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2-24 [Health and Lifestyle] Ways to Cut Down on Holiday
Trash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and 2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3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t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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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for 1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6 is 1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 you 15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8 th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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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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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us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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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r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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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ca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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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sh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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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gift 10 [gift] n.礼物；天赋；赠品 vt.赋予；向…赠送 n.(Gift)人名；(英)吉夫特

15 says 10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6 somethin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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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thi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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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cards 7 n. 扑克牌 名词card的复数形式.

19 holiday 7 ['hɔlədi] n.假日；节日；休息日 vi.外出度假 n.(Holiday)人名；(英)霍利迪

20 i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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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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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people 7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3 tre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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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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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be 6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6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7 many 6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28 ozawa 6 n. 小泽征尔(Seiji Ozawa；日本裔指挥家)

29 used 6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0 wrap 6 [ræp] vt.包；缠绕；隐藏；掩护 vi.包起来；缠绕；穿外衣 n.外套；围巾

31 wrapping 6 ['ræpiŋ] n.包装纸，包装材料 adj.包装用的 v.裹住（wrap的ing形式）

32 gifts 5 [ɡɪft] n. 礼物；赠品 n. 天赋；才能 vt. 赋予；赠送

33 holidays 5 ['hɔlədiz] adv.每逢假日，在假日 v.度假（holiday的单三形式） n.假日（holiday的复数形式）

34 mak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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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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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paper 5 ['peipə] n.纸；论文；文件；报纸 adj.纸做的 vt.用纸糊；用纸包装 vi.贴糊墙纸；发交通违章传票 n.(Paper)人名；(俄)帕佩
尔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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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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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decorations 4 [dekə'reɪʃəns] n. 装饰品 名词decoration的复数形式.

39 experts 4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40 if 4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41 mad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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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mo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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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44 rea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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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was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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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adds 3 abbr.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

47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48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49 buy 3 [bai] vt.购买；获得；贿赂 vi.买，采购 n.购买，买卖；所购的物品 n.(Buy)人名；(法)比伊

50 cloth 3 [klɔθ, klɔ:θ] n.布；织物；桌布 adj.布制的 n.(Cloth)人名；(德)克洛特

51 c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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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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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ditor 3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54 fake 3 [feik] n.假货；骗子；假动作 vt.捏造；假装…的样子 vi.假装；做假动作 adj.伪造的 n.(Fake)人名；(英)费克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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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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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materials 3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58 much 3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59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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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old 3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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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ones 3 [wʌnz] n.刻录软件

64 recyclable 3 [ri:'saikləbl] adj.可回收利用的；可再循环的

65 recycled 3 [ˌriː 'saɪkl] vt. 再利用；使再循环；再制 vi. 循环 n. 再循环

66 season 3 ['si:zən] n.时期；季节；赛季 vt.给…调味；使适应 vi.变得成熟；变干燥

67 s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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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suggests 3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69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70 those 3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71 using 3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72 wa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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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74 year 3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75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76 asking 2 ['ɑ:skiŋ] n.请求 v.问（ask的现在分词）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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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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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bags 2 n.[包装]包（bag的复数形式） v.把…装入袋中（ba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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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buying 2 n.买进 v.购买；获得；收买（buy的ing形式）

81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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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celebrating 2 ['selɪbreɪt] v. 庆祝；庆贺；颂扬

83 choose 2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84 Christmas 2 n.圣诞节；圣诞节期间

85 companies 2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86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87 create 2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88 cycle 2 ['saikl] n.循环；周期；自行车；整套；一段时间 vt.使循环；使轮转 vi.循环；骑自行车；轮转

89 decorate 2 ['dekəreit] vt.装饰；布置；授勋给 vi.装饰；布置

90 decorating 2 ['dekə] n. 装潢；装饰 动词decorate的现在分词形式.

91 digital 2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92 electronic 2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93 entertaining 2 [,entə'teiniŋ] adj.令人愉快的 v.款待（entertain的ing形式）

94 environmentally 2 [en,vairən'mentli] adv.有关环境方面

95 expert 2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佩

96 friend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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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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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g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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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giving 2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100 gre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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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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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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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instead 2 adv.代替；反而；相反

104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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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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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lights 2 [laits] n.灯光（light的复数）；（供食用的）家畜的肺脏 v.点亮（light的三单形式）

107 local 2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108 lo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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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matteo 2 n. 马泰奥

110 means 2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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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often 2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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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options 2 ['ɒpʃnz] 选择；选择权,名词option的复数形式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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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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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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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regular 2 ['regjulə] adj.定期的；有规律的；合格的；整齐的；普通的 n.常客；正式队员；中坚分子 adv.定期地；经常地 n.
(Regular)人名；(以)雷古拉尔

119 scarf 2 [skɑ:f] n.围巾；嵌接，嵌接处；头巾领巾 vt.披嵌接；用围巾围 n.(Scarf)人名；(英)斯卡夫

120 send 2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121 sing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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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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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smell 2 [smel] vi.嗅，闻；有…气味 vt.嗅，闻；察觉到；发出…的气味 n.气味，嗅觉；臭味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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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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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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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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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128 think 2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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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tradition 2 [trə'diʃən] n.惯例，传统；传说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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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ways 2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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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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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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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accepting 1 [ək'septiŋ] adj.承兑的；易接受的；赞同的 v.接受；同意；承担（责任等）（accept的ing形式）

137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138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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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adding 1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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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affect 1 [ə'fekt, 'æfekt] vt.影响；感染；感动；假装 vi.倾向；喜欢 n.情感；引起感情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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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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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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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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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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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attractive 1 [ə'træktiv] adj.吸引人的；有魅力的；引人注目的

151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152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53 bamboo 1 [bæm'bu:] n.竹，竹子 vt.为…装上篾条 adj.竹制的；土著居民的

154 band 1 n.带，环；[物]波段；(演奏流行音乐的)乐队 vi.用带绑扎；给...镶边 n.n.乐队；队；一群

155 beat 1 [bi:t] vt.打；打败 vi.打；打败；拍打；有节奏地舒张与收缩 n.拍子；敲击；有规律的一连串敲打 adj.筋疲力尽的；疲惫不
堪的 n.(Beat)人名；(德)贝亚特

156 beautiful 1 ['bju:tiful] adj.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

157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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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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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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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bottles 1 英 ['bɒtl] 美 ['bɑ tːl] n. 瓶子 vt. 抑制；把 ... 装入瓶内

162 broad 1 [brɔ:d] adj.宽的，辽阔的；显著的；大概的 n.宽阔部分 adv.宽阔地 n.(Broad)人名；(英、德)布罗德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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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cane 1 [kein] n.手杖；藤条；细长的茎 vt.以杖击；以藤编制 n.(Cane)人名；(英)凯恩；(西、意)卡内；(塞)察内

165 cans 1 [kæns] n. 罐头 名词can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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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carefully 1 ['kɛəfəli] adv.小心地

167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168 celebration 1 [,seli'breiʃən] n.庆典，庆祝会；庆祝；颂扬

169 celebrations 1 n.庆祝( celebration的名词复数 ); 庆祝会（仪式）

170 chief 1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171 choice 1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172 choices 1 ['tʃɔɪsɪs] n.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

173 choosing 1 v.选择；决定（choose的ing形式）

174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175 cloths 1 [klɔθs, klɔ:ðz] n.布（cloth的复数）；织物；布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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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compostable 1 adj. 可堆肥的，可降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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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cones 1 英 [kəʊnz] 美 [koʊnz] n. (人眼)圆锥细胞；(圆)锥体 名词cone的复数形式.

180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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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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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cups 1 [kʌps] n. 杯子；奖杯 名词cup的复数形式.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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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86 donate 1 vt.捐赠；捐献 vi.捐赠；捐献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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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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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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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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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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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nter 1 ['entə] vt.进入；开始；参加 vi.参加，登场；进去 n.[计]输入；回车 n.(Enter)人名；(英)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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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96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197 evergreen 1 ['evəgri:n] n.常绿树；常绿植物 adj.[植]常绿的；永葆青春的

198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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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plains 1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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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far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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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feel 1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204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205 fres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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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207 fuel 1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208 gard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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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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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gra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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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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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212 greener 1 英 ['griː nə] 美 ['grɪnə] n. 生手， 没经验的人 形容词green的比较级

213 greenery 1 ['gri:nəri] n.绿色植物；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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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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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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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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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helps 1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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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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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ideas 1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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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itself 1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225 Japanese 1 [,dʒæpə'ni:z] adj.日本（人）的；日语的 n.日本人；日语

226 joy 1 [dʒɔi] n.欢乐，快乐；乐趣；高兴 vi.欣喜，欢喜 vt.高兴，使快乐

227 katherine 1 ['kæθərin] n.凯瑟琳（女子名）

228 keeping 1 ['ki:piŋ] n.保管；一致；协调；遵守 v.保持；遵守（keep的ing形式）

229 landfill 1 ['lændfil] n.垃圾填埋地；垃圾堆

230 lead 1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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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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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lifestyle 1 ['laifstail] n.生活方式 保健的

234 likes 1 n.好恶；爱好的事物 v.喜欢；愿意（lik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Likes)人名；(英)莱克斯

235 liv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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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liz 1 [liz] n.莉斯（女子名）

237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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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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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magazine 1 n.杂志；弹药库；胶卷盒

241 magazines 1 ['mæɡəziː nz] 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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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maps 1 n. 地图 名词map的复数形式.

244 Martha 1 ['mɑ:θə] n.玛莎（女子名）；马大（马利亚和拉撒路之姊）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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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melissa 1 [mə'lisə] n.梅利莎（女子名）；蜜蜂花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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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neck 1 [nek] n.脖子；衣领；海峡 vi.搂著脖子亲吻；变狭窄 vt.使变细；与…搂著脖子亲吻 n.(Neck)人名；(德、意、英)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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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newer 1 [n'juːər] adj. 较新的 形容词new的比较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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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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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nice 1 [nais] adj.精密的；美好的；细微的；和蔼的 n.(Nice)人名；(英)尼斯

254 option 1 ['ɔpʃən] n.[计]选项；选择权；买卖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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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organic 1 [ɔ:'gænik] adj.[有化]有机的；组织的；器官的；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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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ourselves 1 [,auə'selvz, ,ɑ:-] pron.我们自己；我们亲自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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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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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pages 1 ['peɪdʒɪz] n. 页 名词pag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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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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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pick 1 [pik] vi.挑选；采摘；挖 vt.拾取；精选；采摘；掘 n.选择；鹤嘴锄；挖；掩护 n.(Pick)人名；(英、法、德、捷、匈、瑞
典)皮克

264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265 pine 1 [pain] vi.渴望，痛苦；憔悴 n.[林]松树；凤梨，菠萝 vt.为…悲哀；哀悼 adj.松木的；似松的 n.(Pine)人名；(英)派因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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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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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planet 1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269 plastic 1 ['plæstik,'plɑ:s-] adj.塑料的；（外科）造型的；可塑的 n.塑料制品；整形；可塑体

270 plastics 1 ['plæstiks] n.塑料；整形外科；外科修补术

271 plates 1 [pleɪts] n. 盘子；板材 名词plate的复数形式.

272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273 pretty 1 adj.漂亮的；可爱的；优美的 adv.相当地；颇 n.有吸引力的事物（尤指饰品）；漂亮的人 n.Pretty，普雷蒂（人名）

274 printed 1 adj.印刷的；印花样的；已印好的 v.[印刷]印刷；出版（print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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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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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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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putting 1 ['putiŋ] n.投掷；（高尔夫球）打球入洞 v.放置（put的ing形式）；轻击球；使球入洞的轻击（putt的ing形式）

279 question 1 ['kwestʃən] n.问题，疑问；询问；疑问句 vt.询问；怀疑；审问 vi.询问；怀疑；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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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receive 1 [ri'si:v] 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282 receiving 1 [ri'si:viŋ] adj.接受的 n.接受 v.接收（receive的ing形式）

283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84 recommends 1 [ˌrekə'mend] vt. 推荐；建议；劝告；使受欢迎；使可取

285 recycle 1 [,ri:'saikl] vt.使再循环；使…重新利用 vi.重复利用 n.再生；再循环；重复利用

286 recycling 1 [ˌriː 'saɪklɪŋ] n. 回收利用 动词recycle的现在分词.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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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repeated 1 [ri'pi:tid] adj.再三的，反复的 v.重复；复述（repeat的过去分词）

289 replanted 1 英 ['riː 'plɑːnt] 美 [riː 'plɑːnt] v. 改种；再植；移植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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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reusable 1 [ri:'ju:zəbl] adj.可以再度使用的，可重复使用的

292 reuse 1 [,ri:'ju:z, ,ri:'ju:s, 'ri:ju:s] n.重新使用，再用 vt.再使用

293 reusing 1 [ˌriː 'juːz] vt. 重新使用 n. 再使用

294 room 1 n.房间；空间；余地；机会；房间里所有的人 vt.为…提供住处；租房，合住；投宿，住宿；留…住宿 vi.居住；住宿 n.
（英）鲁姆（人名）；（俄）罗姆（人名）

295 rosemary 1 ['rəuzməri, -mεəri] n.[植]迷迭香

296 Roth 1 [rɔθ] n.罗斯（姓氏）

297 s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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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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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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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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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seems 1 [siː mz]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01 sending 1 ['sendɪŋ] 发送； 派遣

302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303 shand 1 n. 尚德

304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305 shoulders 1 英 ['ʃəʊldəz] 美 ['ʃoʊldəz] n. 肩膀 名词shoulder的复数形式.

306 simple 1 ['simpl] adj.简单的；单纯的；天真的 n.笨蛋；愚蠢的行为；出身低微者 n.(Simple)人名；(法)桑普勒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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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soil 1 [sɔil] n.土地；土壤；国家；粪便；务农；温床 vt.弄脏；污辱 vi.变脏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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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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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Stewart 1 ['stju:ət; 'stju-] n.[宝]斯图尔特（男子名）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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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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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sugar 1 ['ʃugə] n.糖；食糖；甜言蜜语 vt.加糖于；粉饰 vi.形成糖 n.(Sugar)人名；(英)休格

315 suggest 1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316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317 tablecloth 1 ['teiblklɔθ, -klɔ:θ] n.桌布；台布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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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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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thinking 1 ['θiŋkiŋ] adj.思考的；思想的；有理性的；好思考的 n.思考；思想；想法；意见；见解 v.思考（think的现在分词）

321 thrown 1 [θrəun, 'θrəun] v.抛（throw的过去分词）；扔掉

322 towns 1 n. 汤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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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trash 1 [træʃ] n.垃圾；废物 vt.丢弃；修剪树枝

325 true 1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326 types 1 ['taɪps] n. 类型 v.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

327 typically 1 ['tipikəli] adv.代表性地；作为特色地

328 unavoidable 1 [,ʌnə'vɔidəbl] adj.不可避免的；不能废除的

329 unfortunately 1 [ʌn'fɔ:tʃənətli] adv.不幸地

330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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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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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useable 1 ['ju:zəbl] adj.可用的；便于使用的（等于usable）

334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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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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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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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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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42 wo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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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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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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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worn 1 [wɔ:n] adj.疲倦的；用旧的 v.穿；磨损（wear的过去分词）；佩戴 n.(Worn)人名；(柬)翁；(英、葡)沃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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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wrapped 1 [ræpt] adj.有包装的 v.包裹；覆盖（wrap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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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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