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12 [Health and Lifestyl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urial
Choice_ Body Composting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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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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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body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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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i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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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 composting 17 英 ['kɒmpɒstɪŋ] 美 ['kɒmˌpoʊstɪŋ] n. 堆制肥料 动词compost的现在分词形式.

9 for 1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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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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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they 1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3 said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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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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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thi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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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h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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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burial 8 ['beriəl] n.埋葬；葬礼；弃绝 adj.埋葬的

18 Colorado 8 [,kʌlə'rɑ:dəu] n.（美）科罗拉多；（美）科罗拉多河

19 proces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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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vessel 8 ['vesəl] n.船，舰；[组织]脉管，血管；容器，器皿 n.(Vessel)人名；(荷)费塞尔；(俄、意、捷)韦塞尔

21 with 8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2 an 7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3 human 7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24 natura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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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bo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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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odies 6 英 ['bɒdi] 美 ['bɑːdi] n. 身体；主体；正文；主要部分；尸体；躯体；团体 v. 赋…以形体

27 compost 6 ['kɔmpɔst] n.堆肥；混合物 vt.堆肥；施堆肥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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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soil 6 [sɔil] n.土地；土壤；国家；粪便；务农；温床 vt.弄脏；污辱 vi.变脏

30 b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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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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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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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funeral 5 ['fju:nərəl] n.葬礼；麻烦事 adj.丧葬的，出殡的

34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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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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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7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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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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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building 4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40 choice 4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41 environmentally 4 [en,vairən'mentli] adv.有关环境方面

42 friendly 4 ['frendli] adj.友好的；亲切的；支持的；融洽的，和睦的 adv.友善地；温和地 n.(Friendly)人名；(英)弗兰德利

43 law 4 [lɔ:] n.法律；规律；法治；法学；诉讼；司法界 vi.起诉；控告 vt.控告；对…起诉 n.(La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
(英、缅、柬)劳

44 life 4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45 living 4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46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47 religious 4 [ri'lidʒəs] adj.宗教的；虔诚的；严谨的；修道的 n.修道士；尼姑

48 sta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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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used 4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50 wi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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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added 3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52 after 3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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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business 3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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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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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ompan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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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omposted 3 英 ['kɒmpɒst] 美 ['kɑːmpoʊst] n. 混合肥料；堆肥 v. 使成堆肥

59 cremation 3 [kri'meiʃən] n.火葬；火化

60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61 howe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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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int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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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lar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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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material 3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65 months 3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66 onl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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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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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our 3 ['auə, ɑ:] pron.我们的

69 service 3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70 signed 3 [saind] adj.有符号的；已签字的；有正负之分的 v.署名；写下；预示；示意（sign的过去分词）

71 three 3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72 Truman 3 ['tru:mən] n.杜鲁门（男子名）

73 Washington 3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74 yar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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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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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allow 2 [ə'lau] vt.允许；给予；认可 vi.容许；考虑

77 americans 2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78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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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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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back 2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后
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83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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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bone 2 [英[bəʊn] 美[bon]] n.骨；骨骼 vt.剔去...的骨；施骨肥于 vi.苦学；专心致志 n.(Bone)人名；(英)博恩；(法、西、罗、塞)博
内；(老)奔

85 chips 2 [tʃips] n.[食品]炸土豆条；小木片；（作赌注用的）圆形筹码；缺口（chip的复数形式）

86 choose 2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87 c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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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dead 2 [ded] adj.无生命的；呆板的；废弃了的 adv.完全地 n.死者

89 death 2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90 Denver 2 ['denvə] n.丹佛（地名，美国城市）

91 dignity 2 ['dignəti] n.尊严；高贵

92 earth 2 n.地球；地表，陆地；土地，土壤；尘事，俗事；兽穴 vt.把（电线）[电]接地；盖（土）；追赶入洞穴 vi.躲进地洞

93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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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fear 2 [fiə] n.害怕；恐惧；敬畏；担心 vt.害怕；敬畏；为…担心 vi.害怕；敬畏；为…担心

95 flame 2 [fleim] n.火焰；热情；光辉 v.焚烧；泛红 n.(Flame)人名；(法)弗拉姆；(西)弗拉梅

96 food 2 [fu:d] n.食物；养料

97 function 2 ['fʌŋkʃən] n.功能；[数]函数；职责；盛大的集会 vi.运行；活动；行使职责

98 go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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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grass 2 [grɑ:s, græs] n.草；草地，草坪 vt.放牧；使……长满草；使……吃草 vi.长草 n.(Grass)人名；(法、德、俄、瑞典、英)格拉
斯

100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01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02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03 h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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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industrial 2 [in'dʌstriəl] adj.工业的，产业的；从事工业的；供工业用的；来自勤劳的 n.工业股票；工业工人

105 Jewish 2 ['dʒu:iʃ] adj.犹太人的；犹太族的

106 lafayette 2 [,lɑ:fei'et] n.拉斐特（美国印地安纳州西部城市）；老佛爷（法国百货公司）；三刺光鲳 n.(Lafayette)人名；(英、
法、西、葡)拉斐特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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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09 legislation 2 [,ledʒis'leiʃən] n.立法；法律

110 leve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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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licensed 2 ['laisənst] adj.得到许可的（等于licenced） v.许可；批准（license的过去分词）

112 lifestyle 2 ['laifstail] n.生活方式 保健的

113 matteo 2 n. 马泰奥

114 meter 2 [mi:tə] n.米；仪表；[计量]公尺；韵律 vt.用仪表测量 vi.用表计量 n.(Meter)人名；(英)米特；(塞)梅特

115 microbes 2 ['maɪkrəʊbz] n. 微生物 名词microbe的复数形式.

116 mutual 2 ['mju:tʃuəl, -tjuəl] adj.共同的；相互的，彼此的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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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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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open 2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120 perc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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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permit 2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122 person 2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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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repair 2 [ri'pεə] vi.修理；修复 vt.修理；恢复；补救，纠正 n.修理，修补；修补部位

125 report 2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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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reporters 2 媒体记者

127 returned 2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128 seem 2 [si:m] vi.似乎；像是；装作 n.(Seem)人名；(英)西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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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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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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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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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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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straw 2 [strɔ:] n.稻草；吸管；一文不值的东西 adj.稻草的；无价值的 n.(Straw)人名；(英)斯特劳

135 teeth 2 [ti:θ] n.牙齿

136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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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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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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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thing 2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140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141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42 traditional 2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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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us 2 pron.我们

145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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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VOA 2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147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48 waste 2 [weist] n.浪费；废物；荒地；损耗；地面风化物 vt.浪费；消耗；使荒芜 vi.浪费；变消瘦；挥霍钱财 adj.废弃的；多余
的；荒芜的

149 wood 2 [wud] n.木材；木制品；树林 vi.收集木材 vt.植林于；给…添加木柴 n.(Wood)人名；(英、法、西、葡、阿拉伯)伍德

150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151 you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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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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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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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adjacent 1 [ə'dʒeisənt] adj.邻近的，毗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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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aim 1 vt.目的在于；引导；把…对准 vi.打算；对准目标；瞄准 n.目的；目标；对准

158 air 1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59 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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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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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answer 1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163 approves 1 [ə'pruːv] v. 批准；赞成；同意；称许

164 ash 1 [æʃ] n.灰；灰烬 n.(Ash)人名；(英、俄、捷)阿什

165 aside 1 [ə'said] adv.离开，撇开；在旁边 n.旁白；私语，悄悄话；离题的话 prep.在…旁边

166 ask 1 [ɑ:sk, æsk] vt.问，询问；要求；需要；邀请；讨价 vi.问，询问；要求 n.(Ask)人名；(芬、瑞典)阿斯克

167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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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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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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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auto 1 ['ɔ:təu] n.汽车（等于automobile）；自动 vi.乘汽车 n.(Auto)人名；(葡)奥托

171 bacteria 1 [bæk'tiəriə] n.[微]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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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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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175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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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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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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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bits 1 ['bɪts] n. 齿片；位 名词bit的复数形式.

181 board 1 [bɔ:d] n.董事会；木板；甲板；膳食 vt.上（飞机、车、船等）；用板盖上；给提供膳宿 vi.寄宿 n.(Board)人名；(英、西)
博德

182 bones 1 英 [bəʊnz] 美 [boʊnz] n. 骨骼 名词bone的复数形式.

183 box 1 [bɔks] n.箱，盒子；包厢；一拳 vi.拳击 vt.拳击；装…入盒中；打耳光 n.(Box)人名；(英、法、西)博克斯

184 breakdown 1 ['breikdaun] n.故障；崩溃；分解；分类；衰弱；跺脚曳步舞

185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186 bushes 1 [bʊʃ] n. 灌木丛；矮树 v. 丛生；(以灌木)标记、保护、支撑 Bush. n. 布什(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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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189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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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catholic 1 ['kæθəlik] adj.天主教的；宽宏大量的 n.天主教徒；罗马天主教

192 Caty 1 卡蒂

193 Celsius 1 ['selsiəs] adj.摄氏的 n.摄氏度

194 ceremony 1 ['seriməuni] n.典礼，仪式；礼节，礼仪；客套，虚礼

195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196 charges 1 [t'ʃɑːdʒɪz] n. 费用

197 chemicals 1 ['kemɪklz] n. 化学药品；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

198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99 clippings 1 [k'lɪpɪŋz] 剪下的碎边

200 co 1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201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202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203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204 concerned 1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205 conference 1 n.会议；讨论；协商；联盟；（正式）讨论会；[工会、工党用语]（每年的）大会 vi.举行或参加（系列）会议

206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207 considering 1 [kən'sidəriŋ] prep.考虑到；就...而论 conj.考虑到 v.考虑到（consider的ing形式）

208 container 1 [kən'teinə] n.集装箱；容器

209 continues 1 [kən'tɪnju ]ː v. 继续；连续；维持；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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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212 convert 1 [kən'və:t] vt.使转变；转换…；使…改变信仰 vi.转变，变换；皈依；改变信仰 n.皈依者；改变宗教信仰者 n.(Convert)人
名；(法)孔韦尔

213 crematories 1 ['kremətɔː ri] n. 火葬场；垃圾场 adj. 火葬的

214 crop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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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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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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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daily 1 ['deili] adj.日常的；每日的 n.日报；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日常地；每日；天天 n.(Daily)人名；(英)戴利

217 deals 1 [diː l] n. 协定；交易；大量 v. 应付；分配；处理；交易；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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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debris 1 ['deibri:] n.碎片，残骸 n.(Debris)人名；(法)德布里

220 decayed 1 [dɪ'keɪd] adj. 腐败的；被蛀的 动词dec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21 deep 1 [di:p] n.深处；深渊 adj.深的；低沉的；深奥的 adv.深入地；深深地；迟 n.(Deep)人名；(英)迪普

222 degrees 1 英 [di'ɡri:z] 美 [dɪ'ɡri:z] n. 度；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

223 designed 1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224 devices 1 [dɪ'vaɪsɪz] n. 设备

225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226 die 1 [dai] vi.死亡；凋零；熄灭 vt.死，死于… n.冲模，钢模；骰子 n.(Die)人名；(西)迭；(阿拉伯)迪埃

227 directors 1 [dɪ'rektəz] 董事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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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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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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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dying 1 ['daiiŋ] adj.临终的，垂死的 n.死，死亡 v.死，死亡；枯萎；失去活力（di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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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235 either 1 adj.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任何一个 conj.也（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根本 pron.任一，两方，随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236 elemental 1 adj.基本的；主要的；自然力的；四大要素的（土、水、气、火） n.（古希腊）四元素的精灵；基本原理

237 employees 1 [ˌemplɔɪ'iː ] n. 受雇者；雇工；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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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nds 1 ['endz] n. 结束；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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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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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243 examined 1 [ɪg'zæmɪnd] adj. 检查过的；诊察过的；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4 exciting 1 [ik'saitiŋ] adj.令人兴奋的；使人激动的 v.激动；刺激（excite的ing形式）；唤起

245 exposing 1 [ɪks'pəʊzɪŋ] n. 暴露；揭露；曝光；陈列 动词expose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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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fami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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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249 floor 1 [flɔ:] n.地板，地面；楼层；基底；议员席 vt.铺地板；打倒，击倒；（被困难）难倒

250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51 forbids 1 英 [fə'bɪd] 美 [fər'bɪd] vt. 禁止；阻止；不许

252 fragments 1 ['fræɡmənt] n. 碎片；片段 v. 使破碎；分裂

253 friendlier 1 ['frendli] adj. 友好的；友善的 adv. 友好地

254 funerals 1 n.葬礼，丧礼( funeral的名词复数 )

255 generations 1 [dʒenə'reɪʃnz] n. 世代

256 germs 1 [dʒɜ rːms] n. 细菌 名词germ的复数形式.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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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go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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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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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Greater 1 ['greitə] adj.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

260 gre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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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gro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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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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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264 hearts 1 英 [hɑ tː] 美 [hɑ rːt] n. 心；内心；中心；要点；红桃 v. 将…记在心里，铭记；鼓励

265 heat 1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266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267 help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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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homes 1 英 [həʊm] 美 [hoʊm] n. 家；家庭；收容所；栖息地；发源地 adv. 在家；回家；在国内；回国；正中目标 adj. 家用的；国
内的；总部的；（比赛）主场的 v. 提供住处；朝向

269 honor 1 ['ɔnə] n.荣誉；信用；头衔 vt.尊敬（等于honour）；给…以荣誉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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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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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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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275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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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insurance 1 [in'ʃuərəns] n.保险；保险费；保险契约；赔偿金

278 intense 1 [in'tens] adj.强烈的；紧张的；非常的；热情的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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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interested 1 ['intristid, 'intər-] adj.感兴趣的；有权益的；有成见的 v.使…感兴趣（interest的过去分词）

281 involves 1 英 [ɪn'vɒlv] 美 [ɪn'vɑ lːv] vt. 包含；使忙于；牵涉；使卷入；使陷入

282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283 itself 1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284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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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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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kleinman 1 n. 克兰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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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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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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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leaves 1 [li:vz] n.树叶；花瓣（leaf的复数） v.离开（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

292 lined 1 [laɪnd] adj. 具线纹的；衬里的 动词l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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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man 1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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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matter 1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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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medical 1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299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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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meters 1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302 Micah 1 ['maikə] n.弥迦书（略作Mic）；弥迦（希伯来先知）；迈卡（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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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microbe 1 ['maikrəub] n.细菌，微生物

304 microscope 1 ['maikrəskəup] n.显微镜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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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minds 1 [maɪnd] n. 头脑；精神；心；想法；意见；心思；注意力；有才智的人；记忆；心情；理智；[宗]追思弥撒；上帝 v. 留
心；注意；专心于；介意；照顾

307 misuse 1 [,mis'ju:z, ,mis'ju:s] vt.滥用；误用；虐待 n.滥用；误用；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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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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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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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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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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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notes 1 英 [nəʊt] 美 [noʊt] n. 笔记；便条；纸币；音符；票据；注解；音调 vt. 注意；记录；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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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318 opened 1 v.打开，开启（open过去分词形式） adj.开的

319 opponents 1 [ə'pəʊnənts] 对手

320 oppose 1 [ə'pəuz] vt.反对；对抗，抗争 vi.反对

321 opposition 1 [,ɔpə'ziʃən] n.反对；反对派；在野党；敌对

322 options 1 ['ɒpʃnz] 选择；选择权,名词op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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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organic 1 [ɔ:'gænik] adj.[有化]有机的；组织的；器官的；根本的

325 organisms 1 有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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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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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owns 1 英 [əʊn] 美 [oʊn] adj. 自己的；特有的 n. 自己的东西 v. 承认；拥有

330 packed 1 [pækt] adj.（常用来构成复合词）充满…的，塞满了…的 v.[包装]包装（pack的过去分词）

331 paid 1 [peid] adj.付清的；已付的 vt.支付（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付清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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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334 paved 1 [peɪv] vt. 铺路；铺设；铺满；安排

335 peipert 1 n. 佩珀特

336 performed 1 英 [pə'fɔː m] 美 [pər'fɔː rm] v. 执行；履行；表演；运转；举行

337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338 permission 1 [pə'miʃən] n.允许，许可

339 permits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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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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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poison 1 vt.污染；使中毒，放毒于；败坏；阻碍 vi.放毒，下毒 n.毒药，毒物；酒；有毒害的事物；[助剂]抑制剂；(Poison)人
名；(西)波伊松

343 poisoning 1 ['pɔizəniŋ] n.中毒 v.毒害（poison的ing形式）

344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345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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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347 practice 1 ['præktis] n.实践；练习；惯例 vi.练习；实习；实行 vt.练习；实习；实行

348 practices 1 ['præktɪs] n. 练习；实行；习惯；业务 v. 练习；实践；开业；执业

349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350 promote 1 [prəu'məut] vt.促进；提升；推销；发扬 vi.成为王后或其他大于卒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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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public 1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353 pulverization 1 [,pʌlvərai'zeiʃən, -ri'z-] n.粉碎；研碎；彻底摧毁

354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355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356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357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358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359 reducing 1 英 [rɪ'djuːsɪŋ] 美 [rɪ'duːsɪŋ] n. 减低；还原；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360 remaining 1 [rɪ'meɪnɪŋ] adj. 剩余的

361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362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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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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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resembling 1 vt.像

366 respect 1 [ri'spekt] n.尊敬，尊重；方面；敬意 vt.尊敬，尊重；遵守

367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368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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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rolled 1 [rəuld] adj.轧制的；滚制的 v.使…转动；摇摆（roll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

371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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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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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Seattle 1 [si'ætl] n.西雅图（美国一港市）

375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376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377 sees 1 abbr.扩展企业应用套件（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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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380 Seth 1 [seθ] n.赛斯（男子名）

381 shand 1 n. 尚德

382 shape 1 [ʃeip] n.形状；模型；身材；具体化 vt.形成；塑造，使成形；使符合 vi.形成；成形；成长 n.(Shape)人名；(瑞典)沙佩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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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385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386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387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388 sits 1 [sɪt] v. 坐；栖息；使就座 n. 坐；栖息

389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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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 sky 1 [skai] n.天空；顶点 vt.把…投向空中；把…挂得过高 vi.踢或击高空球；把桨叶翘得过高；飞涨 n.(Sky)人名；(英)斯凯

391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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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393 specifically 1 [spi'sifikəli] adv.特别地；明确地

394 stacey 1 ['steisi] n.史黛丝（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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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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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statements 1 [s'teɪtmənts] n. 报表；陈述；声明（名词statement的复数形式）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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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 successfully 1 [sək'sesfəli] adv.成功地；顺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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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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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surprised 1 [sə'praizd] adj.感到惊讶的，出人意料的 v.使惊奇（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

403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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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teach 1 [ti:tʃ] vt.教；教授；教导 vi.教授；讲授；当老师 n.(Teach)人名；(英)蒂奇

406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407 Thomas 1 ['tɔməs] n.托马斯（男子名）；多马（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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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 tiny 1 ['taini] adj.微小的；很少的 n.(Tiny)人名；(葡、印)蒂尼

410 toge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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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412 town 1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413 tre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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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415 turns 1 ['tɜːnz] n.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

416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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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419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420 very 1 ['veri] adj.恰好是，正是；甚至；十足的；特有的 adv.非常，很；完全 n.(Very)人名；(英)维里

421 violates 1 ['vaɪəleɪt] v. 侵犯；违反；扰乱；亵渎；强奸

422 walled 1 [wɔ:ld] adj.有城墙的 v.用墙围住；堵塞（wall的过去分词）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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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waterproof 1 ['wɔ:təpru:f, 'wɔ-] adj.防水的，不透水的 vt.使防水 n.防水材料

425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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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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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what 1 [hwɔt, hwʌt, 弱hwət] pron.什么；多么；多少 adj.什么；多么；何等 adv.到什么程度，在哪一方面 int.什么；多么

430 wheels 1 [wiː l] n. 方向盘；车轮；旋转；周期 vi. 旋转；转动；改变方向 vt. 用车运；转动；给 ... 装轮子

431 wh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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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433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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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who 1 pron.谁；什么人

435 wide 1 [waid] adj.广泛的；宽的，广阔的；张大的；远离目标的 adv.广泛地；广阔地；充分地 n.大千世界 n.(Wide)人名；(瑞典、
芬)维德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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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 worthy 1 ['wə:ði] adj.值得的；有价值的；配得上的，相称的；可尊敬的；应…的 n.杰出人物；知名人士 n.(Worthy)人名；(英)沃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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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 yards 1 [jɑːdz] n. 场地；码 名词yard的复数形式.

440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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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