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1-10 [As It Is] Pandemic Feeds Demand for Backyard
Chickens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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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bta 2 abbr.英国旅行社协会（AssociationofBritishTravelAgents）；澳大利亚-英国贸易协会（AustralianBritishTradeAssociation）

3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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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greed 1 [ə'gri:d] adj.同意的；通过协议的 v.同意；赞成（agree的过去式）

6 allison 1 ['ælisən] n.艾利森（女子名）

7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8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9 an 6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0 and 1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1 animal 2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2 animals 2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13 apart 1 [ə'pɑ:t] adv.相距；与众不同地；分离着 adj.分离的；与众不同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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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6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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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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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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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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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baby 1 ['beibi] n.婴儿，婴孩；孩子气的人 vt.纵容，娇纵；把……当婴儿般对待 adj.婴儿的；幼小的 n.(Baby)人名；(法、葡)巴
比；(英)巴比，芭比(女名)；(俄)巴贝

22 backyard 1 ['bæk'jɑ:d] n.后院；后庭

23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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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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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ehaving 1 [bɪ'heɪv] v. 表现；行为；举止

27 birds 3 ['bɜːdz] n. 鸟，鸟类；禽（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

28 bobcats 1 n. 山猫（bobcat的复数）

29 bordered 1 ['bɔ:dəd] adj.有边的 v.给…镶边；邻接；接近（b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 bought 1 [bɔ:t] v.买（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1 breed 1 [bri:d] vi.繁殖；饲养；产生 vt.繁殖；饲养；养育，教育；引起 n.[生物]品种；种类，类型 n.(Breed)人名；(英)布里德

32 breeder 1 ['bri:də] n.饲养员；繁殖者；起因；增殖反应堆

33 breeders 3 n. 饲养员（breeder的复数）；增殖（反应）堆；产仔的动物

34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35 buildings 1 ['bɪldɪŋz] n.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

36 builds 1 [bɪld] v. 建造；开发；创建；逐渐增强 n. 体格；身材

37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38 businesses 1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39 busy 1 ['bizi] adj.忙碌的；热闹的；正被占用的 vt.使忙于 n.(Busy)人名；(匈)布希；(法)比西

40 bu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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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uyers 1 n. 买主，买方，买家，采购员（名词buyer的复数形式）；拜尔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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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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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ages 1 [keɪdʒ] n. 笼子；监狱；笼状结构 vt. 关入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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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arefully 1 ['kɛəfəli] adv.小心地

46 case 1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47 chea 1 切亚

48 chicken 6 n.鸡肉；小鸡；胆小鬼，懦夫 adj.鸡肉的；胆怯的；幼小的

49 chickens 8 ['tʃɪkɪn] n. 鸡；鸡肉；胆小者 adj. 懦弱的；胆小的 vi. 失去勇气

50 chicks 4 [t'ʃɪks] 雏鸡，小鸡（名词chick的复数形式）

51 children 2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52 citroen 4 n.（法国）雪铁龙牌汽车

53 classes 1 [kla:siz] n.级别，阶级（class复数形式）

54 continuous 1 [kən'tinjuəs] adj.连续的，持续的；继续的；连绵不断的

55 coop 1 [ku:p] vt.把…关进笼子里；限制；拘禁 vi.值勤警察在警车里打瞌睡 n.鸡笼；小屋；捕鱼篓

56 coops 3 [kuːp] n. 笼子 v. 把…关起来

57 coronavirus 2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58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59 county 1 ['kaunti] n.郡，县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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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demand 4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62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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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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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67 d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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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ducks 1 n.鸭子（duck的复数）；薄帆布工作服，帆布裤子 v.闪避；没入水中（duck的第三人称单数） n.(Ducks)人名；(匈)杜克
斯

69 eat 1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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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ggs 4 [egz] n. 蛋；鸡蛋 名词egg的复数形式.

72 emotional 1 [i'məuʃənəl] adj.情绪的；易激动的；感动人的

73 enclosure 1 [in'kləuʒə] n.附件；围墙；围场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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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nthusiasm 1 [in'θju:ziæzəm, in'θu:-] n.热心，热忱，热情

76 environment 1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77 estimates 1 ['estɪməts] n.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

78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79 Evans 2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80 excessively 1 [ik'sesivli] adv.过分地；极度

81 excited 1 [ik'saitid] adj.兴奋的；激动的；活跃的 v.激动；唤起（excite的过去分词）

82 excitement 1 [ik'saitmənt] n.兴奋；刺激；令人兴奋的事物

83 exploded 1 [ik'spləudid] adj.爆炸了的；分解的；被破除的 v.爆炸（explode的过去分词）

84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85 Falls 1 [fɔ:ls] n.[水文]瀑布；陨石 v.下降（fall的第三人称单数） n.(Falls)人名；(英)福尔斯

86 family 2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87 farming 1 ['fɑ:miŋ] n.农业，耕作 v.耕种；出租（farm的ing形式）

88 farms 1 英 [fɑːm] 美 [fɑ rːm] n. 农场；农田 v. 务农

89 favorite 1 ['feivərit] n.幸运儿；喜欢的事物；特别喜欢的人 adj.最喜爱的；中意的；宠爱的 n.(Favorite)人名；(英)费沃里特

90 feed 1 [fi:d] vt.喂养；供给；放牧；抚养（家庭等）；靠…为生 vi.吃东西；流入 n.饲料；饲养；（动物或婴儿的）一餐

91 feeds 1 [fiː d] vt. 喂养；饲养；靠 ... 为生；向 ... 提供 vi. 吃饲料；进餐 n. 一餐；饲料；饲养

92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93 fences 1 [fens] n. 栅栏；围墙；买卖赃物的人 v. 用篱笆围住；束缚；击剑；回避

94 finally 2 ['fainəli] adv.最后；终于；决定性地

95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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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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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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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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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foxes 1 英 [fɒks] 美 [fɑːks] n. 狐狸；狡猾的人；<美>迷人的时髦女郎 vt. 欺骗；迷惑

101 fresh 1 [freʃ] adj.新鲜的；清新的；淡水的；无经验的 n.开始；新生；泛滥 adv.刚刚，才；最新地

102 friendships 1 [f'rendʃɪps] n. 友谊（名词friendship的复数形式）

103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4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05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106 grew 1 [gru:] v.成长，种植（grow的过去式） n.(Grew)人名；(芬)格雷夫；(英、葡)格鲁

107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08 had 1 v.有；吃；得到（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ux.已经（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

109 harm 1 [hɑ:m] n.伤害；损害 vt.伤害；危害；损害 n.(Harm)人名；(德)哈尔姆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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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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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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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heads 1 [hedz] adj.正面朝上的 n.(Heads)人名；(英)黑兹

114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15 hel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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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hens 1 (=home enteral nutritional support) 家庭肠内营养治疗

117 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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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high 1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119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20 h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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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honestly 1 ['ɔnistli] adv.真诚地；公正地

122 houses 1 ['hauziz] n.住宅；家园；洋房（house的复数）；房子的总称

123 idiom 1 ['idiəm] n.成语，习语；土话

124 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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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increa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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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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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interest 2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128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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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investigating 1 [ɪn'vestɪɡeɪt] v. 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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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1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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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Jonathan 2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133 ju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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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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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keepers 2 n.饲养员( keeper的名词复数 ); 保管人; 管理人; 负责人

136 keeping 1 ['ki:piŋ] n.保管；一致；协调；遵守 v.保持；遵守（keep的ing形式）

137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8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39 last 1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持，够用；持久 vt.度过，拖过；使维持 adv.最后地；上次，最近；最后一点 n.(Last)人名；(英、德、葡、罗、瑞典)拉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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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42 leslie 1 ['lesli:; 'lez] n.莱斯利（男子名）

143 level 1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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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li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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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lived 1 [livd, 'laivd] adj.有生命的 v.居住（live的过去分词）；活着；度过；以…为生

147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48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149 march 1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150 Marin 1 ['mærin] n.马林（姓氏）

151 mark 1 n.标志；马克；符号；痕迹；分数 vi.作记号 vt..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n..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152 meat 2 [mi:t] n.肉，肉类（食用）

153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154 mill 1 [mil] vi.乱转；被碾磨 n.工厂；磨坊；磨粉机；制造厂；压榨机 vt.搅拌；碾磨；磨细；使乱转 n.(Mill)人名；(英、德、
俄、瑞典)米尔

155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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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most 1 [məust] adv.最；非常，极其；最多；几乎 adj.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n.大部分，大多数 n.(Most)人名；(德、俄、
法、芬、捷、英)莫斯特

157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158 my 1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159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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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noticed 1 ['nəʊtɪst] v. 注意，通知，留意（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2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63 of 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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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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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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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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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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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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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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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ordered 1 ['ɔ:dəd] adj.[数]有序的；整齐的；安排好的 v.命令；点餐（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3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174 other 5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75 others 1 pron.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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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own 2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178 owner 1 ['əunə] n.[经]所有者；物主

179 pandemic 3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180 parents 2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181 passion 2 ['pæʃən] n.激情；热情；酷爱；盛怒

182 people 6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83 perc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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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permanent 1 adj.永久的，永恒的；不变的 n.烫发（等于permanentwave）

185 personalities 2 [ˌpɜːsə'nælɪtɪz] n. 人格；个性；名人 名词personality的复数形式.

186 pla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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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188 poultry 3 ['pəultri] n.家禽 家禽肉

189 practice 2 ['præktis] n.实践；练习；惯例 vi.练习；实习；实行 vt.练习；实习；实行

190 prepper 1 末日经营者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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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protects 1 [prə'tekt] v. 保护；投保

193 provides 1 [prə'vaɪd] v. 供给；提供；准备；规定；抚养

194 qualities 1 [统计] 质

195 raised 1 [[reizd] adj.凸起的；发酵的；浮雕的 v.提高（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举起；抚育，抚养

196 raising 1 ['reiziŋ] n.高地；提高；举；浮雕装饰 v.饲养；升起；举起（rais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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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99 regularly 1 ['regjələli] adv.定期地；有规律地；整齐地；匀称地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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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right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202 ron 1 n. 罗恩(男子名) abbr. (石油)研究法辛烷值(=Research Octane Number)

203 roof 2 [ru:f, ruf] n.屋顶；最高处，顶部；最高限度 vt.给…盖屋顶，覆盖 n.(Roof)人名；(英)鲁夫

204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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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sales 1 [seilz] adj.销售的，售货的；有关销售的 n.销售（sale的复数）；销售额 n.(Sales)人名；(意、西、葡)萨莱斯；(法)萨勒；
(英)塞尔斯

206 say 2 [sei] vt.讲；说明；例如；声称；假设；指明 vi.讲；表示；念；假定；背诵 n.(Say)人名；(土)萨伊；(法、老、柬)赛；(英)
塞伊；(匈、罗)绍伊

207 seek 1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208 seemed 1 [siː m] vi. 似乎；好像

209 seen 2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210 sell 1 [sel] vt.销售；推销；出卖；欺骗 vi.卖；出售；受欢迎；有销路 n.销售；失望；推销术 n.(Sell)人名；(德)泽尔；(英、芬、
瑞典)塞尔

211 sells 1 [sel] v. 出售；卖

212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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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setting 1 ['setiŋ] n.环境；安装；布置；[天]沉落 v.放置；沉没；使…处于某位置（set的ing形式）

214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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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shrubs 1 灌木

216 since 2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17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218 slow 1 [sləu] adj.慢的；减速的；迟钝的 vi.变慢；变萧条 vt.放慢；阻碍 adv.慢慢地；迟缓地 n.(Slow)人名；(英)斯洛

219 sm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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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s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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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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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somethin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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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spread 1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224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225 Sta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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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stay 1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227 stop 1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228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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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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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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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upplies 3 [səp'laɪz] n. 物资；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

233 supply 1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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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talked 1 [tɔː k] v. 交谈；商讨；演讲；阐述；劝服 n. 谈话；会谈；讨论；讲话；空谈

236 Terence 1 ['terəns] n.特伦斯（男子名）

237 t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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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the 2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39 thei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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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them 4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41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42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43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44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245 think 2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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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48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49 through 2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250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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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to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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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253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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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valley 1 ['væli] n.山谷；流域；溪谷 n.(Valley)人名；(英)瓦利；(法)瓦莱

255 Vermont 1 [və:'mɔnt] n.佛蒙特州（美国州名，略作VT）

256 violet 1 ['vaiələt] n.紫罗兰；堇菜；羞怯的人 adj.紫色的；紫罗兰色的 n.(Violet)人名；(西)比奥莱特；(法)维奥莱；(印、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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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奥莱特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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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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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60 ways 2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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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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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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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265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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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who 3 pron.谁；什么人

268 wire 1 ['waiə] n.电线；金属丝；电报 vt.拍电报；给…装电线 vi.打电报 n.(Wire)人名；(英)怀尔

269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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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72 yard 2 [jɑ:d] n.院子；码（英制中丈量长度单位，1码=3英尺）；庭院；帆桁 vt.把…关进或围在畜栏里 n.(Yard)人名；(英)亚德

273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74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275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76 young 1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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