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0-12 [Health and Lifestyle] A Chilean Tree Gives Hope for
New Vaccine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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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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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2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and 16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6 i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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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s 1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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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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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for 10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1 h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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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tree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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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used 10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14 from 9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5 vaccine 9 ['væksi:n] n.疫苗；牛痘苗 adj.疫苗的；牛痘的

16 sai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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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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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drug 6 [drʌg] n.药；毒品；麻醉药；滞销货 vt.使服麻醉药；使服毒品；掺麻醉药于 vi.吸毒 n.(Drug)人名；(罗)德鲁格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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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qs 6 [kju:z] abbr.质量标准（QualityStandard）；质量规范（QualitySpecification）

21 years 6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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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compan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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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som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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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substance 5 ['sʌbstəns] n.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26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7 w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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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wi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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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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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hile 4 ['tʃili] n.智利（南美洲国家）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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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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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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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vaccines 4 疫苗程序

36 adjuvant 3 ['ædʒuvənt] n.[药]佐药；助理员 adj.辅助的

37 American 3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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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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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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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eing 3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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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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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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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tract 3 [ik'strækt, 'ekstrækt] vt.提取；取出；摘录；榨取 n.汁；摘录；榨出物；选粹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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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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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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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now 3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50 Older 3 ['əʊldər] adj. 年长的

51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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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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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produce 3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54 producers 3 生产性

55 supply 3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56 system 3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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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against 2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59 ag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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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based 2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61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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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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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ovid 2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64 developed 2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65 developing 2 [di'veləpiŋ] adj.发展中的 n.[摄]显影 v.发展（develop的ing形式）

66 disease 2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67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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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ventually 2 [i'ventʃuəli] adv.最后，终于

69 evergreens 2 ['evəɡriː nz] 常绿植物

70 far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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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forests 2 英 ['fɒrɪst] 美 ['fɔː rɪst] n. 森林；林火 vt. (用树林)覆盖；置于(树林中)

72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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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highly 2 ['haili] adv.高度地；非常；非常赞许地

75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76 immune 2 [i'mju:n] adj.免疫的；免于……的，免除的 n.免疫者；免除者

77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78 industry 2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79 jr 2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80 laboratory 2 [lə'bɔrətəri] n.实验室，研究室

81 lef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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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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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mainly 2 ['meinli] adv.主要地，大体上

83 maker 2 ['meikə] n.制造者；造物主；出期票人 n.(Maker)人名；(英)马克尔

84 making 2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85 malaria 2 [mə'lεəriə] n.[内科]疟疾；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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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mario 2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88 martin 2 ['mɑ:tin] n.紫崖燕

89 meet 2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90 molecules 2 ['mɒlɪkju lːz] n. [化]分子学 名词molecule的复数形式.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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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native 2 ['neitiv] adj.本国的；土著的；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天赋的 n.本地人；土产；当地居民

93 natural 2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94 nex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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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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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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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parag 2 保劳格

98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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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point 2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100 prioritized 2 英 [praɪ'ɒrətaɪz] 美 [praɪ'ɔː rətaɪz] vt. 把 ... 区分优先次序

101 process 2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102 products 2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103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04 ritter 2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105 S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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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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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shingles 2 ['ʃiŋglz] n.[皮肤]带状疱疹；木瓦；海滨卵石（shingle的复数） v.用木瓦覆盖…的屋顶；使…叠盖；锻压（shingle的第
三人称单数）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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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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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successful 2 [sək'sesful] adj.成功的；一帆风顺的

111 sustainability 2 [sə̩ steɪnə'bɪləti] n. 持续性，能维持性；【环境】可持续性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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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treatments 2 ['triː tmənts] n. 治疗；疗法（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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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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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uses 2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118 version 2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119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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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with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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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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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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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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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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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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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additive 1 ['æditiv] n.添加剂，添加物 adj.附加的；[数]加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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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130 admitted 1 [əd'mitid] adj.公认的；被承认了的 v.承认（admit的过去分词）

131 adv 1 ['ædvɜːb] abbr. 副词（=adverb）

132 agen 1 自身红细胞凝集试验

133 agent 1 ['eidʒənt] n.代理人，代理商；药剂；特工 vt.由…作中介；由…代理 adj.代理的 n.(Agent)人名；(罗)阿真特

134 aims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35 aislinn 1 n. 艾丝琳

136 allison 1 ['ælisən] n.艾利森（女子名）

137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38 Andres 1 ['ændreɪs] n. 安德烈斯

139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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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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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anymore 1 ['eni'mɔ:] adv.再也不，不再

143 approval 1 [ə'pru:vəl] n.批准；认可；赞成

144 bark 1 [bɑ:k] n.树皮；深青棕色；毛皮；皮肤；狗叫 vt.狗叫；尖叫；剥皮 n.(Bark)人名；(英、西、德、捷、法、芬、瑞典)巴
克；(阿拉伯、俄)巴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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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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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billion 1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149 billions 1 ['bɪljənz] n.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

150 body 1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151 botanical 1 [bə'tænikəl] adj.植物学的 n.植物性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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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British 1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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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cells 1 ['selz] n. 单元；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

156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157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158 Chilean 1 ['tʃiliən] n.智利人；智利语 adj.智利文化的；智利人的；智利的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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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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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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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companies 1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163 completely 1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164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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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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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covering 1 ['kʌvəriŋ] adj.掩盖的，掩护的 n.遮盖物，覆盖物 v.覆盖；穿（cover的ing形式）；代替

168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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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cruz 1 n.（西）克鲁兹（男子名）

170 cut 1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171 deal 1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
西)迪尔

172 dealt 1 [delt] v.处理（dea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3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174 desert 1 ['dezət] vt.遗弃；放弃；逃跑 vi.遗弃；开小差；逃掉 n.沙漠；荒原；应得的赏罚 adj.沙漠的；荒凉的；不毛的

175 destroyed 1 [dis'trɔid] adj.被毁，毁坏；遭破坏的 v.破坏（destroy的过去分词）

176 destroying 1 [dɪ'strɔɪ] v. 破坏；杀死；消灭；摧毁

177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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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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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drinks 1 [drɪŋks] n. 饮料 名词drink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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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ffective 1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183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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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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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87 estimate 1 ['estimeit] vi.估计，估价 n.估计，估价；判断，看法 vt.估计，估量；判断，评价

188 exchanging 1 [eks'tʃeɪndʒɪŋ] n. 交换 动词exchange的现在分词形式.

189 existing 1 [ig'zistiŋ] adj.目前的；现存的 v.存在（exist的现在分词）

190 experimental 1 [ek,speri'mentəl, ek's-] adj.实验的；根据实验的；试验性的

191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92 exporter 1 [ik'spɔ:tə] n.出口商；输出国

193 extracted 1 [iks'træktid] adj.萃取的；引出的 vt.提取（extrac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194 extraction 1 [ik'strækʃən] n.取出；抽出；拔出；抽出物；出身

195 facebook 1 ['feɪsbʊk] n. 肖像影集；脸谱网或脸书网（知名社交网站） v.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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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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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199 fire 1 ['faiə] n.火；火灾；炮火；炉火；热情；激情；磨难 vt.点燃；解雇；开除；使发光；烧制；激动；放枪 vi.着火；射击；开
枪；激动；烧火

200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201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202 generally 1 ['dʒenərəli] adv.通常；普遍地，一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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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glaxosmithkline 1 n. 葛兰素史克

205 Gonzalez 1 冈萨雷斯（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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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stavo 1 古斯塔沃（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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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210 har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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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harmful 1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212 harvest 1 ['hɑ:vist] n.收获；产量；结果 vt.收割；得到 vi.收割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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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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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heading 1 ['hediŋ] n.标题；（足球）头球；信头 v.用头顶（head的ing形式） n.(Heading)人名；(英)黑丁

215 healthy 1 ['helθi] adj.健康的，健全的；有益于健康的

216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217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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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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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immediately 1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221 improves 1 [ɪm'pruːv] vt. 改善；改进；提高 vi. 变得更好；改进

222 increasingly 1 [in'kri:siŋli] adv.越来越多地；渐增地

223 industrialize 1 [in'dʌtriəlaiz] vt.使工业化 vi.实现工业化

224 industries 1 ['ɪndəstri] n. 工业；产业；行业；勤勉；勤劳

225 infections 1 [ɪn'fekʃnz] n.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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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international 1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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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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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Jason 1 ['dʒeisən] n.詹森（男子名）

231 kill 1 [kil] vt.杀死；扼杀；使终止；抵消 vi.杀死 n.杀戮；屠杀 adj.致命的；致死的 n.(Kill)人名；(德)基尔

232 king 1 [英[kɪŋ] 美[kɪŋ]] n.国王；最有势力者；王棋 vi.统治；做国王 vt.立…为王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最大的 n.(King)人名；
(德、英、葡、捷、西)金；(中)金(普通话·威妥玛)；(泰)京；(东南亚国家华语)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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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235 knows 1 英 [nəʊ] 美 [noʊ] v. 了解；知道；认识 n. 知情

236 laboratories 1 英 [lə'bɒrətri] 美 ['læbrətɔː ri] n. 实验室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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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Laing 1 n.莱恩（姓氏）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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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241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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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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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46 limit 1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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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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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makers 1 n. 迈克（美国一家公司）

250 manufactured 1 [mænjʊ'fæktʃəd] adj. 制成的；人造的 动词manufactu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1 mapuche 1 马普彻人

252 martell 1 n.马爹利科尼亚克酒

253 Massachusetts 1 [,mæsə'tʃu:sits] n.马萨诸塞州（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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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milligram 1 ['miligræm] n.毫克

256 mining 1 ['mainiŋ] n.矿业；采矿

257 modern 1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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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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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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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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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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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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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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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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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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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on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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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operates 1 英 ['ɒpəreɪt] 美 ['ɑːpəreɪt] v. 操作；运转；经营；动手术

268 operation 1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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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71 outer 1 ['autə] adj.外面的，外部的；远离中心的 n.环外命中

272 over 1 ['əuvə] adv.结束；越过；从头到尾 prep.越过；在…之上；遍于…之上 adj.结束的；上面的 vt.越过 n.(Over)人名；(俄、
西、土)奥韦尔

273 owned 1 [əund] v.拥有；承认（own的过去分词） adj.自身拥有的

274 page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杰；(法)帕日

275 painful 1 ['peinfl] adj.痛苦的；疼痛的；令人不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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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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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pollution 1 [pə:'lju:ʃən] n.污染 污染物

280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81 privately 1 ['praivitli] adv.私下地；秘密地

282 processing 1 n. 进程；步骤；数据处理；整理；配制

283 produces 1 英 [prə'djuːs] 美 [prə'duːs] v. 生产；引起；提出；制片；分娩 n. 产品；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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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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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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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promising 1 ['prɔmisiŋ] adj.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v.许诺，答应（promise的现在分词形式）

288 protects 1 [prə'tekt] v. 保护；投保

289 prove 1 [pru:v] vt.证明；检验；显示 vi.证明是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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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pruning 1 ['pru:niŋ] n.修剪；剪枝 adj.修剪用的 v.修剪（prune的ing形式）

292 pulling 1 ['pʊlɪŋ] 动词pull的现在分词形式

293 quantities 1 [k'wɒntɪtɪz] n. 数目，数量；工程量 名词quantity的复数形式.

294 quillaja 1 [k'wɪlədʒə] [化] 皂树

295 rare 1 adj.稀有的；稀薄的；半熟的 adj.杰出的；极度的；非常好的 adv.非常；极其 vi.用后腿站起；渴望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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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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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regrow 1 [ri:'grəu] vt.再生；重新长出 vi.重新生长

300 remove 1 [ri'mu:v] vt.移动，迁移；开除；调动 vi.移动，迁移；搬家 n.移动；距离；搬家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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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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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303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304 researcher 1 [ri:'sə:tʃə] n.研究员

305 rest 1 [rest] vt.使休息，使轻松；把…寄托于 n.休息，静止；休息时间；剩余部分；支架 vi.休息；静止；依赖；安置 n.(Rest)人
名；(英、德、俄、捷、荷)雷斯特

306 Ricardo 1 [ri'ka:dəu] n.里卡多（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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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309 Saponaria 1 [sæpəʊ'nɑ rːiə] [化] 肥皂草,[医] 肥皂草属

310 saving 1 ['seiviŋ] n.节约；挽救；存款 adj.节约的；挽救的；补偿的；保留的 prep.考虑到；除...之外 n.(Saving)人名；(瑞典)萨温

311 saw 1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312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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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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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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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selling 1 ['seliŋ] n.销售；出售 v.出售（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 n.(Selling)人名；(英、德、瑞典)塞林

317 shortage 1 ['ʃɔ:tidʒ] n.缺乏，缺少；不足

318 soap 1 [səup] n.肥皂 vt.将肥皂涂在……上；对……拍马屁（俚语） vi.用肥皂擦洗

319 solution 1 [sə'lju:ʃən] n.解决方案；溶液；溶解；解答

320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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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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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stopped 1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324 stretched 1 [st'retʃt] 拉伸的

325 supplier 1 [sə'plaiə] n.供应厂商，供应国；供应者

326 suppliers 1 n. 供应商；供应者

327 supplies 1 [səp'laɪz] n. 物资；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

328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329 switch 1 [switʃ] vt.转换；用鞭子等抽打 vi.转换；抽打；换防 n.开关；转换；鞭子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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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tests 1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332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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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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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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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36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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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threats 1 [θret] n. 威胁；恐吓；凶兆

339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40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41 toward 1 [英 [tɔ:d, təʊrd, tə̍ wɔ:d] 美 [tɔrd, tord, təˈwɔrd]] prep.向；对于；为了；接近 adj.即将来到的，进行中的 n.(Toward)人名；
(英)特沃德

342 towards 1 [tə'wɔ:dz, tu-, 'təuədz, twɔ:dz] prep.朝，向；对于；有助于

343 treatment 1 ['tri:tmənt] n.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344 trusts 1 [trʌst] n. 信任；信托 vi. 信任 vt. 相信；委托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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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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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347 us 1 pron.我们

348 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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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50 vice 1 [vais] n.恶习；缺点；[机]老虎钳；卖淫 prep.代替 vt.钳住 adj.副的；代替的 n.(Vice)人名；(塞)维采

351 viral 1 [ˈvaɪrəl] adj.病毒性的

352 visit 1 ['vizit] n.访问；参观；逗留 vt.访问；参观；视察 vi.访问；暂住；闲谈 n.(Visit)人名；(老)维西；(泰)威实

353 VOA 1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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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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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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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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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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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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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63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364 worried 1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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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367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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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younger 1 ['jʌŋə, 'jʌŋgə] n.年纪较小者；幼辈 adj.较年轻的 n.(Younger)人名；(英)扬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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