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4-11 [Health and Lifestyle] Hugelkultur_ A Different Way of
Container Gardening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2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2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and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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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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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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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 with 1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8 to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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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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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yer 9 n.层，层次；膜；[植]压条；放置者，计划者 vt.把…分层堆放；借助压条法；生根繁殖；将（头发）剪成不同层次 vi.形
成或分成层次；[植]通过压条法而生根

11 soil 9 [sɔil] n.土地；土壤；国家；粪便；务农；温床 vt.弄脏；污辱 vi.变脏

12 be 7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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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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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beds 5 n.床上用品，床组（bed复数） vt.安置；为…提供床铺（bed的第三人称单数）

16 b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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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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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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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plant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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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1 add 4 [æd] vi.加；增加；加起来；做加法 vt.增加，添加；补充说；计算…总和 n.加法，加法运算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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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cover 4 vt.包括；采访，报导；涉及；行走（一段路程）；掩护；翻唱 n.封面，封皮；盖子；掩蔽物;幌子，借口 vi.覆盖；代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24 dow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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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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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li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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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logs 4 [[lɒgz] n. 原木；日志 名词log的复数形式.

28 mound 4 [maund] n.堆；高地；坟堆；护堤 vt.堆起；筑堤 vi.积成堆

29 tree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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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1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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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dead 3 [ded] adj.无生命的；呆板的；废弃了的 adv.完全地 n.死者

34 decompose 3 vt.分解；使腐烂 vi.分解；腐烂

35 fill 3 [fil] vt.装满，使充满；满足；堵塞；任职 vi.被充满，膨胀 n.满足；填满的量；装填物 n.(Fill)人名；(德、俄、匈)菲尔

36 gard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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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ground 3 n.地面；土地；范围；战场;根据 vt.使接触地面；打基础；使搁浅 vi.着陆；搁浅 adj.土地的；地面上的；磨碎的；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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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 v.研磨（grind的过去分词）；压迫

38 its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39 natur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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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nex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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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pieces 3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42 pla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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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processes 3 n.过程；[计]进程（process的复数） v.处理（proces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加工

44 rais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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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should 3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46 slowly 3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47 such 3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48 u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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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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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woo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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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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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53 amount 2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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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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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bla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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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branches 2 英 [brɑːntʃ] 美 [bræntʃ] n. 分部；部门；分店；分支；树枝 v. 分岔；分支

58 broken 2 ['brəukən] adj.破碎的；坏掉的 v.折断；打碎；损坏（break的过去分词）

59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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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ontainer 2 [kən'teinə] n.集装箱；容器

61 containers 2 [kən'teɪnəs] n.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

62 create 2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63 decay 2 [di'kei] vi.衰退，[核]衰减；腐烂，腐朽 n.衰退，[核]衰减；腐烂，腐朽 vt.使腐烂，使腐败；使衰退，使衰落 n.(Decay)人
名；(法)德凯

64 dee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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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depth 2 [depθ] n.[海洋]深度；深奥

66 destroyed 2 [dis'trɔid] adj.被毁，毁坏；遭破坏的 v.破坏（destroy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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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ch 2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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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growth 2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71 hill 2 [hil] n.小山；丘陵；斜坡；山冈 n.(Hill)人名；(法、西)伊尔；(德、英、匈、捷、罗、芬、瑞典)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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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leaves 2 [li:vz] n.树叶；花瓣（leaf的复数） v.离开（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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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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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matter 2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77 Mounds 2 土丘 [建]土堆

78 needed 2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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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nutrient 2 ['nju:triənt] n.营养物；滋养物 adj.营养的；滋养的

80 nutrients 2 ['nju tːrɪənts] n. 营养素，营养物，营养品（名词nutrient的复数形式）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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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outdoor 2 ['əutdɔ:] adj.户外的；露天的；野外的（等于out-of-door）

83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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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own 2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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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provide 2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87 rich 2 adj.富有的；肥沃的；昂贵的 adj.油腻的，含有很多脂肪 n.(Rich)人名；(丹)里克；(捷)里赫；(英、西)里奇；(葡、法)里什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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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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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sticks 2 [stɪks] n. 偏远的乡村；郊区 名词stick的复数形式.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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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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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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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topsoil 2 ['tɔpsɔil] n.表层土；上层土

96 trench 2 [trentʃ] n.沟，沟渠；战壕；堑壕 vt.掘沟 vi.挖战壕；侵害 n.(Trench)人名；(英、西)特伦奇

97 twigs 2 [twɪɡ] n. 小枝；嫩枝 v. 理解；领悟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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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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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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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woody 2 ['wudi] adj.木质的；多树木的；木头似的 n.(Woody)人名；(英)伍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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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yar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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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105 acceptable 1 [ək'septəbl] adj.可接受的；合意的；可忍受的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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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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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109 animals 1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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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112 arguably 1 adv.可论证地；可争辩地；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地 [广义用法]可能，大概

113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14 avoided 1 [ə'vɔɪdɪd] adj. 避免了 动词avoi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15 bag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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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base 1 [beis] n.基础；底部；垒 adj.卑鄙的；低劣的 vt.以…作基础 n.(Base)人名；(日)马濑(姓)

117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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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120 birch 1 [bə:tʃ] n.桦木；桦树；桦条 vt.用桦条鞭打 n.(Birch)人名；(英、西)伯奇；(瑞典)比尔克

121 bodi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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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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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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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breakdown 1 ['breikdaun] n.故障；崩溃；分解；分类；衰弱；跺脚曳步舞

124 breaks 1 [b'reɪks] n. 断裂 名词break的复数形式.

125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126 bu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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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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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129 centimeters 1 ['sentɪ̩ miː təz] n. 厘米；公分 名词centimet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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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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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covered 1 ['kʌvəd] adj.覆盖了的；隐蔽着的；有屋顶的 v.覆盖；包括；掩护（cover的过去分词）

133 culture 1 ['kʌltʃə] n.文化，文明；修养；栽培 vt.[细胞][微]培养（等于cultivate）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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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decide 1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136 destroy 1 [di'strɔi] vt.破坏；消灭；毁坏

137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38 dig 1 [dig] vt.挖，掘；探究 vi.挖掘 n.戳，刺；挖苦 n.(Dig)人名；(罗)迪格

139 directly 1 [英 [də̍ rektli] 美 [dɪˈrɛktli, daɪ-]] adv.直接地；立即；马上；正好地；坦率地 conj.一…就

140 dirt 1 [də:t] n.污垢，泥土；灰尘，尘土；下流话

141 eggshells 1 卵壳

142 equal 1 ['i:kwəl] adj.平等的；相等的；胜任的 vt.等于；比得上 n.对手；匹敌；同辈；相等的事物

143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44 evergreens 1 ['evəɡriː nz] 常绿植物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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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filling 1 ['filiŋ] n.填充；填料 v.填满；遍及（fill的ing形式） n.(Filling)人名；(瑞典)菲林

147 finally 1 ['fainəli] adv.最后；终于；决定性地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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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flow 1 [fləu] vi.流动，涌流；川流不息；飘扬 vt.淹没，溢过 n.流动；流量；涨潮，泛滥 n.(Flow)人名；(英)弗洛

150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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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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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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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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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gardening 1 ['gɑ:dəniŋ] n.园艺；园林工人的工作

157 gardens 1 ['gɑːdnz] n. 公园；花园；园林 名词garden的复数形式.

158 German 1 ['dʒə:mən]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n.德语；德国人

159 greatly 1 ['greitli] adv.很，大大地；非常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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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hardwood 1 ['hɑ:dwud] n.硬木，硬木材；[植][林]阔叶树

162 harvests 1 英 ['hɑːvɪst] 美 ['hɑ rːvɪst] n. 收成；收获；收割；成果；后果 v. 收获；收割

163 height 1 [hait] n.高地；高度；身高；顶点

164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65 house 1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名；(英)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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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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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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170 increase 1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171 increases 1 [ɪn'kriː s] v. 增加；提高 n. 增加；增强；提高

172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73 interference 1 [,intə'fiərəns] n.干扰，冲突；干涉

174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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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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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irrigation 1 [,iri'geiʃən] n.灌溉；[临床]冲洗；冲洗法

177 ju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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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kitchen 1 ['kitʃin] n.厨房；炊具；炊事人员 n.(Kitchen)人名；(英)基钦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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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181 layers 1 ['leɪəs] n. 层 名词layer的复数形式.

182 leftovers 1 英 ['leftəʊvə] 美 ['leftoʊvə] n. 剩余物；残羹剩菜 名词leftover的复数形式.

183 letting 1 ['letiŋ] n.出租；租金 v.让，允许（let的现在分词）

184 little 1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185 locusts 1 小车蝗虫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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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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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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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maple 1 ['meipl] n.枫树；淡棕色 n.(Maple)人名；(英)梅普尔；(法)马普勒

190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91 method 1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192 mixture 1 ['mikstʃə] n.混合；混合物；混合剂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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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nature 1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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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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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oak 1 [əuk] n.橡树；橡木色；橡木家具 adj.栎树的；栎木制的 n.(Oak)人名；(英)奥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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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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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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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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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pile 1 [pail] n.堆；大量；建筑群 vt.累积；打桩于 vi.挤；堆积；积累 n.(Pile)人名；(西)皮莱；(英)派尔

203 plus 1 [plʌs] n.正号，加号；好处；附加额 adj.正的；附加的 prep.加，加上 n.(Plus)人名；(德)普卢斯

204 poplar 1 ['pɔplə] n.白杨；白杨木

205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06 prevents 1 [prɪ'vent] v. 预防；防止，阻止；挡住

207 proc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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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purchase 1 ['pə:tʃəs] n.购买；紧握；起重装置 vt.购买；赢得 vi.购买东西

209 purchased 1 ['pɜ tːʃəst] adj. 购买的 动词purch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0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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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reduces 1 英 [rɪ'djuːs] 美 [rɪ'duːs] v. 减少；缩小；使落魄；简化；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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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redwood 1 ['redwud] n.红木树，[林]红杉；红树木材 n.(Redwood)人名；(英)雷德伍德

214 refill 1 [,ri:'fil] vi.被再注满 vt.再装满；再充满 n.替换物；再注满

215 release 1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216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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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resistant 1 [ri'zistənt] adj.抵抗的，反抗的；顽固的 n.抵抗者

219 resulting 1 [rɪ'zʌltɪŋ] adj. 结果的 动词result的现在分词.

220 sections 1 ['sekʃənz] n. 零件 名词section的复数形式.

221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22 simply 1 ['simpli] adv.简单地；仅仅；简直；朴素地；坦白地

223 sink 1 [siŋk] vi.下沉；消沉；渗透 vt.使下沉；挖掘；使低落 n.水槽；洗涤槽；污水坑 n.(Sink)人名；(英、瑞典)辛克

224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25 soft 1 [sɔft, sɔ:ft] adj.软的，柔软的；温柔的，温和的；软弱的；笨的 adv.柔软地；温和地 n.柔性；柔软的东西；柔软部分

226 softwoods 1 n.软木材( softwood的名词复数 )

227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28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229 spaces 1 n. 空格；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

230 spread 1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231 standing 1 ['stændiŋ] adj.长期的；直立的；固定的 n.站立；持续；身分 v.站立；坚持不变；坐落于（stand的ing形式） n.
(Standing)人名；(英)斯坦丁；(德)施坦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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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stones 1 n.石子（stone的复数）；小石头 v.向…扔石子；用石块铺（stone的三单形式） n.(Stones)人名；(英)斯通斯

234 store 1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235 sto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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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upply 1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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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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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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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42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43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44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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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247 upside 1 n.优势，上面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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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50 vegetables 1 ['vedʒɪtəblz] 蔬菜,vegetable的复数形式

251 walnut 1 ['wɔ:lnʌt, -nət] n.胡桃；胡桃木 adj.胡桃科植物的

252 warm 1 [wɔ:m] adj.温暖的；热情的 vi.同情；激动；变温暖 vt.使…兴奋；使…温暖；使…感兴趣 n.取暖；加热 n.(Warm)人名；
(英)沃姆；(德)瓦姆

253 was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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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well 1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255 wider 1 [waɪdə] adj. 更宽的；更广阔的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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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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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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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59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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