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8-27 [Health and Lifestyle] City Gardening Expands in US
During Pandemic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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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nd 1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4 of 1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food 16 [fu:d] n.食物；养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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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s 1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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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th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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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Bronx 10 [brɔŋks] n.布朗克斯（纽约市最北端的一区）；布朗克斯鸡尾酒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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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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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community 7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14 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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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says 7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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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h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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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mo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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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pandemic 6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20 city 5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21 farm 5 [fɑ:m] vi.种田，务农；经营农场 n.农场；农家；畜牧场 vt.养殖；耕种；佃出（土地）

22 finley 5 n.(Finley)人名；(英)芬利

23 fres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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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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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gardening 5 ['gɑ:dəniŋ] n.园艺；园林工人的工作

26 healthy 5 ['helθi] adj.健康的，健全的；有益于健康的

27 par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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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sauce 5 [sɔ:s] n.酱油；沙司；调味汁 vt.使增加趣味；给…调味 n.(Sauce)人名；(西)绍塞；(法)索斯

29 urban 5 ['ə:bən] adj.城市的；住在都市的 n.(Urban)人名；(西)乌尔万；(斯洛伐)乌尔班；(德、俄、罗、匈、塞、波、捷、瑞典、
意)乌尔班；(英)厄本；(法)于尔邦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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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ommunities 4 [kə'mjuːnəti] n. 社区；社会；公众；共同体；团体；共享；共有；[生]群落

32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33 gardens 4 ['gɑːdnz] n. 公园；花园；园林 名词garden的复数形式.

34 hot 4 [hɔt] adj.热的；辣的；热情的；激动的；紧迫的 adv.热；紧迫地 vi.变热 vt.增加；给…加温 n.(Hot)人名；(塞)霍特；(法)奥
特

35 hubs 4 中枢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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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ow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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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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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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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s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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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th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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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Washington 4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42 w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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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44 York 4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45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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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aten 3 [英 [ˈi:tn] 美 [ˈitn] v.吃（eat的过去分词）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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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gardeners 3 n.园丁，园艺爱好者( gardener的名词复数 )

49 get 3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50 gre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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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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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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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li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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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lo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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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money 3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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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pla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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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program 3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59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60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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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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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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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64 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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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access 2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66 again 2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67 Alice 2 ['ælis] n.爱丽丝（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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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70 angeles 2 ['ændʒələs] n.安杰利斯（姓氏）；天使城（菲律宾地名）

71 areas 2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72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3 become 2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74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75 bgu 2 Ben Gurion University (Beersheba) 本·古里安大学

76 botanical 2 [bə'tænikəl] adj.植物学的 n.植物性药材

77 Bryant 2 ['braiənt] n.布赖恩特（男子名，等于Brian）

78 central 2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79 Cities 2 n.都市（歌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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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cooked 2 [kukt] adj.煮熟的 v.煮（cook的过去式、过去分词形式）

81 count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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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crops 2 n.农作物（crop的复数）；收成；[冶]切头 v.种植（crop的三单形式）；收割；修剪；产庄稼

83 currency 2 ['kərənsi] n.货币；通货

84 efforts 2 ['efəts] 努力

85 farming 2 ['fɑ:miŋ] n.农业，耕作 v.耕种；出租（farm的ing形式）

86 fast 2 [fɑ:st, fæst] adj.快速的，迅速的；紧的，稳固的 adv.迅速地；紧紧地；彻底地 vi.禁食，斋戒 n.斋戒；绝食 n.(Fast)人名；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87 figueroa 2 n. 菲格罗阿

88 flavor 2 ['fleivə] n.情味，风味；香料；滋味 vt.加味于

89 growing 2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90 harvests 2 英 ['hɑːvɪst] 美 ['hɑ rːvɪst] n. 收成；收获；收割；成果；后果 v. 收获；收割

91 helped 2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92 herb 2 [hə:b, ə:b] n.香草，药草 n.(Herb)人名；(德、英、瑞典)赫布

93 hi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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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hit 2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95 issues 2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96 ju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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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land 2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98 leaders 2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99 Los 2 [lɔ:s] abbr.视线（LineofSight）；月球轨道航天器（LunarOrbiterSpacecraft） n.(Los)人名；(匈)洛什；(俄、西、瑞典、塞、
英)洛斯

100 m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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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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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mark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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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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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neighborhoods 2 ['neɪbɔː hʊdz] 生活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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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organize 2 ['ɔ:gənaiz] vt.组织；使有系统化；给予生机；组织成立工会等 vi.组织起来；成立组织

107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08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09 pepper 2 ['pepə] n.胡椒；辣椒；胡椒粉 vt.加胡椒粉于；使布满 n.(Pepper)人名；(英、德、意)佩珀

110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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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printing 2 ['printiŋ] n.印刷；印刷术

112 produce 2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113 raw 2 [rɔ:] adj.生的；未加工的；阴冷的；刺痛的；擦掉皮的；无经验的；（在艺术等方面）不成熟的 n.擦伤处 vt.擦伤 n.(Raw)
人名；(英)罗

114 r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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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resilient 2 adj.弹回的，有弹力的；能复原的；可迅速恢复的

116 reyes 2 n. 雷耶斯

117 ron 2 n. 罗恩(男子名) abbr. (石油)研究法辛烷值(=Research Octane Number)

118 several 2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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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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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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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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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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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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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toge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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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tomato 2 [tə'mɑ:təu, -'mei-] n.番茄，西红柿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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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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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usually 2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131 vegetable 2 ['vedʒitəbl] n.蔬菜；植物；植物人 adj.蔬菜的；植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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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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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wor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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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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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137 active 1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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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a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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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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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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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agrees 1 [ə'ɡriː ] v. 同意；赞成；承认；符合；一致

143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144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45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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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assisted 1 [ə'sɪst] vt. 帮助；协助 vi. 帮助；出席 n. 帮助；协助；助攻；协助的器械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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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150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151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152 blood 1 [blʌd] n.血，血液；血统 vt.从…抽血；使先取得经验 n.(Blood)人名；(英、西)布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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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brings 1 [brɪŋz] v. 带来；促使；引起；劝诱（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55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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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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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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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cetera 1 ['setərə] adv. 等等

159 clean 1 [kli:n] adj.清洁的，干净的；清白的 vt.使干净 vi.打扫，清扫 adv.完全地 n.打扫 n.(Clean)人名；(英)克林

160 coalition 1 [,kəuə'liʃən] n.联合；结合，合并

161 combining 1 [kəm'bainiŋ] adj.化合的，结合性的 v.结合（combine的ing形式）

162 company 1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163 cost 1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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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covid 1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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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67 deeper 1 ['diː pə] adj. 更深 形容词deep的比较级形式.

168 definitely 1 ['definitli] adv.清楚地，当然；明确地，肯定地

169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170 deserted 1 [di'zə:tid] adj.荒芜的；被遗弃的 v.遗弃（dese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1 diabetes 1 [,daiə'bi:ti:z] n.糖尿病；多尿症

172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173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174 drive 1 [draiv] vi.开车；猛击；飞跑 vt.推动，发动（机器等）；驾驶（马车，汽车等）；驱赶 n.驱动器；驾车；[心理]内驱力，
推进力；快车道

175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176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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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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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80 empower 1 [im'pauə] vt.授权，允许；使能够

181 empowering 1 [ɪm'paʊərɪŋ] n. 授权，允许；【中药学】相使 动词empower的现在分词形式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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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184 equity 1 ['ekwəti] n.公平，公正；衡平法；普通股；抵押资产的净值

185 et 1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186 everywhere 1 ['evrihwεə] adv.到处 n.每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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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panded 1 [ik'spendid] adj.扩充的；展开的 vt.扩大（expand的过去式）

189 expands 1 [ɪk'spænd] v. 使 ... 膨胀；详述；扩张；增加；张开

190 Farmers 1 n.[农]农民（farmer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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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193 form 1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194 forward 1 ['fɔ:wəd] adj.向前的；早的；迅速的 adv.向前地；向将来 vt.促进；转寄；运送 n.前锋 n.(Forward)人名；(英)福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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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freedom 1 ['fri:dəm] n.自由，自主；直率 n.(Freedom)人名；(英)弗里德姆

197 fru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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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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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garlic 1 ['gɑ:lik] n.大蒜；蒜头

200 gerund 1 ['dʒerənd] n.动名词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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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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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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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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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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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guns 1 ['ɡʌnz] 枪炮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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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happens 1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210 hel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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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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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highly 1 ['haili] adv.高度地；非常；非常赞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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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hollow 1 ['hɔləu] adj.空的；中空的，空腹的；凹的；虚伪的 n.洞；山谷；窟窿 vt.使成为空洞 vi.形成空洞 adv.彻底地；无用地 n.
(Hollow)人名；(英)霍洛

214 hoods 1 [hʊd] n. 头巾；兜帽；遮罩；引擎盖 vt. 覆盖

215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216 hub 1 [hʌb] n.中心；毂；木片 n.(Hub)人名；(捷)胡布

217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218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19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220 insecurity 1 [,insi'kjuərəti] n.不安全；不牢靠；无把握；心神不定

221 intere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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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issue 1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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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Karen 1 ['ka:rən] n.凯伦（人名）；克伦邦（缅甸邦名）

225 killing 1 ['kiliŋ] adj.杀害的；迷人的；使人筋疲力尽的 n.杀戮；谋杀；猎获物 v.杀死；消磨；毁掉（kill的ing形式） n.(Killing)人
名；(德)基林

226 lack 1 [læk] vt.缺乏；不足；没有；需要 vi.缺乏；不足；没有 n.缺乏；不足 n.(Lack)人名；(老)拉；(英、法、意、葡、匈)拉
克；(匈)洛克

227 launch 1 [lɔ:ntʃ, lɑ:ntʃ] vt.发射（导弹、火箭等）；发起，发动；使…下水 vi.开始；下水；起飞 n.发射；发行，投放市场；下
水；汽艇

228 leafy 1 ['li:fi] adj.多叶的；叶状的；叶茂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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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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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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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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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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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long 1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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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machine 1 [mə'ʃi:n] n.机械，机器；机构；机械般工作的人 vt.用机器制造 n.(Machine)人名；(意)马基内

238 made 1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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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medicine 1 ['medisin] n.药；医学；内科；巫术 vt.用药物治疗；给…用药

241 meetings 1 ['miː tɪŋz] n. 会议 名词meeting的复数形式.

242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243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244 minutes 1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245 movement 1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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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48 neighbor 1 ['neibə] n.邻居 adj.邻近的 vi.友好；毗邻而居 vt.邻接 n.(Neighbor)人名；(英)内伯

249 newspapers 1 [njuːz'peɪpəs] n. 报纸 名词newspaper的复数形式.

250 nonprofit 1 adj.非盈利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251 northern 1 ['nɔ:ðən] adj.北部的；北方的 n.北部方言

252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53 offered 1 ['ɒfəd] v. 提供；奉献；提议 vbl. 提供；奉献；提议

254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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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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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organized 1 ['ɔ:gənaizd] adj.有组织的；安排有秩序的；做事有条理的 v.组织（organiz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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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peppers 1 英 ['pepə(r)] 美 ['pepər] n. 胡椒粉；辣椒 vt. 加胡椒粉于；不断打击

260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261 place 1 [pleis] n.地方；住所；座位 vt.放置；任命；寄予 vi.名列前茅；取得名次 n.(Place)人名；(罗)普拉切；(法)普拉斯；(英)普
莱斯

262 planting 1 ['plɑ:ntiŋ, 'plæn-] n.栽培，种植；花圃 v.播种；移植（plant的ing形式）；安置 n.(Planting)人名；(芬、瑞典)普兰廷

263 plan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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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65 pressure 1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266 print 1 [print] n.印刷业；印花布；印刷字体；印章；印记 vt.印刷；打印；刊载；用印刷体写；在…印花样 vi.印刷；出版；用印
刷体写

267 prisons 1 ['prɪzn] n. 监狱；监禁 vt. 囚禁；关入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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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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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productive 1 [prəu'dʌktiv] adj.能生产的；生产的，生产性的；多产的；富有成效的

271 profits 1 n.[会计]收益，红利；盈利（profit的复数）

272 project 1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273 proven 1 ['pru:vən] v.证明（prove的过去分词）

274 provided 1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275 pushing 1 ['puʃiŋ] adj.奋斗的；莽撞的；有精力的；富有进取心的 n.推挤；推人犯规（篮球术语） v.推；促进；逼迫（push的ing
形式）

276 race 1 n.属，种；种族，人种；家庭，门第；赛事，赛跑 vt.使参加比赛；和…竞赛；使急走，使全速行进 vi.比速度，参加竞
赛；全速行进 n.(Race)人名；(英)雷斯；(塞)拉采

277 rates 1 [reɪt] n. 比率；速度；价格；费用；等级 v. 认为；估价；定等级；值得；怒斥；责骂

278 raymond 1 ['reimənd] n.雷蒙德（男子名）

279 realized 1 ['riː əlaɪz] vt. 实现；了解；意识到；变卖

280 rebuild 1 [,ri:'bild, 'ri:,bild] vt.重建；改造，重新组装；复原 vi.重建

281 reinvested 1 [ˌriː ɪn'vest] v. 再投资；重新授予；再委任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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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reproduce 1 [,ri:prə'dju:s] vt.复制；再生；生殖；使…在脑海中重现 vi.复制；繁殖

284 resource 1 [ri'sɔ:s, -'zɔ:s, 'ri:s-, 'ri:z-] n.资源，财力；办法；智谋

285 restaurants 1 餐馆

286 revolution 1 [,revə'lu:ʃən] n.革命；旋转；运行；循环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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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root 1 [ru:t, rut] n.根；根源；词根；祖先 vi.生根；根除 vt.生根，固定；根源在于 n.(Root)人名；(英)鲁特；(德、瑞典)罗特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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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runs 1 [rʌnz] n.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

291 rural 1 ['ruərəl] adj.农村的，乡下的；田园的，有乡村风味的

292 salads 1 ['sælədz] 沙拉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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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sandwiches 1 ['sænwɪtʃ] n. 三明治 vt. 插入；夹在中间

295 sauces 1 [sɔː s] n. 酱汁；调味汁；<口>无礼 vt. 给 ... 调味；使 ... 增加趣味；对 ... 无礼

296 seed 1 [si:d] n.种子；根据；精液；萌芽；子孙；原由 vt.播种；结实；成熟；去…籽 vi.播种；（植物）结实 n.(Seed)人名；(英)
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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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298 shand 1 n. 尚德

299 shared 1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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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solve 1 [sɔlv, sɔ:lv] vt.解决；解答；溶解 vi.作解答

302 sou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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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spaces 1 n. 空格；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

304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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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starting 1 ['stɑ tː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307 strength 1 [streŋθ, streŋkθ] n.力量；力气；兵力；长处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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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successful 1 [sək'sesful] adj.成功的；一帆风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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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supervisory 1 ['sju:pə,vaizəri] adj.监督的

312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313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314 terms 1 [tə:mz] n.地位，关系；[法]条款；术语；措辞；价钱（term的复数形式） v.把…称为（term的三单形式）

315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316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17 thick 1 [θik] n.最拥挤部分；活动最多部分；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厚的；浓的；粗大的 adv.密集地；浓浓地，厚厚地 n.
(Thick)人名；(英)西克

318 throughout 1 [θru:'aut] adv.自始至终，到处；全部 prep.贯穿，遍及

319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20 trick 1 [trik] n.诡计；恶作剧；窍门；花招；骗局；欺诈 vt.欺骗；哄骗；装饰；打扮 vi.哄骗；戏弄 adj.特技的；欺诈的；有决
窍的 n.(Trick)人名；(英)特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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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unhealthy 1 [,ʌn'helθi] adj.不健康的；危险的；有害身心健康的

323 unused 1 [,ʌn'ju:zd] adj.不用的；从未用过的

324 urging 1 [ɜːdgɪŋ] adj. 催促的；紧迫的 动词urge的现在分词.

325 ursula 1 ['ə:sjulə] n.厄休拉（女子名）

326 us 1 pron.我们

327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328 valuable 1 ['væljuəbl] adj.有价值的；贵重的；可估价的 n.贵重物品

329 viruses 1 ['vaɪərəsɪz] n. 病毒 名词virus的复数形式.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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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32 wa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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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way 1 [wei] n.方法；道路；方向；行业；习惯 adv.大大地；远远地 adj.途中的 n.(Way)人名；(中)见Wei；(英、缅)韦

334 weekly 1 ['wi:kli] adj.每周的；周刊的；一周一次的 n.周刊 adv.每周一次；逐周

335 widely 1 ['waidli] adv.广泛地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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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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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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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yello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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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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