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0-1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apanese Scientists Create
Lab-grown Wagyu Beef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1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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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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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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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meat 9 [mi:t] n.肉，肉类（食用）

6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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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8 t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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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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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lab 5 [læb] n.实验室，研究室

11 may 5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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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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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someth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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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7 beef 3 [bi:f] n.牛肉；肌肉；食用牛；牢骚 vi.抱怨，告发；发牢骚 vt.养；加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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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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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cells 3 ['selz] n. 单元；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

21 create 3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22 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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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fat 3 [fæt] adj.肥的，胖的；油腻的；丰满的 n.脂肪，肥肉 vt.养肥；在…中加入脂肪 vi.长肥 n.(Fat)人名；(法、西、塞)法特；(东
南亚国家华语)发

24 grow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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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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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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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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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scientists 3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9 techniques 3 [tek'niː ks] n. 技术；技巧 名词technique的复数形式.

30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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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ontent 2 ['kɔntent] n.内容，目录；满足；容量 adj.满意的 vt.使满足 n.(Content)人名；(法)孔唐

32 efficiency 2 [i'fiʃənsi] n.效率；效能；功效

33 famous 2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34 food 2 [fu:d] n.食物；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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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howe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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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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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is 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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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issues 2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40 japan 2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41 Japanese 2 [,dʒæpə'ni:z] adj.日本（人）的；日语的 n.日本人；日语

42 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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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44 piece 2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45 real 2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尔

46 recreate 2 ['rekrieit, -kri:-] vi.娱乐；消遣 vt.再创造；使得到娱乐/消遣

47 researchers 2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48 respond 2 [ri'spɔnd] vi.回答；作出反应；承担责任 vt.以…回答 n.应答；唱和

49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50 s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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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shand 2 n. 尚德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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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54 susan 2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55 tas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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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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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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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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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you 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61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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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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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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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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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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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anytime 1 ['enitaim] adv.任何时候；无例外地

68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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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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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71 attempts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72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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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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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biomaterials 1 [baɪɒ'mætiəriəlz] 生物材料

77 biomedical 1 [,baiəu'medikəl] adj.生物医学的

78 bioprinting 1 n.生物打印

79 black 1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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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82 centimeter 1 ['senti,mi:tə] n.[计量]厘米；[计量]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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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chance 1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84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85 combine 1 [kəm'bain] vt.使化合；使联合，使结合 vi.联合，结合；化合 n.联合收割机；联合企业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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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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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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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90 contract 1 ['kɔntrækt, kən'trækt] vi.收缩；感染；订约 vt.感染；订约；使缩短 n.合同；婚约

91 copy 1 ['kɔpi] vi.复制；复印；抄袭 vt.复制；复印；抄袭 n.副本；一册；摹仿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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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costly 1 ['kɔstli] adj.昂贵的；代价高的 n.(Costly)人名；(英)科斯特利

94 costs 1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95 cow 1 [kau] n.奶牛，母牛；母兽 vt.威胁，恐吓

96 cows 1 n.牛；乳牛（cow的复数）

97 cubic 1 ['kju:bik] adj.立方体的，立方的 n.(Cubic)人名；(罗)库比克

98 damaged 1 adj.被损坏的 v.损害（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9 dinner 1 ['dinə] n.晚餐，晚宴；宴会；正餐 n.(Dinner)人名；(法)迪内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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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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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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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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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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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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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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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ly 1 [ig'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正确地

109 explained 1 [ɪksp'leɪnd] v. 解释；说明 vbl. 解释；说明

110 fabricate 1 ['fæbrikeit] vt.制造；伪造；装配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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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factors 1 英 ['fæktə(r)] 美 ['fæktər] n. 因素；因数；因子 vt. 把 ... 因素包括进去 vi. 作为因素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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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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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foods 1 [fuːdz] n. 食品 名词foo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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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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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growth 1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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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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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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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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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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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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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impossible 1 [im'pɔsəbl] adj.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的；难以忍受的；不真实的 n.不可能；不可能的事

128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129 inc 1 abbr. 公司(=incorporated )

130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31 introduce 1 [,intrə'dju:s] vt.介绍；引进；提出；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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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joining 1 ['dʒɔiniŋ] n.连接；接缝；连接物

134 kilogram 1 ['kiləugræm] n.公斤；千克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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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Kobe 1 ['kəubi; -bei] n.神户（日本本州岛西南岸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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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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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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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lo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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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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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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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45 materials 1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146 meats 1 肉

147 michiya 1 通也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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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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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muscle 1 ['mʌsl] n.肌肉；力量 vt.加强；使劲搬动；使劲挤出 vi.使劲行进

152 muscles 1 ['mʌslz] n. 肌肉 名词muscle的复数形式.

153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54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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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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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Osaka 1 [əu'sɑ:kə; 'ɔ:sɑ:kɑ:] n.大阪（日本本州岛西南岸港市）

158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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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161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162 plan 1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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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possibility 1 [,pɔsə'biləti] n.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165 price 1 [prais] n.价格；价值；代价 vt.给……定价；问……的价格 n.(Price)人名；(英)普赖斯；(法)普里斯；(葡、瑞典)普里塞

166 printing 1 ['printiŋ] n.印刷；印刷术

167 protein 1 ['prəuti:n, -ti:in] n.蛋白质；朊 adj.蛋白质的

168 pushed 1 [puʃt] adj.处于窘境的；为难的；推挤现象的 v.推；挤；逼迫（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9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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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71 reaction 1 [ri'ækʃən, ri:-] n.反应，感应；反动，复古；反作用

172 recreated 1 [ˌriː kri'eɪt] v. 再创造；使得到休养；得到消遣；休息娱乐

173 replacements 1 [rɪp'leɪsmənts] n. 补充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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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research 1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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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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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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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shortage 1 ['ʃɔ:tidʒ] n.缺乏，缺少；不足

180 single 1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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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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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spreads 1 [spred] v. 传播；展开；散布；铺开；伸展；涂撒 n. 范围；传播；差额；幅度；盛宴

185 stem 1 [stem] n.干；茎；船首；血统 vt.阻止；除去…的茎；给…装柄 vi.阻止；起源于某事物；逆行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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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tables 1 [teɪblz] n. 表格 名词table的复数形式.

188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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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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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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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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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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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tissue 1 n.组织；纸巾；薄纱；一套 vt.饰以薄纱；用化妆纸揩去

196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97 tried 1 adj.可靠的；试验过的 v.尝试，审问，审理，审讯，审判（try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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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us 1 pron.我们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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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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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utilization 1 [,ju:tilai'zeiʃən, -li'z-] n.利用，使用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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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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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wasting 1 ['weistiŋ] n.浪费 adj.浪费的；造成浪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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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western 1 ['westən] adj.西方的，西部的；有西方特征的 n.西方人；西部片，西部小说 n.(Western)人名；(英)韦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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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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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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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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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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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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