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5-03 [Health and Lifestyle] Choose Native Plants for Your
Garden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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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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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5 agencies 2 ['eɪdʒənsi] n. 代理；代理处；政府机构

6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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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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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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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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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13 ano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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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ny 1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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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rea 3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7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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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sk 1 [ɑ:sk, æsk] vt.问，询问；要求；需要；邀请；讨价 vi.问，询问；要求 n.(Ask)人名；(芬、瑞典)阿斯克

19 associated 1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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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void 2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22 ban 1 [bæn] vt.禁止，取缔 n.禁令，禁忌 n.(Ban)人名；(日)蕃(名)；(缅、老、柬)班；(东南亚国家华语)万；(法)邦；(中)饼(广东
话·威妥玛)；(德、塞、罗、阿拉伯)巴恩；(英)班恩

23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4 beautiful 2 ['bju:tiful] adj.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

25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26 become 2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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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29 birds 4 ['bɜːdz] n. 鸟，鸟类；禽（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

30 blazing 1 ['bleiziŋ] adj.燃烧的；强烈的；闪耀的 adv.非常 v.燃烧；闪耀；迸发；公开（blaze的ing形式）

31 block 1 n.块；街区；大厦；障碍物 vt.阻止；阻塞；限制；封盖 adj.成批的，大块的；交通堵塞的 n.(Block)人名；(英、法、
德、西、葡、芬、罗)布洛克

32 boats 1 英 [bəʊt] 美 [boʊt] n. 船；船型物 v. 划船；放于船上；乘船

33 branches 1 英 [brɑːntʃ] 美 [bræntʃ] n. 分部；部门；分店；分支；树枝 v. 分岔；分支

34 bush 2 [buʃ] n.灌木；矮树丛 vt.以灌木装饰；使…精疲力竭 vi.丛生；浓密地生长 adj.如灌木般长得低矮的；粗野的

35 b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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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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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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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39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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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hoose 1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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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limbing 1 ['klaimiŋ] adj.上升的；攀缘而登的 n.攀登 v.爬（climb的ing形式）

42 clog 1 [klɔg] v.阻塞；障碍 n.障碍；木底鞋

43 clogs 1 英 [klɒɡ] 美 [klɑːɡ] vt. 阻塞；妨碍 vi. 阻塞；结块；跳木屐舞 n. 木屐；障碍

44 clothing 2 ['kləuðiŋ] n.（总称）[服装]服装；帆装 v.覆盖（clothe的ing形式）；给…穿衣

45 code 2 [kəud] n.代码，密码；编码；法典 vt.编码；制成法典 vi.指定遗传密码 n.(Code)人名；(英、法、西)科德

46 colleges 1 ['kɒlɪdʒɪz] 高校

47 considered 2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48 contained 1 [kən'teind] adj.泰然自若的，从容的；被控制的 v.包含；遏制（contain的过去分词）；容纳

49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50 control 2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51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52 Cornell 1 [kɔ:'nel] n.康奈尔（姓氏）

53 course 1 n.科目；课程；过程；进程；道路；路线，航向；一道菜 vt.追赶；跑过 vi.指引航线；快跑

54 daffodil 1 ['dæfədil] n.水仙花 adj.水仙花色的 n.(Daffodil)人名；(英)达芙迪尔

55 damiano 7 n. 达米亚诺

56 delighted 1 [di'laitid] adj.高兴的；欣喜的 v.使…兴高采烈；感到快乐（delight的过去分词）

57 destroys 1 [dɪ'strɔɪ] v. 破坏；杀死；消灭；摧毁

58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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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discovered 1 英 [dɪ'skʌvə(r)] 美 [dɪ'skʌvər] v. 发现；偶然撞见；发觉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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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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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aten 1 [英 [ˈi:tn] 美 [ˈitn] v.吃（eat的过去分词）

64 ecological 2 [,i:kə'lɔdʒikəl, ,ekə-,-'lɔdʒik] adj.生态的，生态学的

65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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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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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nvironment 1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69 environmental 3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70 environments 1 [en'vaɪərənmənts] 环境

71 equally 1 ['i:kwəli] adv.同样地；相等地，平等地；公平地

72 fast 2 [fɑ:st, fæst] adj.快速的，迅速的；紧的，稳固的 adv.迅速地；紧紧地；彻底地 vi.禁食，斋戒 n.斋戒；绝食 n.(Fast)人名；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73 favorite 1 ['feivərit] n.幸运儿；喜欢的事物；特别喜欢的人 adj.最喜爱的；中意的；宠爱的 n.(Favorite)人名；(英)费沃里特

74 ferns 1 ['fɜːnz] 蕨类

75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76 finish 1 ['finiʃ] vt.完成；结束；用完 vi.结束，终止；终结 n.结束；完美；回味（葡萄酒）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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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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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flowers 1 英 ['flaʊə(r)] 美 ['flaʊər] n. 花；开花植物；精华；盛时 v. 开花；成熟；用花装饰

80 food 2 [fu:d] n.食物；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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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83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84 garde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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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gardener 2 ['gɑ:dənə] n.园丁；花匠；园艺家 n.(Gardener)人名；(英)加德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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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gardening 1 ['gɑ:dəniŋ] n.园艺；园林工人的工作

87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88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89 graduate 2 ['grædʒuət, -eit, 'grædjueit, -dʒu-] vt.授予…学位；分等级；标上刻度 vi.毕业；渐变 n.研究生；毕业生 adj.毕业的；研究生的

90 graduated 1 ['grædjueitid, -dʒu-] adj.累进的；分等级的；毕了业的；为毕业生设立的 v.使毕业；毕业（graduate的过去分词）；使…
升级

91 groups 2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92 gro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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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growing 2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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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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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habitat 1 ['hæbitæt] n.[生态]栖息地，产地 n.(Habitat)人名；(德)哈比塔特

97 happily 1 ['hæpili] adv.快乐地；幸福地；幸运地；恰当地

98 harmful 3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99 harmless 2 ['hɑ:mlis] adj.无害的；无恶意的

100 harms 1 英 [hɑːm] 美 [hɑ rːm] n. 危害；伤害；损害 vt. 伤害；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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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lth 3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03 healthy 1 ['helθi] adj.健康的，健全的；有益于健康的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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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her 5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106 herself 1 [hə:'self] pron.她自己（she的反身代词）；她亲自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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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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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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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idiom 1 ['idiəm] n.成语，习语；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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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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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insects 1 ['ɪnsekts] n. 昆虫；虫子；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

114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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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invasive 11 [in'veisiv] adj.侵略性的；攻击性的

117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8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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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20 itself 1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121 jessica 2 ['dʒesikə] n.杰西卡（女子名）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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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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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Lakes 1 [leiks] n.[地理]湖泊，湖畔；[涂料]色淀 n.(Lakes)人名；(德)拉克斯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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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later 2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128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129 learned 1 ['lə:nid] adj.博学的；有学问的；学术上的 n.(Learned)人名；(英)勒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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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31 libraries 1 英 ['laɪbrəri] 美 ['laɪbreri] n. 图书馆；藏书；书房

132 lifestyle 2 ['laifstail] n.生活方式 保健的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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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listed 1 ['listid] adj.列出的；表列的；已登录的 v.列出；登记（list的过去分词）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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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loca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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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loosestrife 2 ['lu:sstraif] n.珍珠菜 adj.千屈科植物的

138 loved 1 [lʌvd] v.热爱（love的过去分词） adj.恋爱的；受珍爱的

139 low 1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140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41 master 1 ['mɑ:stə, 'mæstə] vt.控制；精通；征服 n.硕士；主人；大师；教师 adj.主人的；主要的；熟练的 n.(Master)人名；(英)马斯
特

142 matteo 2 n. 马泰奥

143 matter 1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144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45 meaning 1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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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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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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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narrow 1 ['nærəu] adj.狭窄的，有限的；勉强的；精密的；度量小的 n.海峡；狭窄部分，隘路 vt.使变狭窄 vi.变窄

152 nati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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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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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newspaper 1 ['nju:s,peipə, 'nju:z-] n.报纸 报社 旧报纸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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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not 8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57 of 1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58 officially 1 [ə'fiʃəli] adv.正式地；官方地；作为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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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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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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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163 on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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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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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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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67 otherwise 1 adv.否则；另外；在其他方面 adj.另外的；其他方面的；原本，本来 conj.其他；如果不；然后

168 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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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outgrow 1 vt.过大而不适于；出生；长大成熟而不再

170 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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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passage 1 n.一段（文章）；走廊；通路；通过 n.(Passage)人名；(英)帕西奇；(法)帕萨热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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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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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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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phrase 2 [freiz] n.短语,习语,措辞,乐句 vt.措词,将(乐曲)分成乐句

175 pipe 1 [paip] n.管；烟斗；笛 vi.吹笛；尖叫 vt.用管道输送；尖声唱；用管乐器演奏 n.(Pipe)人名；(匈)皮佩；(英)派普

176 places 2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77 plan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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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plants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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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pr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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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181 program 1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182 property 1 ['prɔpəti] n.性质，性能；财产；所有权

183 protection 1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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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pulled 1 ['pʊld] adj. 牵引的 v. 拉；拖；牵；拔（动词pu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86 purple 3 ['pə:pl] adj.紫色的；帝王的；华而不实的 n.紫色；紫袍 vi.变成紫色 vt.使成紫色

187 push 1 vt.推动，增加；对…施加压力，逼迫；按；说服 vi.推进；增加；努力争取 n.推，决心；大规模攻势；矢志的追求

188 quick 1 [kwik] n.核心；伤口的嫩肉 adj.快的；迅速的，敏捷的；灵敏的 adv.迅速地，快 n.(Quick)人名；(英、德、瑞典、芬)奎
克

189 rapid 2 ['ræpid] adj.迅速的，急促的；飞快的；险峻的 n.急流；高速交通工具，高速交通网

190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191 relationship 1 [ri'leiʃənʃip] n.关系；关联

192 replaced 1 [rɪ'pleɪsd] adj. 被替换的 动词re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3 report 2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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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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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rhododendron 1 [,rəudə'dendrən] n.杜鹃花

197 Rivers 1 ['rivə:s] n.里弗斯（人名）；河流州（尼日利亚州名）；河水钻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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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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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01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202 secret 1 ['si:krit] n.秘密；秘诀；机密 adj.秘密的；机密的 n.(Secret)人名；(法)塞克雷

203 see 1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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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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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seems 1 [siː mz]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07 self 2 [self] n.自己，自我；本质；私心 adj.同一的 vt.使自花授精；使近亲繁殖 vi.自花授精 n.(Self)人名；(英)塞尔夫

208 sellers 1 n. 塞勒斯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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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sheep 3 [ʃiː p] n.羊，绵羊；胆小鬼

211 shelter 1 ['ʃeltə] n.庇护；避难所；遮盖物 vt.保护；使掩蔽 vi.躲避，避难 n.(Shelter)人名；(英)谢尔特

212 shrub 1 [ʃrʌb] n.灌木；灌木丛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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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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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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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sold 2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216 s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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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sower 2 ['səuə] n.播种者；播种机；煽动者 n.(Sower)人名；(德)佐沃

218 speaking 1 ['spi:kiŋ] adj.演讲的；富于表情的，雄辩的 n.说话；演讲 v.讲（speak的ing形式）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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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spreading 2 ['spredɪŋ] n.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

221 spreads 1 [spred] v. 传播；展开；散布；铺开；伸展；涂撒 n. 范围；传播；差额；幅度；盛宴

222 spring 1 [spriŋ] n.春天；弹簧；泉水；活力；跳跃 adj.春天的 vi.生长；涌出；跃出；裂开 vt.使跳起；使爆炸；突然提出；使弹
开 n.(Spring)人名；(德)施普林；(英、芬、瑞典)斯普林

223 star 1 [stɑ:] n.星，恒星；明星；星形物 vt.用星号标于；由…主演，由…担任主角 vi.担任主角 adj.明星的，主角的；星形的 n.
(Star)人名；(瑞典)斯塔尔；(德)施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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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st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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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stores 1 [s'tɔː z]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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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treet 1 [stri:t] n.街道 adj.街道的 n.(Street)人名；(英、葡)斯特里特；(德)施特雷特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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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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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32 swimmers 1 [s'wɪməz] 白色有光绒面呢

233 tha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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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the 2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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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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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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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39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40 thick 1 [θik] n.最拥挤部分；活动最多部分；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厚的；浓的；粗大的 adv.密集地；浓浓地，厚厚地 n.
(Thick)人名；(英)西克

241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42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243 thi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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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45 through 1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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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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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49 truth 1 [tru:θ] n.真理；事实；诚实；实质

250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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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understanding 1 [,ʌndə'stændiŋ] n.谅解，理解；理解力；协议 adj.了解的；聪明的；有理解力的 v.理解；明白（understand的ing
形式）

253 universities 1 英 [ˌjuːnɪ'vɜːsəti] 美 [ˌjuːnɪ'vɜ rːsəti] n.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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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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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57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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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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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vigorous 2 ['vigərəs] adj.有力的；精力充沛的

260 VOA 2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261 warns 2 英 [wɔː n] 美 [wɔː 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262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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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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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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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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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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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which 3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70 wildlife 1 ['waildlaif] n.野生动植物 adj.野生动植物的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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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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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wolf 1 [wulf] n.狼；色狼；残忍贪婪之人 vt.大吃；狼吞虎咽地吃 n.(Wolf)人名；(以、捷、芬、瑞典、德、匈、法、罗、荷、英)
沃尔夫

274 wolves 2 [wulvz, 'wulvz] n.狼；贪婪者；色狼（wolf的复数） v.大口地快吃；狼吞虎咽（wolf的单三形式）

275 word 3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276 wor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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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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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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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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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your 3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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