
2020-11-24 [Health and Lifestyle] What Is Composting_ And How to
Start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and 3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3 of 3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that 24 [ðæt, 弱ðət, ðt] pron.那；那个 adv.那么；那样 conj.因为；以至于 adj.那；那个 n.(That)人名；(德)塔特

5 to 22 [强 tu:, 弱 tu, 辅音前弱tə, t] adv.向前；（门等）关上 prep.到；向；（表示时间、方向）朝…方向 n.(To)人名；(柬)多；(中)脱(普
通话·威妥玛)

6 compost 19 ['kɔmpɔst] n.堆肥；混合物 vt.堆肥；施堆肥

7 in 16 [in] prep.按照（表示方式）；从事于；在…之内 adv.进入；当选；（服装等）时髦；在屋里 adj.在里面的；时髦的 n.执政
者；门路；知情者 n.(In)人名；(中)演(广东话·威妥玛)；(柬)殷(用于名字第一节)，因；(日)寅(名)

8 composting 15 英 ['kɒmpɒstɪŋ] 美 ['kɒmˌpoʊstɪŋ] n. 堆制肥料 动词compost的现在分词形式.

9 is 1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 waste 13 [weist] n.浪费；废物；荒地；损耗；地面风化物 vt.浪费；消耗；使荒芜 vi.浪费；变消瘦；挥霍钱财 adj.废弃的；多余
的；荒芜的

11 it 12 [ɪt] pron.[指无生命的东西、动物、植物]它；这；那 pron.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活动、经验、抽象观念等 pron.在不分
性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表示天气、时日、距离、状态、温度等等 abbr.信息技术
informationtechnology

12 you 1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3 food 11 [fu:d] n.食物；养料

14 for 11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5 are 10 [强ɑ:, 弱ə] v.是（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 n.公亩 n.(Are)人名；(意、西、芬)阿雷

16 or 10 conj.或，或者；还是；要不然 n.(Or)人名；(中)柯(广东话·威妥玛)；(柬)奥；(土、匈、土库、阿塞、瑞典)奥尔

17 material 9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18 not 9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9 as 8 [æz] conj.因为；随着；虽然；依照；当…时 prep.如同；当作；以…的身份 adv.同样地；和…一样的

20 from 8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1 soil 8 [sɔil] n.土地；土壤；国家；粪便；务农；温床 vt.弄脏；污辱 vi.变脏

22 says 7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3 so 7 ['səu, 弱 sə] adv.如此，这么；确是如此 conj.所以；因此 pron.这样 n.(So)人名；(柬)索

24 area 6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5 but 6 [强 bʌt, 弱 bət, bʌt] conj.但是；而是；然而 adv.仅仅，只 prep.除…以外 n.(But)人名；(俄、罗)布特；(越)笔

26 can 6 vt.将…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能；能够；可以；可能 n.罐头；（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容器；（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
的）食品罐头

27 do 6 n.要求；规定；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做；干；学习；研究；进行；完成；解答；整理；算出；引起；行过 aux.助动词
（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代替动词）；（用于加强语气） vi.行，足够；生长 n.（英）多（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
称） n.（口语）事件；（主英国口语）诈骗；（主英国、新西兰口语）宴会；（口语）必须做到的事情

28 make 6 [meik] vt.使得；进行；布置，准备，整理；制造；认为；获得；形成；安排；引起；构成 vi.开始；前进；增大；被制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29 percent 6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30 pile 6 [pail] n.堆；大量；建筑群 vt.累积；打桩于 vi.挤；堆积；积累 n.(Pile)人名；(西)皮莱；(英)派尔

31 down 5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32 epa 5 abbr. 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33 have 5 [hæv, 弱həv, əv, v] vt.有；让；拿；从事；允许 aux.已经 n.(Have)人名；(芬)哈韦；(德)哈弗

34 if 5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35 our 5 ['auə, ɑ:] pron.我们的

36 there 5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37 things 5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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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this 5 [ðis, 弱ðəs] pron.这；这个；这里 adj.这；本；这个；今 adv.这样地；这么 n.(This)人名；(法)蒂斯

39 your 5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40 americans 4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41 at 4 prep.在（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场所、位置、空间）；以（某种价格、速度等）；向；达；因为；朝；忙于 n.阿特（老
挝货币基本单位att）；[化]砹（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 abbr.密封的（airtight）；气温（airtemperature）

42 garbage 4 ['gɑ:bidʒ] n.垃圾；废物 n.(Garbage)人名；(法)加尔巴热

43 into 4 ['intu:, -tu, -tə] prep.到…里；深入…之中；成为…状况；进入到…之内 n.(Into)人名；(芬、英)因托

44 methane 4 ['mi:θein] n.[有化]甲烷；[能源]沼气

45 need 4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46 organic 4 [ɔ:'gænik] adj.[有化]有机的；组织的；器官的；根本的

47 plants 4 [p'lɑːnts] n. 植物花卉；工厂（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 v. 种植；设立；建立；安插；栽赃（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
式）

48 some 4 adj.一些；某个；大约；相当多的 pron.一些；若干；其中的一部分；（数量不确切时用）有些人 adv.非常；相当；<美>
稍微

49 such 4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50 very 4 ['veri] adj.恰好是，正是；甚至；十足的；特有的 adv.非常，很；完全 n.(Very)人名；(英)维里

51 what 4 [hwɔt, hwʌt, 弱hwət] pron.什么；多么；多少 adj.什么；多么；何等 adv.到什么程度，在哪一方面 int.什么；多么

52 air 3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53 animals 3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54 been 3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55 brown 3 [braun] adj.棕色的，褐色的；太阳晒黑的 vi.变成褐色 n.褐色，棕色 vt.使变成褐色 n.(Brown)人名；(英、意、芬、捷、
德、法、西、葡)布朗

56 compacted 3 ['kɔmpæktid] adj.压实的；压紧的 v.压缩（compa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压紧

57 environment 3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58 found 3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59 garden 3 ['gɑ:dn] n.花园；菜园 vt.栽培花木 vi.从事园艺；在园中种植 n.(Garden)人名；(英、意、巴基)加登

60 good 3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61 grow 3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62 has 3 v.有，吃，得到，从事，允许，雇用，享有（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亲属关系中）接受；拿；买到

63 help 3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普

64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65 instead 3 adv.代替；反而；相反

66 katie 3 ['keiti] n.卡蒂（女子名，等于Kate）

67 landfills 3 ['lændfɪl] n. 垃圾填埋地；垃圾填埋法 vt. 在垃圾填埋地上处理

68 materials 3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69 On 3 [ɔn, ɔ:n, ən, n] adv.向前地；作用中，行动中；继续着 prep.向，朝……；关于；在……之上；在……时候 adj.开着的；发生着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70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71 report 3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72 she 3 [ʃi:] pron.她（主格）；它（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船舶、地球、月亮等） n.女人；雌性动物 n.(She)人名；(中)佘(普通话
·威妥玛)

73 something 3 ['sʌmθiŋ] pron.某事；某物 n.重要的人；值得重视的事 adv.非常；有点；大约 adj.大约；有点象

74 than 3 [ðæn, 弱ðən, ðn] conj.比（用于形容词、副词的比较级之后）；除…外（用于other等之后）；与其…（用于rather等之后）；
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75 their 3 [ðεə, 弱ðər] pron.他们的，她们的；它们的 n.(Their)人名；(英)蒂尔；(芬、瑞典)泰尔

76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77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78 use 3 [ju:z] n.使用；用途；发挥 vt.利用；耗费 vi.使用，运用 n.(Use)人名；(德)乌泽

79 want 3 [wɔnt, wɔ:nt] vt.需要；希望；应该；缺少 n.需要；缺乏；贫困；必需品 vi.需要；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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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water 3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81 website 3 ['websaɪt] n. 网站

82 when 3 conj.考虑到；既然；当…时；在…时；如果 adv.什么时候，何时；（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在那时；其时；当时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83 world 3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84 about 2 [ə'baut] prep.关于；大约 adj.在附近的；四处走动的；在起作用的 adv.大约；周围；到处 n.大致；粗枝大叶；不拘小节的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85 add 2 [æd] vi.加；增加；加起来；做加法 vt.增加，添加；补充说；计算…总和 n.加法，加法运算

86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87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88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89 atmosphere 2 n.气氛；大气；空气

90 backyard 2 ['bæk'jɑ:d] n.后院；后庭

91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92 break 2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晓；
（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93 breaks 2 [b'reɪks] n. 断裂 名词break的复数形式.

94 by 2 prep.通过；被；依据；经由；在附近；在……之前 adv.通过；经过；附近；[互联网]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

95 chemical 2 ['kemikəl] n.化学制品，化学药品 adj.化学的

96 collection 2 [kə'lekʃən] n.采集，聚集；[税收]征收；收藏品；募捐

97 cuttings 2 [kʌtɪŋz] n. 切屑；插条；剪辑 名词cutting的复数形式.

98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99 dry 2 [drai] adj.干的；口渴的；枯燥无味的；禁酒的 vt.把…弄干 vi.变干 n.干涸 n.(Dry)人名；(法)德里

100 English 2 ['iŋgliʃ] adj.英国人的；英国的；英文的 n.英语；英国人；英文；英格兰人 vt.把…译成英语

101 fertilizers 2 ['fɜ tːəlaɪzəz] 肥料

102 five 2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103 flow 2 [fləu] vi.流动，涌流；川流不息；飘扬 vt.淹没，溢过 n.流动；流量；涨潮，泛滥 n.(Flow)人名；(英)弗洛

104 fluffy 2 ['flʌfi] adj.蓬松的；松软的；毛茸茸的；无内容的

105 fungi 2 ['fʌŋgai] n.真菌；菌类；蘑菇（fungus的复数） n.(Fungi)人名；(意)丰吉

106 gas 2 [gæs] n.气体；[矿业]瓦斯；汽油；毒气 vt.加油；毒（死） vi.加油；放出气体；空谈 n.(Gas)人名；(法、德、西)加斯

107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08 grass 2 [grɑ:s, græs] n.草；草地，草坪 vt.放牧；使……长满草；使……吃草 vi.长草 n.(Grass)人名；(法、德、俄、瑞典、英)格拉
斯

109 green 2 [gri:n] adj.绿色的；青春的 n.绿色；青春 vt.使…变绿色 vi.变绿色 n.(Green)人名；(英、意)格林；(瑞典、芬)格伦

110 ground 2 n.地面；土地；范围；战场;根据 vt.使接触地面；打基础；使搁浅 vi.着陆；搁浅 adj.土地的；地面上的；磨碎的；磨
过的 v.研磨（grind的过去分词）；压迫

111 hard 2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112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13 healthy 2 ['helθi] adj.健康的，健全的；有益于健康的

114 helps 2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15 indoor 2 ['indɔ:] adj.室内的，户内的

116 keep 2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117 kind 2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118 know 2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19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20 lifestyle 2 ['laifstail] n.生活方式 保健的

121 light 2 n.光；光线；灯；打火机；领悟；浅色；天窗 adj.轻的；浅色的；明亮的；轻松的；容易的；清淡的 vi.点着；变亮；着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122 live 2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23 lot 2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124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25 matteo 2 n. 马泰奥

126 months 2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27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28 no 2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129 often 2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30 only 2 ['əunli] adv.只，仅仅；不料 adj.唯一的，仅有的；最合适的 conj.但是；不过；可是

131 out 2 [aut] adv.出现；在外；出局；出声地；不流行地 adj.外面的；出局的；下台的 n.出局 prep.向；离去 vi.出来；暴露 vt.使熄
灭；驱逐

132 plant 2 [plɑ:nt, plænt] n.工厂，车间；植物；设备；庄稼 vt.种植；培养；栽培；安置 vi.种植 n.(Plant)人名；(英、西、意)普兰
特；(法)普朗

133 putting 2 ['putiŋ] n.投掷；（高尔夫球）打球入洞 v.放置（put的ing形式）；轻击球；使球入洞的轻击（putt的ing形式）

134 ready 2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人名；(英)雷迪

135 really 2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136 recycled 2 [ˌriː 'saɪkl] vt. 再利用；使再循环；再制 vi. 循环 n. 再循环

137 reduces 2 英 [rɪ'djuːs] 美 [rɪ'duːs] v. 减少；缩小；使落魄；简化；还原

138 remains 2 [ri'meinz] n.残余；遗骸

139 rich 2 adj.富有的；肥沃的；昂贵的 adj.油腻的，含有很多脂肪 n.(Rich)人名；(丹)里克；(捷)里赫；(英、西)里奇；(葡、法)里什

140 should 2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141 south 2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142 start 2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143 States 2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144 story 2 ['stɔ:ri] n.故事；小说；新闻报道；来历；假话 vt.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说谎 n.(Story)人名；(英)斯托里

145 sure 2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146 three 2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147 throw 2 [θrəu] vt.投；抛；掷 vi.抛；投掷 n.投掷；冒险

148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149 up 2 [ʌp] adv.起来；上涨；向上 prep.在…之上；向…的较高处 adj.涨的；起床的；向上的 n.上升；繁荣

150 us 2 pron.我们

151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152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153 vegetables 2 ['vedʒɪtəblz] 蔬菜,vegetable的复数形式

154 VOA 2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155 warming 2 ['wɔ:miŋ] n.加温，暖和；气温升高 adj.让人感到暖和的 v.加温；兴奋；同情（warm的ing形式） n.(Warming)人名；
(丹、瑞典)瓦明

156 we 2 [wi:弱 wi] pron.我们（主格）；笔者，本人（作者或演讲人使用）；朕，寡人 n.(We)人名；(缅)韦

157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58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159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60 will 2 [wɪl] n.意志；决心；情感；遗嘱；意图；心愿 vt.决心要；遗赠；用意志力使 vi.愿意；下决心 aux.将；愿意；必须

161 able 1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162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163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164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165 adds 1 abbr.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

166 advice 1 [əd'vais] n.建议；忠告；劝告；通知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67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68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169 airy 1 ['εəri] adj.空气的；通风的；幻想的；轻快的；空中的 n.(Airy)人名；(英)艾里

170 all 1 [ɔ:l] adj.全部的 adv.全然地；越发 n.全部 pron.全部 n.(All)人名；(瑞典)阿尔；(英)奥尔

171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72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173 another 1 [ə'nʌðə] adj.又一，另一；另外的；不同的 pron.另一个；又一个 prep.另一个；另一个人

174 any 1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175 association 1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176 attract 1 [ə'trækt] vt.吸引；引起 vi.吸引；有吸引力

177 Austria 1 ['ɔstriə] n.奥地利

178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79 back 1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
后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180 bacteria 1 [bæk'tiəriə] n.[微]细菌

181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182 banned 1 [bæn] v. 禁止；剥夺权利 n. 禁令；禁止

183 basic 1 ['beisik] adj.基本的；基础的 n.基础；要素

184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185 Belgium 1 ['beldʒəm] n.比利时（西欧国家，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

186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
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187 bin 1 [bin] n.箱子，容器；二进制 vt.把…放入箱中 n.(Bin)人名；(意、柬)宾；(日)敏(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民

188 bottom 1 ['bɔtəm] n.底部；末端；臀部；尽头 adj.底部的 vt.装底；测量深浅；查明真相 vi.到达底部；建立基础 n.(Bottom)人名；
(英)博顿

189 branches 1 英 [brɑːntʃ] 美 [bræntʃ] n. 分部；部门；分店；分支；树枝 v. 分岔；分支

190 breaking 1 ['breikiŋ] n.破坏；阻断 v.破坏（break的ing形式）

191 bugs 1 [bʌgz] adj.发疯的，疯狂的 n.(Bugs)人名；(德)布格斯

192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193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94 careful 1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195 chlorophyll 1 ['klɔrəfil] n.[植][生化]叶绿素

196 choose 1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197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98 collected 1 [kə'lektid] adj.镇定的；收集成的 v.收集；聚集（collect的过去式）

199 color 1 ['kʌlə] n.颜色；肤色；颜料；脸色 vt.粉饰；给...涂颜色；歪曲 vi.变色；获得颜色

200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201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202 communities 1 [kə'mjuːnəti] n. 社区；社会；公众；共同体；团体；共享；共有；[生]群落

203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204 composter 1 n.堆肥；混合物(compost的变形)

205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206 consistently 1 [kən'sistəntli] adv.一贯地；一致地；坚实地

207 container 1 [kən'teinə] n.集装箱；容器

208 contribute 1 vt.贡献，出力；投稿；捐献 vi.贡献，出力；投稿；捐献 [过去式contributed过去分词contributed现在分词
contributing]

209 contributing 1 [kənt'rɪbju tːɪŋ] adj. 贡献的；起作用的 动词contribute的现在分词.

210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211 couple 1 ['kʌpl] n.对；夫妇；数个 vi.结合；成婚 vt.结合；连接；连合 n.(Couple)人名；(法)库普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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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cover 1 vt.包括；采访，报导；涉及；行走（一段路程）；掩护；翻唱 n.封面，封皮；盖子；掩蔽物;幌子，借口 vi.覆盖；代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213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214 dark 1 adj.黑暗的，深色的；模糊的；无知的；忧郁的 n.黑暗；夜；黄昏；模糊 n.（Dark）人名；（英）达克 n.（Dark）《暗
黑》（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

215 dead 1 [ded] adj.无生命的；呆板的；废弃了的 adv.完全地 n.死者

216 decaying 1 [dɪ'keɪɪŋ] adj. 衰退；腐烂；颓坏 动词decay的现在分词形式.

217 Denmark 1 ['denma:k] n.丹麦（欧洲国家）

218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219 discarded 1 [dɪs'kɑ rːdɪd] adj. 放弃的；删除的 动词discar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20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221 earths 1 英 [ɜːθ] 美 [ɜ rːθ] n. 地球；泥土；世间

222 easier 1 [英 ['i:zɪə] 美 ['i:zɪr]] adj.更简单；容易些（easy的比较级形式）；较早的

223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224 economic 1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225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226 emission 1 [i'miʃən] n.（光、热等的）发射，散发；喷射；发行 n.(Emission)人名；(英)埃米申

227 emissions 1 [i'mɪʃn] n. 散发；发行；排放

228 energy 1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229 enjoys 1 [ɪn'dʒɔɪ] v. 享受；喜欢

230 environmental 1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231 equal 1 ['i:kwəl] adj.平等的；相等的；胜任的 vt.等于；比得上 n.对手；匹敌；同辈；相等的事物

232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233 everything 1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234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235 examples 1 [ɪɡ'zɑːmplz] n.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

236 fertile 1 adj.富饶的，肥沃的；能生育的

237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238 flowers 1 英 ['flaʊə(r)] 美 ['flaʊər] n. 花；开花植物；精华；盛时 v. 开花；成熟；用花装饰

239 formerly 1 ['fɔ:məli] adv.以前；原来

240 forum 1 ['fɔ:rəm] n.论坛，讨论会；法庭；公开讨论的广场

241 Francisco 1 [fræn'siskəu] n.弗朗西斯科（男子名，等于Francis）

242 George 1 [dʒɔ:dʒ] n.乔治（男子名）；自动操纵装置；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

243 Germany 1 ['dʒə:məni] n.德国

244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245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246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247 global 1 ['gləubəl] adj.全球的；总体的；球形的

248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249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250 grown 1 [grəun] adj.长大的；成年的；长满某物的 v.生长；变成；栽培（grow的过去分词）

251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252 heaped 1 [hiː p] n. 堆；许多；<口>破车 vt. 使成堆；装满；大量给予

253 her 1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254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255 home 1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256 house 1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名；(英)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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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258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259 improvements 1 [ɪmp'ruːvmənts] 改进

260 increase 1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261 individuals 1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262 indoors 1 ['indɔ:z] adv.在室内，在户内

263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264 ingredient 1 [in'gri:diənt] n.原料；要素；组成部分 adj.构成组成部分的

265 ingredients 1 [ɪŋ'riː diənts] n. 配料；作料；材料 名词ingredient的复数形式.

266 insects 1 ['ɪnsekts] n. 昆虫；虫子；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

267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68 just 1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269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270 kingdom 1 ['kiŋdəm] n.王国；界；领域 n.(Kingdom)人名；(英)金德姆

271 Korea 1 [kə'riə] n.韩国；朝鲜

272 koreans 1 朝鲜人

273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274 laws 1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275 leaves 1 [li:vz] n.树叶；花瓣（leaf的复数） v.离开（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

276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277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278 little 1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279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280 low 1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281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282 managed 1 ['mænɪdʒ] v. 管理；经营；做成；设法对付；提供；有空

283 Maryland 1 ['mεərilænd] n.马里兰（美国州名）

284 matter 1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285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286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287 might 1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288 mix 1 [miks] vt.配制；混淆；使混和；使结交 vi.参与；相混合；交往 n.混合；混合物；混乱 n.(Mix)人名；(德、英)米克斯

289 molds 1 英 [məʊld] 美 [moʊld] n. 模式；类型；模子；模型；真菌；软土 vt. 形成；制模；发霉 vi. 发霉；符合形状

290 more 1 [mɔ:] adv.更多；此外；更大程度地 adj.更多的；附加的 pron.更多的数量 n.更多 n.(More)人名；(英、法)莫尔；(意、西、
以)莫雷

291 much 1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292 mushrooms 1 ['mʌʃrʊmz] n. 蕈类 名词mushroom的复数形式.

293 must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294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295 Netherlands 1 ['neðələndz] n.荷兰（形容词Netherlandish）；地区名

296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297 Norway 1 ['nɔ:wei] n.挪威（北欧国家名）

298 number 1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299 Numbers 1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300 offers 1 英 ['ɒfə(r)] 美 ['ɔː fər] vt. 提供；提出；（卖方）出价；贡献 vi. 提议；出现；求婚 n. 提议；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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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one 1 [wʌn] pron.一个人；任何人 adj.一的；唯一的 n.一 num.一；一个 n.(One)人名；(老)温

302 others 1 pron.其他人

303 outdoor 1 ['əutdɔ:] adj.户外的；露天的；野外的（等于out-of-door）

304 outdoors 1 ['aut'dɔ:z] adv.在户外 n.户外 adj.户外的（等于outdoor）

305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306 overnight 1 [,əuvə'nait, 'əuvənait] adv.通宵；突然；昨晚 adj.晚上的；通宵的；前夜的 n.头天晚上；一夜的逗留 vt.连夜快递 vi.过一
夜

307 paid 1 [peid] adj.付清的；已付的 vt.支付（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付清

308 paper 1 ['peipə] n.纸；论文；文件；报纸 adj.纸做的 vt.用纸糊；用纸包装 vi.贴糊墙纸；发交通违章传票 n.(Paper)人名；(俄)帕
佩尔

309 passed 1 [pa:st] adj.已经通过的；已经过去的；已被传递的 v.通过；传递（pass的过去分词）；超过

310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311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312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313 piles 1 [pailz] n.痔疮；痔 n.(Piles)人名；(西)皮莱斯

314 planet 1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315 prize 1 [praiz] n.奖品；奖赏；战利品 vt.珍视；捕获；估价 adj.获奖的

316 producing 1 [prə'djuːsɪŋ] n.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317 product 1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318 production 1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319 products 1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320 properly 1 ['prɔpəli] adv.适当地；正确地；恰当地

321 protection 1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322 published 1 ['pʌblɪʃ] v. 出版；发行；公开发表

323 pull 1 [pul] vt.拉；拔；拖 vi.拉，拖；拔 n.拉，拉绳；拉力，牵引力；拖 n.(Pull)人名；(法)皮尔；(德、瑞典)普尔

324 quantity 1 ['kwɔntəti] n.量，数量；大量；总量

325 questioned 1 ['kwestʃən] n. 问题；疑问 v. 询问；怀疑

326 rain 1 [rein] n.雨；下雨；雨天；雨季 vi.下雨；降雨 vt.大量地给；使大量落下 n.(Rain)人名；(法)兰；(英)雷恩；(罗、捷)赖恩

327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328 rear 1 [riə] vt.培养；树立；栽种 vi.暴跳；高耸 adv.向后；在后面 adj.后方的；后面的；背面的 n.后面；屁股；后方部队

329 receive 1 [ri'si:v] 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330 recycle 1 [,ri:'saikl] vt.使再循环；使…重新利用 vi.重复利用 n.再生；再循环；重复利用

331 recycling 1 [ˌriː 'saɪklɪŋ] n. 回收利用 动词recycle的现在分词.

332 released 1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33 releasing 1 [rɪ'liː sɪŋ] n. 释放 动词release的现在分词形式.

334 reported 1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335 requires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336 researchers 1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337 restricting 1 [rɪs'trɪktɪŋ] adj. 限制的，约束的 v. 限制，约束，束缚（restrict的现在分词）

338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339 rising 1 ['raiziŋ] n.上升；起床；造反 adj.上升的；上涨的；新兴的 adv.接近 v.上升（rise的ing形式） n.(Rising)人名；(瑞典)里
辛；(英)赖辛

340 rusts 1 [rʌsts] n. 锈菌类 名词rust的复数形式.

341 said 1 adj.上述的，该 v.说（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aid)人名；(西、塞、哈萨克、乌兹、吉尔、塔吉、土库、阿塞、阿
拉伯)赛义德

342 San 1 [sa:n] abbr.存储区域网（StorageAreaNetworking） n.(San)人名；(泰)讪；(俄、罗、刚)萨恩；(土、柬)桑；(缅)山

343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344 scientists 1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345 section 1 n.截面；部分；部门；地区；章节 vi.被切割成片；被分成部分 vt.把…分段；将…切片；对…进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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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sending 1 ['sendɪŋ] 发送； 派遣

347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348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349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350 smell 1 [smel] vi.嗅，闻；有…气味 vt.嗅，闻；察觉到；发出…的气味 n.气味，嗅觉；臭味

351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352 source 1 [sɔ:s] n.来源；水源；原始资料 n.(Source)人名；(法)苏尔斯

353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354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355 standing 1 ['stændiŋ] adj.长期的；直立的；固定的 n.站立；持续；身分 v.站立；坚持不变；坐落于（stand的ing形式） n.
(Standing)人名；(英)斯坦丁；(德)施坦丁

356 state 1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357 still 1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358 stir 1 [stə:] n.搅拌；轰动 vt.搅拌；激起；惹起 vi.搅动；传播；走动

359 stirring 1 ['stə:riŋ] adj.激动人心的；活跃的，活泼的；忙碌的 v.激起（stir的ing形式）

360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361 study 1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362 suggestions 1 n. 意见；示意 名词suggestion的复数形式.

363 sunshine 1 ['sʌnʃain] n.阳光；愉快；晴天；快活 n.(Sunshine)人名；(英)森夏恩

364 survey 1 [sə:'vei, 'sə:vei, sə-] n.调查；测量；审视；纵览 vt.调查；勘测；俯瞰 vi.测量土地

365 Sweden 1 ['swi:dən] n.瑞典（欧洲国家）

366 Switzerland 1 ['switsələnd] n.瑞士（欧洲国家）

367 take 1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368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369 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370 teaching 1 ['ti:tʃiŋ] n.教学；教义 v.教学；教导（teach的ing形式）

371 tell 1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372 tells 1 [tel] v. 告诉；吩咐；讲述；表达；辨别；判断；泄露；告发；产生效果

373 temperatures 1 ['temprətʃəz] 温度

374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375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76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377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378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379 time 1 [taim] n.时间；时代；次数；节拍；倍数 vt.计时；测定…的时间；安排…的速度 adj.定时的；定期的；分期的 n.(Time)人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380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381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82 tress 1 [tres] n.一绺头发；发辫；卷发；枝条 vt.把（头发）梳理成绺 n.(Tress)人名；(英、意)特雷斯

383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384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385 turning 1 ['tə:niŋ] n.转向；旋转；回转；转弯处 v.旋转（turn的ing形式）

386 turns 1 ['tɜːnz] n.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

387 twice 1 [twais] adv.两次；两倍

388 useless 1 ['ju:slis] adj.无用的；无效的

389 vegetable 1 ['vedʒitəbl] n.蔬菜；植物；植物人 adj.蔬菜的；植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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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 Vermont 1 [və:'mɔnt] n.佛蒙特州（美国州名，略作VT）

391 warns 1 英 [wɔː n] 美 [wɔː 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392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93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394 while 1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395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396 words 1 [wə:dz] n.[计]字（word的复数）；话语；言语 v.用言语表达（word的三单形式）

397 Worms 1 [wə:mz, vɔ:rms] n.[基医]蠕虫（worm的复数） n.(Worms)人名；(德、法、葡)沃姆斯

398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99 Yale 1 [jeil] n.耶鲁（男子名）；（美）耶鲁大学；耶鲁弹簧锁（等于Yalelock）

400 yeah 1 [jεə] adv.是 int.是

401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402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403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404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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