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4-22 [Health and Lifestyle] Plant Native Plants to Support
Local Environment, Wildlif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2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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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1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plant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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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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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o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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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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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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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insects 8 ['ɪnsekts] n. 昆虫；虫子；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

10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 native 8 ['neitiv] adj.本国的；土著的；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天赋的 n.本地人；土产；当地居民

12 food 7 [fu:d] n.食物；养料

13 plan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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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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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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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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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win 4 vt.赢得；在…中获胜 vi.赢；获胜；成功 n.赢；胜利 n.(Win)人名；(德、荷、缅)温；(英)温(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

18 birds 3 ['bɜːdz] n. 鸟，鸟类；禽（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

19 environment 3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20 i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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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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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non 3 [nɔn] adv.非，不 n.投反对票的人，反对票 n.(Non)人名；(柬)嫩；(俄)诺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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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pollen 3 ['pɔlin] vt.传授花粉给 n.[植]花粉 n.(Pollen)人名；(英)波伦

25 pollinators 3 ['pɒlɪneɪtəz] 传粉昆虫

26 seeds 3 [siː dz] n. 籽 名词seed的复数形式. 动词s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7 support 3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28 wildlife 3 ['waildlaif] n.野生动植物 adj.野生动植物的

29 would 3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0 animals 2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31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2 bet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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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care 2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34 cause 2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35 day 2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土)达伊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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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depend 2 [di'pend] vi.依赖，依靠；取决于；相信，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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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develop 2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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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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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ntomology 2 [,entə'mɔlədʒi] n.昆虫学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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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habitat 2 ['hæbitæt] n.[生态]栖息地，产地 n.(Habitat)人名；(德)哈比塔特

44 harm 2 [hɑ:m] n.伤害；损害 vt.伤害；危害；损害 n.(Harm)人名；(德)哈尔姆

45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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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humans 2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47 l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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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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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mu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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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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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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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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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54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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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providing 2 [prəu'vaidiŋ] conj.假如，以…为条件 v.供给（provide的ing形式）；预备

56 rot 2 [rɔt] n.腐烂；腐败；腐坏 vi.腐烂；腐败；堕落 vt.使腐烂；使腐朽；使堕落 int.（表示厌恶、蔑视、烦恼等）胡说；糟了 n.
(Rot)人名；(法、德、俄、塞、捷、瑞典)罗特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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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slowly 2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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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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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species 2 ['spi:ʃi:z, -si:z] n.[生物]物种；种类 adj.物种上的

62 spre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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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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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65 usually 2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66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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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68 with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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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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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activities 1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71 a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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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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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advanced 1 [əd'vɑ:nst, -'vænst] adj.先进的；高级的；晚期的；年老的 v.前进；增加；上涨（adva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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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alongside 1 [ə'lɔŋ'said] adv.在旁边 prep.在……旁边

77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78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79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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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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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83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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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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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bats 1 [bæts] adj.怪异的；疯疯癫癫的；神经不正常的 n.蝙蝠（bat的复数形式） n.(Bats)人名；(法)巴茨

87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88 bees 1 ['biː z] 蜜蜂

89 biosphere 1 ['baiəsfiə] n.生物圈

90 builds 1 [bɪld] v. 建造；开发；创建；逐渐增强 n. 体格；身材

91 butterflies 1 英 ['bʌtəflaɪ] 美 ['bʌtərflaɪ] n. 蝴蝶；蝶状物；蝶泳 vt. (烹饪时把鱼肉等）切开摊平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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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94 capture 1 vt.俘获；夺得；捕捉，拍摄,录制 n.捕获；战利品，俘虏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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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carried 1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97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98 chain 1 n.链；束缚；枷锁 vt.束缚；囚禁；用铁链锁住

99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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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choose 1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102 clean 1 [kli:n] adj.清洁的，干净的；清白的 vt.使干净 vi.打扫，清扫 adv.完全地 n.打扫 n.(Clean)人名；(英)克林

103 collapse 1 vi.倒塌；瓦解；暴跌 vt.使倒塌，使崩溃；使萎陷；折叠 n.倒塌；失败；衰竭

104 collect 1 [kə'lekt] vt.收集；募捐 vi.收集；聚集；募捐 adv.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由收件人付款的 n.(Collect)人名；(英)科莱克特

105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106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07 creates 1 [kri'ː eɪts] n. 创立 创建.

108 decomposers 1 n. 分解器（decomposer的复数）

109 Delaware 1 ['deləwɛə] n.特拉华州（位于美国东部）

110 deserts 1 [英 [ˈdezəts] 美 [ˈdɛzəts]] n.[地理]沙漠；[农]荒原（desert的复数）；应得到的报应 v.放弃；遗弃（desert的第三人称单
数）

111 determine 1 v.（使）下决心，（使）做出决定 vt.决定，确定；判定，判决；限定 vi.确定；决定；判决，终止；[主用于法律]
了结，终止，结束

112 determined 1 [di'tə:mind] adj.决定了的；坚决的 v.决定；断定（determine的过去分词）

113 doug 1 [daug] n.道格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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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dust 1 [dʌst] n.灰尘；尘埃；尘土 vt.撒；拂去灰尘 vi.拂去灰尘；化为粉末 n.(Dust)人名；(德、俄)杜斯特

116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117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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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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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volution 1 [,i:və'lu:ʃən, ,ev-] n.演变；进化论；进展

121 evolve 1 vt.发展；进化；使逐步形成；推断出 vi.发展，进展；进化；逐步形成

122 evolved 1 [ɪ'vɒlvd] adj. 进化的 动词e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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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fertilizing 1 ['fɜ tːɪlaɪzɪŋ] n. 施肥 动词fertilize的现在分词形式.

125 fine 1 [fain] adj.好的；优良的；细小的，精美的；健康的；晴朗的 n.罚款 vt.罚款；澄清 adv.很好地；精巧地 n.(Fine)人名；(意)
菲内；(英)法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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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flooding 1 ['flʌdiŋ] n.泛滥；产后出血

127 flowering 1 ['flauəriŋ] n.开花；饰以花 adj.开花的

128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29 gardeners 1 n.园丁，园艺爱好者( gardener的名词复数 )

130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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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grows 1 英 [ɡrəʊ] 美 [ɡroʊ] v. 增加；生长；变成；种植；逐渐开始

133 harmful 1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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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36 helping 1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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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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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40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41 insect 1 ['insekt] n.昆虫；卑鄙的人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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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involved 1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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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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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147 landscape 1 n.风景；风景画；景色；山水画；乡村风景画；地形；（文件的）横向打印格式 vt.对…做景观美化，给…做园林
美化；从事庭园设计 vi.美化（环境等），使景色宜人；从事景观美化工作，做庭园设计师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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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50 li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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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152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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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loc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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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loss 1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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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matters 1 ['mætəz] n. 事情 名词matter的复数形式.

158 natur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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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naturally 1 ['nætʃərəli] adv.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

160 no 1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161 normally 1 ['nɔ:məli] adv.正常地；通常地，一般地

162 nutrients 1 ['nju tːrɪənts] n. 营养素，营养物，营养品（名词nutrient的复数形式）

163 observe 1 vt.庆祝 vt.观察；遵守；说；注意到；评论 vi.观察；说；注意到；评论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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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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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oxygen 1 ['ɔksidʒən] n.[化学]氧气，[化学]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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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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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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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planting 1 ['plɑ:ntiŋ, 'plæn-] n.栽培，种植；花圃 v.播种；移植（plant的ing形式）；安置 n.(Planting)人名；(芬、瑞典)普兰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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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populations 1 [pɒpjʊ'leɪʃnz] 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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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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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175 produced 1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176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177 properties 1 [p'rɒpətɪz] n. 道具；属性；性能；资产；地产 propert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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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180 recognize 1 ['rekəgnaiz] vt.认出，识别；承认 vi.确认，承认；具结

181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182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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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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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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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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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st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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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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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strongly 1 ['strɔŋli, 'strɔ:ŋ-] adv.强有力地；坚强地；激烈地；气味浓地

191 study 1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192 supports 1 [sə'pɔː ts] n. 支持

193 survive 1 [sə'vaiv] vt.幸存；生还；幸免于；比...活得长 vi.幸存；活下来

194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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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97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198 topsoil 1 ['tɔpsɔil] n.表层土；上层土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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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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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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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wa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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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watering 1 n.浇水；灌溉；排水沟 adj.灌溉的；浇水用的；流口水的 v.浇水；灌溉；流口水（water的ing形式）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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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web 1 [web] n.网；卷筒纸；蹼；织物；圈套 vt.用网缠住；使中圈套 vi.形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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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while 1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208 wind 1 [[wɪnd] n.风；呼吸；气味；卷绕 vt.缠绕；上发条；使弯曲；吹号角；绕住或缠住某人 vi.缠绕；上发条；吹响号角 n.
(Wind)人名；(英、德、瑞典)温德

209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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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12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13 yellow 1 adj.黄色的；黄皮肤的 adj.胆小的 n.黄色；黄种人；黄色颜料 vi.变黄或发黄 vt.使变黄或发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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