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20 [Arts and Culture] Indonesian Natural Colors for Cloth
Design Help Coastal Forest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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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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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ura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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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dyes 8 ['daɪz] n. 染料 名词dye的复数形式.

6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 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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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batik 6 ['bætik, bə'ti:k] n.蜡染色法；用蜡染色的布；[纺]蜡防印花法 vt.用蜡防法印染 adj.蜡染的；似蜡防印花的；蜡染花布的

9 i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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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mangrove 6 ['mæŋgrəuv] n.红树林

11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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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th 5 [klɔθ, klɔ:θ] n.布；织物；桌布 adj.布制的 n.(Cloth)人名；(德)克洛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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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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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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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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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forests 4 英 ['fɒrɪst] 美 ['fɔː rɪst] n. 森林；林火 vt. (用树林)覆盖；置于(树林中)

19 materials 4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20 ones 4 [wʌnz] n.刻录软件

21 t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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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3 using 4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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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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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designs 3 [dɪ'zaɪn] n. 设计；图样；图案；目的 v. 设计；计划

27 is 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8 makers 3 n. 迈克（美国一家公司）

29 manufactured 3 [mænjʊ'fæktʃəd] adj. 制成的；人造的 动词manufactu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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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2 synthetic 3 [sin'θetik] adj.综合的；合成的，人造的 n.合成物

33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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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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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6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37 colors 2 ['kɒlərz] n. 彩色 名词color的复数形式.

38 complex 2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39 dye 2 [dai] n.染料；染色 vt.染；把…染上颜色 vi.被染色 n.(Dye)人名；(英)戴伊

40 environment 2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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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tract 2 [ik'strækt, 'ekstrækt] vt.提取；取出；摘录；榨取 n.汁；摘录；榨出物；选粹

42 fruits 2 [f'ru tːs] n. 成果 名词fruit的复数.

43 gas 2 [gæs] n.气体；[矿业]瓦斯；汽油；毒气 vt.加油；毒（死） vi.加油；放出气体；空谈 n.(Gas)人名；(法、德、西)加斯

44 gro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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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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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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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Indonesia 2 ['indəu'ni:zjə,-ʒə] n.印尼，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岛国）

48 Indonesian 2 [,indəu'ni:zjən] n.印尼人；印尼语群；印度尼西亚语 adj.印尼的

49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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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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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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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m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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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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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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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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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on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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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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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preserve 2 vt.保存；保护；维持；腌；禁猎 n.保护区；禁猎地；加工成的食品；（某人或群体的）专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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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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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similar 2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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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t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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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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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tre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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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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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69 wa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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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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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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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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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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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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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art 1 n.（包括雕塑、绘画、音乐等的）艺术，美术；美术（作）品；艺品（作）品；（表演）艺术；技术，技巧； adj.艺术
的；艺术品的；具有艺术性的 v.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过时用法

78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79 barrier 1 ['bæriə] n.障碍物，屏障；界线 vt.把…关入栅栏 n.(Barrier)人名；(法)巴里耶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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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82 beans 1 ['biː nz] n. 豆；豆形果实 名词bea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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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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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boiling 1 ['bɔiliŋ] adj.沸腾的；激昂的 n.沸腾；煮沸；起泡 adv.沸腾

86 bright 1 [brait] adj.明亮的，鲜明的；聪明的；愉快的 adv.明亮地；光明地；欢快地 n.车头灯光 n.(Bright)人名；(英)布赖特

87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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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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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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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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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capturing 1 ['kæptʃəriŋ] v.捕捉（capture的ing形式）

92 carbon 1 ['kɑ:bən] n.[化学]碳；碳棒；复写纸 adj.碳的；碳处理的 n.(Carbon)人名；(西)卡尔翁；(法)卡尔邦；(英)卡本

93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94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5 chemical 1 ['kemikəl] n.化学制品，化学药品 adj.化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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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class 1 n.阶级；班级；种类；班；等级 vt.分类；把…分等级；把…归入某等级，把…看作（或分类、归类）；把…编入某一班
级 adj.极好的；很好的，优秀的，出色的 vi.属于…类（或等级），被列为某类（或某级） n.（英、德）克拉斯（人名）

98 climate 1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99 clothes 1 [kləuðz] n.衣服

100 coast 1 [kəust] vi.滑行；沿岸航行 vt.沿…岸航行 n.海岸；滑坡 n.(Coast)人名；(英)科斯特

101 coastal 1 ['kəustəl] adj.沿海的；海岸的

102 color 1 ['kʌlə] n.颜色；肤色；颜料；脸色 vt.粉饰；给...涂颜色；歪曲 vi.变色；获得颜色

103 colorful 1 ['kʌləful] adj.华美的；有趣的；富有色彩的

104 coloring 1 ['kʌləriŋ] v.着色（color的ing形式）；出现颜色 n.着色；着色剂；配色；天然色；外貌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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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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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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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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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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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crabs 1 [kræb] n. 蟹；阴虱；爱争吵的人；[植]山楂子 v. 捕蟹；使横行；批评；抱怨

112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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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design 1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115 destructive 1 [di'strʌktiv] adj.破坏的；毁灭性的；有害的，消极的

116 dioxide 1 [dai'ɔksaid] n.二氧化物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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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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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drawings 1 ['drɔː ɪŋz] n. 提取款 名词drawing的复数形式.

120 dried 1 [draid] adj.干燥的；弄干了的 v.使干（原形是dry）

121 ecologist 1 [i:'kɔlədʒist] n.生态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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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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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ight 1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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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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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nvironments 1 [en'vaɪərənmənts] 环境

127 erwin 1 ['ə:win] n.欧文（男子名，等于Ir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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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fabric 1 ['fæbrik] n.织物；布；组织；构造；建筑物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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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fallen 1 ['fɔ:lən] adj.堕落的；落下来的；陷落的 v.落下；跌倒（fall的过去分词）

132 finished 1 ['finiʃt] adj.完结的，完成的；精巧的 v.完成；结束；毁掉（finish的过去分词形式）

133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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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fish 1 [fiʃ] vi.捕鱼，钓鱼；用钩捞取 n.鱼，鱼类 vt.钓鱼，捕鱼；搜寻 n.(Fish)人名；(英、西)菲什；(俄)菲施

135 forest 1 ['fɔrist] vt.植树于，使成为森林 n.森林 n.(Forest)人名；(法)福雷；(英、西)福雷斯特

136 forty 1 ['fɔ:ti] n.四十 adj.四十的；四十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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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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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gallery 1 ['gæləri] n.画廊；走廊；旁听席；地道 vt.在…修建走廊；在…挖地道 vi.挖地道 n.(Gallery)人名；(英)加勒里

140 gathering 1 ['gæðəriŋ] n.聚集；集会；收款 v.聚集（gather的ing形式）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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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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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handful 1 ['hændful] n.少数；一把；棘手事

144 harvesting 1 ['hɑ:vistiŋ] v.[农学]收割；收获（harvest的ing形式） n.[农学]收割；收获 adj.收获的；收割的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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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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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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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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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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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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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h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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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iit 1 abbr. 伊利诺伊理工学院( =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53 increasing 1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154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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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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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jenderal 1 延杰拉尔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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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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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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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62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163 looks 1 [lʊks] n. 外貌(恒用复数)

164 machines 1 [mə'ʃiː n] n. 机器；做事效率高的人；工具；车辆 v. 以机器制造

165 maker 1 ['meikə] n.制造者；造物主；出期票人 n.(Maker)人名；(英)马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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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materi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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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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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method 1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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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middle 1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171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172 objects 1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173 ocean 1 ['əuʃən] n.海洋；大量；广阔 n.(Ocean)人名；(罗)奥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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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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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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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78 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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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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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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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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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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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processed 1 [p'rəsest] adj. 经加工的；处理的 动词proc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4 products 1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185 proud 1 [praud] adj.自豪的；得意的；自负的 n.(Proud)人名；(英)普劳德

186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187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188 rainforests 1 n.（热带）雨林( rainforest的名词复数 )

189 rather 1 ['rɑ:ðə, 'ræ-] adv.宁可，宁愿；相当 int.当然啦（回答问题时用） n.(Rather)人名；(英)拉瑟

190 reduced 1 [ri'dju:st] adj.减少的；[数]简化的；缩减的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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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93 roots 1 [ru tː] n. 根；根源；根本 v. 生根；扎根；根除

194 salty 1 ['sɔ:lti] adj.咸的；含盐的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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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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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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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seem 1 [si:m] vi.似乎；像是；装作 n.(Seem)人名；(英)西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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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serve 1 [sə:v]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n.发球，轮到发
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202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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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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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string 1 n.线，弦，细绳；一串，一行

206 substance 1 ['sʌbstəns] n.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207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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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tall 1 [tɔ:l] adj.高的；长的；过分的；夸大的 adv.夸大地 n.(Tall)人名；(马里、阿拉伯)塔勒；(芬、罗、瑞典)塔尔；(英)托尔；
(土)塔勒

210 textile 1 ['tekstail, -til] n.纺织品，织物 adj.纺织的

211 textiles 1 ['tekstaɪlz] n. 纺织品 名词textile的复数形式.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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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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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214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15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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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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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219 tommy 1 ['tɔmi] n.实物工资制；定位销钉 n.(Tommy)人名；(英、瑞典、法)汤米

220 traditional 1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221 tsunamis 1 [tsu 'ːnɑːmi] n. 海啸

222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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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upper 1 ['ʌpə] adj.上面的，上部的；较高的 n.(Upper)人名；(英)厄珀

225 us 1 pron.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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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28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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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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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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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waves 1 [weivz] n.[物][军]波（wave的复数形式） v.波动；起伏（wa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挥动

233 wear 1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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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who 1 pron.谁；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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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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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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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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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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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