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2-14 [Health and Lifestyle] If You Want to Grow Apples,
Choose the Tastiest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ab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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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5 advice 1 [əd'vais] n.建议；忠告；劝告；通知

6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7 ag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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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gricultural 1 [,ægri'kʌltʃərəl] adj.农业的；农艺的

9 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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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lso 5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1 American 4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2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3 and 1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4 anise 2 ['ænis] n.大茴香；茴芹

15 anoth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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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n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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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ppearance 1 [ə'piərəns] n.外貌，外观；出现，露面

18 apple 12 n.苹果，苹果树，苹果似的东西；[美俚]炸弹，手榴弹，（棒球的）球；[美俚]人，家伙。

19 apples 11 ['æplz] n. 苹果 名词apple的复数形式.

20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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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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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shmead 2 阿什米德

23 associated 1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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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utumn 1 ['ɔ:təm] n.秋天；成熟期；渐衰期，凋落期 adj.秋天的，秋季的 n.(Autumn)人名；(英)奥特姆

26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27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28 bailey 1 ['beili] n.城壁，外栅；城堡外庭 n.(Bailey)人名；(英)贝利，贝莉(女名)；(葡)拜莱；(西)贝利

29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0 because 4 [bi'kɔz] conj.因为

31 becomes 1 [bɪ'kʌm] v. 变成；成为；变得；适合（某人）；使（人）显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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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34 belonging 1 [bi'lɔŋiŋ] n.所有物；行李；附属物

35 besides 1 [bi'saidz] adv.此外；而且 prep.除…之外

36 best 1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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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ook 1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39 books 1 ['bʊks] n. 帐目；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

40 British 2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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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r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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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Bryan 1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43 bush 1 [buʃ] n.灌木；矮树丛 vt.以灌木装饰；使…精疲力竭 vi.丛生；浓密地生长 adj.如灌木般长得低矮的；粗野的

44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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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uy 2 [bai] vt.购买；获得；贿赂 vi.买，采购 n.购买，买卖；所购的物品 n.(Buy)人名；(法)比伊

46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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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alled 1 [kɔː l] vt. 呼叫；打电话；把 ...称为 n. 打电话；访问；召唤；呼叫；把 ... 看作 vi. 呼叫；(短暂的)拜访

48 came 2 [keim] v.come的过去式

49 c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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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are 1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51 century 1 ['sentʃuri] n.世纪，百年；（板球）一百分

52 chewed 1 [tʃu:] n.咀嚼；咀嚼物 vt.嚼碎，咀嚼 vi.细想，深思 n.(Chew)人名；(英)丘

53 choice 1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54 choices 1 ['tʃɔɪsɪs] n.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

55 choose 1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56 chosen 2 ['tʃəuzən] vt.选择（choose的过去分词） adj.挑选出来的，精选的

57 Christmas 1 n.圣诞节；圣诞节期间

58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59 collection 1 [kə'lekʃən] n.采集，聚集；[税收]征收；收藏品；募捐

60 colonial 1 [kə'ləunjəl] n.殖民地居民 adj.殖民地的，殖民的

61 col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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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come 1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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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65 cooking 1 n.烹饪 adj.烹调的 v.烹调；筹划（cook的ing形式）

66 country 1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乐
的

67 cox 3 [kɔks] vt.做...舵手；当艇长 vi.做舵手 n.舵手 n.(Cox)人名；(德、西、瑞典)科克斯；(英、法)考克斯

68 crisp 2 [krisp] adj.脆的；新鲜的；易碎的 vt.使卷曲；使发脆 vi.卷曲；发脆 n.松脆物；油炸马铃薯片 n.(Crisp)人名；(英)克里斯普

69 crispin 1 ['krispin] n.鞋匠 n.(Crispin)人名；(法)克里斯潘

70 crushed 1 [krʌʃt] adj. 压碎的；碾碎的；起皱的 动词cr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1 dates 1 [deɪt] n. 日期；年代；会晤时间；约会；约会对象；枣椰树；枣子 v. 给 ... 标明日期；确定年代；过时；显老；和 ... 约
会；追溯到

72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73 diseases 1 [dɪ'ziː zɪz] 病害

74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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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does 2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76 dr 1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77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78 early 2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79 easy 1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80 eat 2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81 eaten 1 [英 [ˈi:tn] 美 [ˈitn] v.吃（eat的过去分词）

82 eating 1 ['i:tiŋ] adj.侵蚀的；可生食的；进餐用的 n.吃；食物 v.吃（eat的ing形式）

83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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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Ellison 1 n.艾里森（英国一家传感器公司）；埃里森（小说中虚构的黑人干探）；埃里森（甲骨文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85 England 4 n.英格兰

86 Englis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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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ven 1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88 experiment 1 [ik'speriment, ek's-] vi.尝试；进行实验 n.实验，试验；尝试

89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佩

90 explode 1 [ik'spləud] vi.爆炸，爆发；激增 vt.使爆炸；爆炸；推翻

91 fall 1 [fɔ:l] vi.落下；变成；来临；减弱 n.下降；秋天；瀑布 vt.砍倒；击倒 adj.秋天的 n.(Fall)人名；(法、芬、瑞典)法尔；(英、
匈)福尔；(阿拉伯)法勒

92 Farmers 1 n.[农]农民（farmer的复数）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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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firm 1 ['fə:m] adj.坚定的；牢固的；严格的；结实的 vt.使坚定；使牢固 vi.变坚实；变稳固 adv.稳固地 n.公司；商号

95 first 3 [fə:st] adv.第一；首先；优先；宁愿 n.第一；开始；冠军 adj.第一的；基本的；最早的 num.第一 n.(First)人名；(英)弗斯
特；(捷)菲尔斯特

96 flavor 3 ['fleivə] n.情味，风味；香料；滋味 vt.加味于

97 flavored 1 ['fleivə] n.情味，风味；香料；滋味 vt.加味于

98 flavorful 1 ['fleivəful] adj.可口的（等于flavourful）；充满…味道的；有香味的

99 flesh 3 [fleʃ] n.肉；肉体 vt.喂肉给…；使发胖 vi.长胖 n.(Flesh)人名；(英)弗莱什

100 folks 1 ['fəʊks] n. 人们；家人；父母 名词folk的复数形式.

101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2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03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4 fruit 4 [fru:t] n.水果；产物 vi.结果实 vt.使……结果实 n.(Fruit)人名；(法)弗吕；(英)弗鲁特

105 fruits 1 [f'ru tːs] n. 成果 名词fruit的复数.

106 garde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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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gardeners 2 n.园丁，园艺爱好者( gardener的名词复数 )

108 gardening 3 ['gɑ:dəniŋ] n.园艺；园林工人的工作

109 gem 2 [dʒɛm] n.宝石，珍宝；精华；受人重视者 vi.点缀；用宝石装饰；饰以宝石 adj.最佳品质的 n.(Gem)人名；(英)杰姆

110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111 Gloucester 1 ['glɔstə] n.格洛斯特（英国西南部的港市）；格洛斯特硬干酪（产于英国）

112 golden 4 ['gəuldən] adj.金色的，黄金般的；珍贵的；金制的 n.(Golden)人名；(英、法、罗、德、瑞典)戈尔登

113 go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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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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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grow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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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growers 1 [ɡ'rəʊəz] n. 栽培者；生长物 （名词grow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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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grow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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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grows 1 英 [ɡrəʊ] 美 [ɡroʊ] v. 增加；生长；变成；种植；逐渐开始

120 harvest 2 ['hɑ:vist] n.收获；产量；结果 vt.收割；得到 vi.收割庄稼

121 ha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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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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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124 he 3 [hi:, 弱 hi, i:, i] n.男孩，男人；它（雄性动物） pron.他 n.(He)人名；(日)户(姓)；(朝)海；(柬)赫

125 herbs 1 [hɜːbs] n. 草本植物 名词herb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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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his 4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28 horticultural 1 [,hɔ:ti'kʌltʃərəl] adj.园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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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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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Hudson 2 ['hʌdsən] n.哈得孙河

132 Hyde 1 [haid] n.海德

133 if 3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34 i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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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36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37 insect 1 ['insekt] n.昆虫；卑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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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140 introduced 1 [ɪntrəd'juːst] v. 介绍，引进（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1 is 1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2 i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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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44 japan 1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145 jonagold 1 乔纳金

146 juice 2 [dʒu:s] n.（水果）汁，液；果汁

147 juicy 1 ['dʒu:si] adj.多汁的；利润多的；生动的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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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kee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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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kernel 1 ['kə:nəl] n.核心，要点；[计]内核；仁；麦粒，谷粒；精髓

151 ki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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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kinds 6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153 large 1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154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155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156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57 lee 2 [li:] n.保护；背风处 adj.保护的；庇荫的；避风的 n.(Lee)人名；(朝)李；(中)李(普通话·威妥玛)；(柬)利；(中)李(广东话·威
妥玛)

158 left 1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159 liberty 3 ['libəti] n.自由；许可；冒失 n.(Liberty)人名；(英)利伯蒂

160 like 1 [laik] vt.喜欢；想；愿意 vi.喜欢；希望 prep.像；如同 adj.同样的；相似的 n.爱好；同样的人或物 adv.可能 conj.好像

161 limited 1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162 Lincolnshire 1 ['liŋkənʃə] n.林肯郡（英格兰郡名）

163 liquid 1 ['likwid] adj.液体的；清澈的；明亮的；易变的 n.液体，流体；流音

164 local 1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165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
(英)卢克

166 love 1 [lʌv] n.恋爱；亲爱的；酷爱；喜爱的事物 vt.喜欢；热爱；爱慕 vi.爱 n.(Love)人名；(英)洛夫

167 loved 1 [lʌvd] v.热爱（love的过去分词） adj.恋爱的；受珍爱的

168 Lynn 1 [lin] n.林恩（姓氏）

169 macoun 3 马曹恩

170 makes 2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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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many 6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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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market 1 ['mɑ:kit] n.市场；行情；股票市场；市面；集市；销路；商店 vt.在市场上出售 vi.做买卖 n.(Market)人名；(塞)马尔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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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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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moment 1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177 mo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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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mouth 1 [mauθ] n.口，嘴；河口 vt.做作地说，装腔作势地说；喃喃地说出 vi.装腔作势说话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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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mutsu 1 n. 陆奥(在日本；东经 141º13' 北纬 41º17')

181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82 necessary 1 ['nesisəri]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必需品 n.(Necessary)人名；(英)内塞瑟里

183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84 new 4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85 Newtown 2 n.纽镇（地名）

186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87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88 of 1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89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190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91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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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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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orange 3 ['ɔrindʒ, 'ɔ:-] adj.橙色的；橘色的 n.橙；橙色；桔子 n.(Orange)人名；(英)奥林奇；(法)奥朗热

194 Oregon 1 ['ɔrigən; -gɔn] n.俄勒冈州（美国州名）

195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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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part 1 n.部分；角色；零件；一些；片段 vt.分离；分配；分开 vi.断裂；分手 adv.部分地 adj.部分的 n.(Part)人名；(英、瑞典)帕
特；(泰)巴；(法)帕尔

198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199 parts 3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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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perfection 1 [pə'fekʃən] n.完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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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pippin 3 ['pipin] n.苹果点心，用种子栽培的苹果；（水果的）种子；优秀的东西或人 n.(Pippin)人名；(德)皮平

204 plan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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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plant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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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pleasantly 1 ['plezntli] adv.愉快地；和蔼地，亲切地；友好地

207 press 1 [pres] vt.压；按；逼迫；紧抱 vi.压；逼；重压 n.压；按；新闻；出版社；[印刷]印刷机 n.(Press)人名；(英、德、俄、
西、瑞典)普雷斯

208 pretty 1 adj.漂亮的；可爱的；优美的 adv.相当地；颇 n.有吸引力的事物（尤指饰品）；漂亮的人 n.Pretty，普雷蒂（人名）

209 problems 2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210 prune 1 [pru:n] vi.删除；减少 vt.修剪；删除；剪去 n.深紫红色；傻瓜；李子干 n.(Prune)人名；(罗)普鲁内

211 pruning 2 ['pru:niŋ] n.修剪；剪枝 adj.修剪用的 v.修剪（prune的ing形式）

212 re 2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213 reaches 1 [riː tʃ] v. 到达；伸出；达成；取得联系；延伸；（伸手）去够 n. 范围；影响力；河段；等级

214 read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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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reason 2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16 red 1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217 reddish 1 ['rediʃ] adj.微红的；略带红色的 n.(Reddish)人名；(英)雷迪什

218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219 Reich 8 [raiʃ; raik] n.德国；德意志帝国

220 removing 1 [riː 'muːvɪŋ] n. 消除；排除；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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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223 resistant 1 [ri'zistənt] adj.抵抗的，反抗的；顽固的 n.抵抗者

224 Richard 1 ['ritʃəd] n.理查德（男子名）

225 ripen 2 ['raipən] vt.使成熟 vi.成熟

226 round 1 [raund] n.圆；循环；一回合；圆形物 adj.圆的；完全的；大概的；肥胖的 adv.在周围；迂回地；朝反方向；挨个 vt.完
成；围捕；绕行；弄圆 vi.进展；变圆；环行；发胖 prep.附近；绕过；大约；在…周围 n.(Round)人名；(英)朗德

227 run 1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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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sale 1 [seil] n.销售；出售；拍卖；销售额；廉价出售 n.(Sale)人名；(意、塞、瑞典)萨莱；(英、萨摩)塞尔；(法)萨尔

230 says 3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31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232 seeds 1 [siː dz] n. 籽 名词seed的复数形式. 动词s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33 seems 1 [siː mz]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34 shand 2 n. 尚德

235 sharp 3 adj.急剧的；锋利的；强烈的；敏捷的；刺耳的 adv.急剧地；锐利地；突然地 n.尖头 vt.磨快；把音调升高 vi.升音演奏
n.(Sharp)人名；(英)夏普

236 ship 1 [ʃip] vt.运送，乘船；以船运送 vi.上船；乘船旅行；当船员 n.船；舰；太空船 n.(Ship)人名；(中)摄(广东话·威妥玛)

237 shipped 1 [ʃɪpt] adj. 船运的 动词shi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38 shipping 2 ['ʃipiŋ] n.[船]船舶，船舶吨数；海运；运送 v.运送，乘船（ship的ing形式） n.(Shipping)人名；(英)希平

239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40 slight 1 [slait] adj.轻微的，少量的；脆弱的；细长的；不重要的 vt.轻视，忽略；怠慢 n.怠慢；轻蔑

241 small 1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
人名；(英)斯莫尔

242 s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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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ociety 1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244 soft 1 [sɔft, sɔ:ft] adj.软的，柔软的；温柔的，温和的；软弱的；笨的 adv.柔软地；温和地 n.柔性；柔软的东西；柔软部分

245 s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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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sound 1 [saund] vt.听（诊）；测量，测…深；使发声；试探；宣告 n.声音，语音；噪音；海峡；吵闹；听力范围；[医]探条 adj.
健全的，健康的；合理的；可靠的；有效彻底的 adv.彻底地，充分地 vi.听起来；发出声音；回响；测深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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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spicy 2 ['spaisi] adj.辛辣的；香的，多香料的；下流的

249 squeezed 1 [skwiː z] v. 挤压；塞进；压榨；设法腾出 n. 挤压；少量；拥挤；严控；财政困难

250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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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tation 1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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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storage 1 ['stɔridʒ] n.存储；仓库；贮藏所

255 store 2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256 stored 1 [stɔː d] adj. 存信息的；存储的 动词st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7 stores 1 [s'tɔː z]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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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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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stripes 1 [st'raɪps] n. 条纹；斑纹 名词stripe的复数形式.

260 strong 1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261 summer 1 ['sʌmə] n.夏季；全盛时期 vi.避暑；过夏天 adj.夏季的 n.(Summer)人名；(德)祖默；(英)萨默

262 susan 2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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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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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taste 11 [teist] n.味道；品味；审美 vt.尝；体验 vi.尝起来；有…的味道 n.(Taste)人名；(法)塔斯特

266 tastiest 1 ['teɪsti] adj. 好吃的；有品位的；有趣的

267 tasty 3 ['teisti] adj.美味的；高雅的；有趣的 n.可口的东西；引人入胜的东西

268 test 1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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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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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the 2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72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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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74 they 7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75 thinking 1 ['θiŋkiŋ] adj.思考的；思想的；有理性的；好思考的 n.思考；思想；想法；意见；见解 v.思考（think的现在分词）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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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though 1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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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280 t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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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tree 2 [tri:] n.树；木料；树状物 vt.把...赶上树 vi.爬上树；逃上树 n.(Tree)人名；(英)特里

282 trees 2 [triː s] n. 树； 灌木； 似树的木制品； 木梁； 鞍架； 宗谱； 绞刑架； 十字架 v. 逼迫上树； 在 ... 植树； 鞋楦 名词tree
的复数形式

283 truly 1 ['tru:li] adv.真实地，不假；真诚地 n.(Truly)人名；(英)特鲁利

284 type 1 [taip] n.类型，品种；模范；样式 vt.打字；测定（血等）类型 vi.打字 n.(Type)人名；(英)泰普

285 unpopular 1 [,ʌn'pɔpjulə] adj.不流行的，不受欢迎的

286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287 unwanted 1 [,ʌn'wɔntid] adj.不需要的；有害的；讨厌的；空闲的

288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89 vegetables 1 ['vedʒɪtəblz] 蔬菜,vegetable的复数形式

290 wa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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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292 warning 1 ['wɔ:niŋ] n.警告；预兆；预告 adj.警告的；引以为戒的 v.警告（warn的ing形式） n.(Warning)人名；(德)瓦宁

293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94 w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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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weedless 1 ['wi:dlis] adj.没有杂草的

296 well 2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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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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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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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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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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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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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willing 1 ['wiliŋ] adj.乐意的；自愿的；心甘情愿的 v.决心；用意志力驱使；将（财产等）遗赠某人（will的现在分词） n.(Willing)
人名；(德、芬、瑞典)维林；(英)威林

304 with 7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05 without 1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306 wonderful 2 adj.极好的，精彩的，绝妙的；奇妙的；美妙；胜；神妙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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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work 1 n.工作；[物]功；产品；操作；职业；行为；事业；工厂；著作；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 vt.使工作；操作；经营；使缓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309 worrying 1 ['wʌriiŋ, -'wə:-] adj.令人担心的；烦恼的 v.担心（worry的ing形式）

310 writer 2 ['raitə] n.作家；作者

311 yearly 1 ['jə:li, 'jiə-] adj.每年的 adv.每年；一年一次 n.年刊；年鉴

312 years 4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13 yellow 3 adj.黄色的；黄皮肤的 adj.胆小的 n.黄色；黄种人；黄色颜料 vi.变黄或发黄 vt.使变黄或发黄

314 York 4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315 you 7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16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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