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4-27 [Health and Lifestyle] Invasive Fruit Tree Reported
Across th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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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2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th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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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o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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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ee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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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nd 1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7 i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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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callery 8 n. 卡勒里

9 from 8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 pear 8 [pεə] n.[园艺]梨树；梨子 n.(Pear)人名；(英)皮尔

12 tre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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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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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for 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5 h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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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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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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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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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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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them 5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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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created 4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24 c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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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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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fru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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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his 4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8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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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property 4 ['prɔpəti] n.性质，性能；财产；所有权

30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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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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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city 3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33 department 3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34 growth 3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35 invasive 3 [in'veisiv] adj.侵略性的；攻击性的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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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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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莫雷

37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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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pears 3 [peəs] n.皮尔斯（人名）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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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planted 3 [plaː ntɪd] adj. 种植的 动词plant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41 seed 3 [si:d] n.种子；根据；精液；萌芽；子孙；原由 vt.播种；结实；成熟；去…籽 vi.播种；（植物）结实 n.(Seed)人名；(英)
锡德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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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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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Stat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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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survive 3 [sə'vaiv] vt.幸存；生还；幸免于；比...活得长 vi.幸存；活下来

46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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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48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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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were 3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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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across 2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52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53 agency 2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54 agriculture 2 n.农业；农耕；农业生产；农艺，农学

55 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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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bacteria 2 [bæk'tiəriə] n.[微]细菌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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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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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arlisle 2 [kɑ:'lail] n.卡莱尔（英国英格兰西北部城市）

60 Carolina 2 [,kærə'lainə] n.卡罗莱纳州（在美国东南部）

61 Cincinnati 2 [,sinsi'næti] n.辛辛那提（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

62 Culley 2 n. 卡利

63 discovered 2 英 [dɪ'skʌvə(r)] 美 [dɪ'skʌvər] v. 发现；偶然撞见；发觉

64 early 2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65 easily 2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66 edible 2 ['edibl] adj.可食用的 n.食品；食物

67 finally 2 ['fainəli] adv.最后；终于；决定性地

68 flowering 2 ['flauəriŋ] n.开花；饰以花 adj.开花的

69 Gregory 2 ['gregəri] n.格雷戈里（男子名，古代罗马教皇之名）

70 including 2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71 Indiana 2 [,indi'ænə] n.印第安纳州（美国中部的州）

72 kastan 2 卡斯坦

73 k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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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kinds 2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75 landowners 2 n.土地拥有者，地主( landowner的名词复数 )

76 menace 2 ['menəs] n.威胁；恐吓 vi.恐吓；进行威胁 vt.威胁；恐吓

77 nat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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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ornamental 2 [,ɔ:nə'mentəl] adj.装饰的，装饰性的 n.观赏植物；装饰品

79 plant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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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plant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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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produce 2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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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produc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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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production 2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84 publication 2 [,pʌbli'keiʃən] n.出版；出版物；发表

85 reported 2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86 researchers 2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87 scientist 2 ['saiəntist] n.科学家

88 seedlings 2 ['siː dɪŋz] n. 幼苗 名词seedling的复数形式.

89 shade 2 [ʃeid] n.树荫；阴影；阴凉处；遮阳物；（照片等的）明暗度；少量、些微；细微的差别 vt.使阴暗；使渐变；为…遮
阳；使阴郁；掩盖 vi.（颜色、色彩等）渐变 n.(Shade)人名；(英、德)谢德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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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southern 2 ['sʌðən] adj.南的；南方的 n.南方人 n.(Southern)人名；(英)萨瑟恩

92 specimen 2 ['spesimin, -əmən] n.样品，样本；标本

93 stachel 2 n. 施塔赫尔

94 stop 2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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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thing 2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97 university 2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98 us 2 pron.我们

99 USDA 2 abbr. 美国农业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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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02 w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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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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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05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106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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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above 1 [ə'bʌv] prep.超过；在……上面；在……之上 adv.在上面；在上文 adj.上文的 n.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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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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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aggressive 1 [ə'gresiv] adj.侵略性的；好斗的；有进取心的；有闯劲的

112 ahead 1 adj.向前；在前的；领先 adv.向前地；领先地；在（某人或某事物的）前面；预先；在将来，为未来

113 Alabama 1 [,ælə'bæmə] n.阿拉巴马州（美国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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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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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17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18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19 asking 1 ['ɑ:skiŋ] n.请求 v.问（ask的现在分词）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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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Athens 1 ['æθinz] n.雅典（希腊首都）

122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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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bacterial 1 [bæk'tiriəl] adj.[微]细菌的

125 badly 1 ['bædli] adv.非常，很；严重地，厉害地；恶劣地

126 banned 1 [bæn] v. 禁止；剥夺权利 n. 禁令；禁止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27 Banning 1 ['bæniŋ] n.班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班宁（男子名）；浪子娇娃（电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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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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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best 1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131 bioscience 1 ['baiəusaiəns] n.生物科学

132 blight 1 [blait] n.枯萎病；荒芜 vt.破坏；使…枯萎 vi.枯萎 n.(Blight)人名；(英)布莱特

133 blocks 1 ['blɒks] n. 街区 名词block的复数形式.

134 Bradford 1 ['brædfəd] n.布拉德福德（英格兰北部城市）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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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c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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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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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china 1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139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140 climates 1 [k'laɪməts] 气象条件

141 collected 1 [kə'lektid] adj.镇定的；收集成的 v.收集；聚集（collect的过去式）

142 combination 1 [,kɔmbi'neiʃən] n.结合；组合；联合；[化学]化合

143 combining 1 [kəm'bainiŋ] adj.化合的，结合性的 v.结合（combine的ing形式）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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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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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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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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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couple 1 ['kʌpl] n.对；夫妇；数个 vi.结合；成婚 vt.结合；连接；连合 n.(Couple)人名；(法)库普勒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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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52 creating 1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153 dan 1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154 dangerous 1 ['deindʒərəs] adj.危险的 危险地

155 darkness 1 ['dɑ:knis] n.黑暗；模糊；无知；阴郁

156 decoration 1 [dɛkə'reɪʃ(ə)n] n.装饰，装潢；装饰品；奖章

157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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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160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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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dunham 1 n.(Dunham)人名；(英)邓纳姆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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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at 1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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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167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168 estimates 1 ['estɪməts] n.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

169 even 1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170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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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172 existing 1 [ig'zistiŋ] adj.目前的；现存的 v.存在（exist的现在分词）

173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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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fertile 1 adj.富饶的，肥沃的；能生育的

176 Fields 1 n.域，字段；场设置（field复数形式） v.使上场（field的单三形式） n.(Fields)人名；(德、英、葡)菲尔茨

177 fire 1 ['faiə] n.火；火灾；炮火；炉火；热情；激情；磨难 vt.点燃；解雇；开除；使发光；烧制；激动；放枪 vi.着火；射击；开
枪；激动；烧火

178 flower 1 ['flauə] n.花；精华；开花植物 vi.成熟，发育；开花；繁荣；旺盛 vt.使开花；用花装饰 n.(Flower)人名；(英)弗劳尔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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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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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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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Georgia 1 ['dʒɔ:dʒjə] n.乔治亚州；格鲁吉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乔治娅（女子名）

183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84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185 grou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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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的 v.研磨（grind的过去分词）；压迫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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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had 1 v.有；吃；得到（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ux.已经（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

188 hardiman 1 n. 哈迪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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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harming 1 英 [hɑːm] 美 [hɑ rːm] n. 危害；伤害；损害 vt. 伤害；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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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hectares 1 n.公顷（等于2。471英亩）( hectare的名词复数 )

193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94 homeowners 1 ['həʊməʊnəz] / n.；自己拥有住房者；(住自己房子的)私房屋主

195 hoped 1 英 [həʊpt] 美 [hoʊpt] adj. 希望的；盼望的 动词ho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6 howe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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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hurting 1 adj.受伤害的；受损的 v.伤害；伤心；弄痛（hur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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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inedible 1 [in'edibl] adj.不能吃的

200 invasion 1 [in'veiʒən] n.入侵，侵略；侵袭；侵犯

201 James 1 [dʒeimz] n.詹姆斯（姓氏，男子名）；《雅各书》

202 jerrod 1 n. 杰罗德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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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205 land 1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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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light 1 n.光；光线；灯；打火机；领悟；浅色；天窗 adj.轻的；浅色的；明亮的；轻松的；容易的；清淡的 vi.点着；变亮；着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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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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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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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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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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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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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Missouri 1 [mi'zuəri] n.密苏里（美国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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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most 1 [məust] adv.最；非常，极其；最多；几乎 adj.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n.大部分，大多数 n.(Most)人名；(德、俄、
法、芬、捷、英)莫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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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neighbor 1 ['neibə] n.邻居 adj.邻近的 vi.友好；毗邻而居 vt.邻接 n.(Neighbor)人名；(英)内伯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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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nicole 1 [ni'kəul] n.尼科尔（女子名，等于Nichole）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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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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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offering 1 ['ɔfəriŋ, 'ɔ:-] n.提供；祭品；奉献物；牲礼 v.提供（offer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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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Ohio 1 [əu'haiəu] n.俄亥俄州（美国一个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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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228 order 1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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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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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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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Parks 1 n.帕克斯（人名）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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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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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photographic 1 [,fəutə'græfik] adj.摄影的；逼真的；（尤指记忆）详细准确的

238 population 1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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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possibly 1 ['pɔsəbli] adv.可能地；也许；大概

241 producing 1 [prə'djuːsɪŋ] n.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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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re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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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reforestation 1 [,ri:fɔri'steiʃən] n.重新造林

245 regula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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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247 requested 1 [rɪ'kwestɪd] adj. 被请求的；必要的 动词requ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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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rest 1 [rest] vt.使休息，使轻松；把…寄托于 n.休息，静止；休息时间；剩余部分；支架 vi.休息；静止；依赖；安置 n.(Rest)人
名；(英、德、俄、捷、荷)雷斯特

250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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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253 sale 1 [seil] n.销售；出售；拍卖；销售额；廉价出售 n.(Sale)人名；(意、塞、瑞典)萨莱；(英、萨摩)塞尔；(法)萨尔

254 scientists 1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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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seedling 1 ['si:dliŋ] n.秧苗，幼苗；树苗

257 servi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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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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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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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sing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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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slight 1 [slait] adj.轻微的，少量的；脆弱的；细长的；不重要的 vt.轻视，忽略；怠慢 n.怠慢；轻蔑

262 slow 1 [sləu] adj.慢的；减速的；迟钝的 vi.变慢；变萧条 vt.放慢；阻碍 adv.慢慢地；迟缓地 n.(Slow)人名；(英)斯洛

263 soils 1 [sɔɪl] n. 土地；土壤；污物，粪便 v. 弄污

264 solution 1 [sə'lju:ʃən] n.解决方案；溶液；溶解；解答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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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67 son 1 [sʌn] n.儿子；孩子（对年轻人的称呼）；男性后裔 n.(Son)人名；(土、老、柬)松；(法、罗)索恩；(日)存(名)；(日)孙
(姓)；(越)山

268 south 1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269 spokesman 1 ['spəuksmən] n.发言人；代言人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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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tation 1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272 streets 1 [st'riː ts] 街道

273 studying 1 ['stʌdi] n. 研究；学习；学科；书房；(绘画或文学)习作；练习曲；沉思；记忆力…的人；台词记得…的人 v. 研究；
学习；读书；仔细观察；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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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suitable 1 ['sju:təbl] adj.适当的；相配的

276 sun 1 [sʌn] n.太阳 vt.使晒 vi.晒太阳 n.(Sun)人名；(中)孙(普通话·威妥玛)；(柬)孙；(缅)素；(土)松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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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theresa 1 [tə'ri:sə] n.特丽萨（女子名）

279 thinks 1 [θɪŋk] v. 认为；想；记起；考虑 n. 想

280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281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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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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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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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Virginia 1 [və(:)'dʒinjə] n.弗吉尼亚（女子名）；弗吉尼亚州 adj.弗吉尼亚州的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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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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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vogt 1 沃格特(姓氏)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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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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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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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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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95 wild 1 [waild] adj.野生的；野蛮的；狂热的；荒凉的 n.荒野 adv.疯狂地；胡乱地 n.(Wild)人名；(英)怀尔德；(法、德、葡、捷、
匈)维尔德

296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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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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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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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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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work 1 n.工作；[物]功；产品；操作；职业；行为；事业；工厂；著作；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 vt.使工作；操作；经营；使缓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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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302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03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304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05 you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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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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