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5-10 [Health and Lifestyle] Americans Ideas About Their
Lawns Are Changing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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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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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dded 3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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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gainst 2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6 agent 1 ['eidʒənt] n.代理人，代理商；药剂；特工 vt.由…作中介；由…代理 adj.代理的 n.(Agent)人名；(罗)阿真特

7 aimed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8 alicia 1 [ə'liʃiə] n.艾丽西娅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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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1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2 americans 2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13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4 and 1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5 andrew 1 ['ændru:] n.安德鲁（男子名）

16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7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18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19 anytime 1 ['enitaim] adv.任何时候；无例外地

20 ar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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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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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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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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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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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ssociation 1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27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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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ttention 2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29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30 balance 1 ['bæləns] n.平衡；余额；匀称 vt.使平衡；结算；使相称 vi.保持平衡；相称；抵销 n.(Balance)人名；(西)巴兰塞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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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arrow 1 [bærəu] n.搬运架，手推车；弃矿；古坟 n.(Barrow)人名；(英、西)巴罗

33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4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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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ed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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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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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ees 1 ['biː z] 蜜蜂

39 behavior 1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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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elief 1 [bi'li:f] n.相信，信赖；信仰；教义

42 believes 2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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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belongs 1 英 [bɪ'lɒŋ] 美 [bɪ'lɔː ŋ] vi. 应归入；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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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iodiversity 1 [,baiəudai'və:səti] n.生物多样性

46 bit 2 n.[计]比特（二进位制信息单位）；少量；马嚼子；辅币；老一套；一点，一块 vt.控制 adj.很小的；微不足道的 adv.有点
儿；相当 vt.咬（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7 blowers 2 n. 布洛尔斯

48 bray 1 [brei] vi.叫；捣碎 vt.叫 n.驴叫声；喇叭声 n.(Bray)人名；(意)布拉伊；(英、法、西、葡)布雷

49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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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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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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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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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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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arolina 1 [,kærə'lainə] n.卡罗莱纳州（在美国东南部）

56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57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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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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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ities 2 n.都市（歌曲名）

61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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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leanly 1 ['kli:nli] adv.干净地；清洁地 adj.干净的；爱清洁的

64 clover 1 ['kləuvə] n.[植]三叶草；苜蓿；红花草 n.(Clover)人名；(英)克洛弗

65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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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ompanies 1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68 completely 1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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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onstantly 1 ['kɔnstəntli] adv.不断地；时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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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county 1 ['kaunti] n.郡，县

73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74 c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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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cutting 1 ['kʌtiŋ] n.[机]切断；剪辑；开凿 adj.锋利的；严寒的；尖酸刻薄的 v.削减（cut的ing形式）；采伐；切开 n.(Cutting)人
名；(英)卡廷

76 dandelions 1 ['dændɪlaɪənz] n. 蒲公英（名词dandelion的复数形式）

77 decorative 1 ['dekərətiv] adj.装饰性的；装潢用的

78 dennis 1 ['denis] n.丹尼斯（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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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disappearing 1 英 [ˌdɪsə'pɪə(r)] 美 [ˌdɪsə'pɪr] vi. 消失；不见；失踪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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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doing 2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83 drought 1 [draut] n.干旱；缺乏 n.(Drought)人名；(英)德劳特

84 Durham 1 ['dʌrəm] n.达拉谟（英格兰一郡及其首府名）；一种产自该地的有短角肉牛

85 easier 1 [英 ['i:zɪə] 美 ['i:zɪr]] adj.更简单；容易些（easy的比较级形式）；较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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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easy 1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87 eco 1 ['i:kəu; 'ekəu] abbr.电子耦合振荡器（Electron-CoupledOscillator）；环境控制组织（EnvironmentalControlOrganization）；经济合
作组织（EconomicCooperationOrganization） n.(Eco)人名；(意)埃科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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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ncourage 2 [in'kʌridʒ] vt.鼓励，怂恿；激励；支持

90 enemies 1 ['enəmɪz] n. 敌人；敌军；有害物（名词enemy的复数形式）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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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ntertaining 1 [,entə'teiniŋ] adj.令人愉快的 v.款待（entertai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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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nvironmental 1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95 environmentally 1 [en,vairən'mentli] adv.有关环境方面

96 equilibrium 2 [,i:kwi'libriəm] n.均衡；平静；保持平衡的能力

97 established 1 [i'stæbliʃt] adj.确定的；已制定的，已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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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pectations 1 [ekspek'teɪʃnz] 预期继承的遗产

100 experimenting 1 [ɪk'sperɪmənt] n. 试验；实验；尝试 vi. 尝试；做实验

101 extension 1 [ik'stenʃən] n.延长；延期；扩大；伸展；电话分机

102 falling 1 ['fɔ:liŋ] adj.下降的；落下的 n.下降；落下；陷落 v.落下（fall的ing形式） n.(Falling)人名；(瑞典)法林

103 fixate 1 ['fikseit] vi.注视；固定下来 vt.注视…；使固定

104 fixation 1 n.异常依恋，固恋，痴迷；癖 n.固定；定位；定影

105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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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108 foundation 1 [faun'deiʃən] n.基础；地基；基金会；根据；创立

109 fraught 2 [frɔ:t] adj.担心的，忧虑的；充满…的

110 friendl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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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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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gardeners 2 n.园丁，园艺爱好者( gardener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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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gas 2 [gæs] n.气体；[矿业]瓦斯；汽油；毒气 vt.加油；毒（死） vi.加油；放出气体；空谈 n.(Gas)人名；(法、德、西)加斯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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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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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gi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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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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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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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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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gras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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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grasses 1 ['grɑːsɪz] n. 禾本科植物 名词grass的复数.

124 grassy 1 ['grɑ:si] adj.长满草的；草绿色的 n.(Grassy)人名；(英、法、西)格拉西

125 green 1 [gri:n] adj.绿色的；青春的 n.绿色；青春 vt.使…变绿色 vi.变绿色 n.(Green)人名；(英、意)格林；(瑞典、芬)格伦

126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27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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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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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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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grows 1 英 [ɡrəʊ] 美 [ɡroʊ] v. 增加；生长；变成；种植；逐渐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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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habitat 2 ['hæbitæt] n.[生态]栖息地，产地 n.(Habitat)人名；(德)哈比塔特

133 handing 1 [hænd] n. 手；协助；手艺 v. 给；传 Hand. n. 汉德（英文姓）

134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135 h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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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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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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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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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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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41 hobby 1 ['hɔbi] n.嗜好；业余爱好 n.(Hobby)人名；(英)霍比

142 holloway 2 霍洛韦（人名）

143 h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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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homeowner 1 英 ['həʊməʊnə(r)] 美 ['hoʊmoʊnər] n. 房主

145 homeowners 2 ['həʊməʊnəz] / n.；自己拥有住房者；(住自己房子的)私房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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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ideas 1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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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i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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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insect 1 ['insekt] n.昆虫；卑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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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3 issue 1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154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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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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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john 2 [dʒɔn] n.厕所

158 julia 1 ['dʒu:ljə] n.朱莉娅（女子名）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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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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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keeping 2 ['ki:piŋ] n.保管；一致；协调；遵守 v.保持；遵守（keep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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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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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lar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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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Las 1 [læs] abbr.阿拉伯国家联盟（LeagueofArabStates）；大气科学实验室（LaboratoryofAtmosphericSciences）；光敏开关
（LightActivatedSwitch）

166 lawn 9 [lɔ:n] n.草地；草坪 n.(Lawn)人名；(缅)朗

167 lawns 10 ['lɔː nz] 草坪

168 laws 1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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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leaf 1 [li:f] n.叶子；（书籍等的）一张；扇页 vi.生叶；翻书页 vt.翻…的页，匆匆翻阅 n.(Leaf)人名；(英)利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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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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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letting 1 ['letiŋ] n.出租；租金 v.让，允许（let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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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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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likely 2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76 Liu 3 n.刘（中国姓氏）；线路接口单元 n.(Liu)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罗)利乌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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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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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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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81 looks 2 [lʊks] n. 外貌(恒用复数)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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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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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making 2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185 many 5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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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measures 1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188 mixes 1 [mɪks] v. 混合；掺入；合成；联系；融合；介入 n. 混合(物)；融合

189 monoculture 2 ['mɔnəu,kʌltʃə] n.单作；单一栽培

190 mor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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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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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193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94 mowers 2 n.割草机( mower的名词复数 ); 刈割者

195 mu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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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97 nati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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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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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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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neat 1 [ni:t] adj.灵巧的；整洁的；优雅的；齐整的；未搀水的；平滑的

201 need 2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202 neighbors 1 ['neɪbɔː z] n. 邻居 名词neighbor的复数形式. =neighbours.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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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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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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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noise 1 [nɔiz] n.[环境]噪音；响声；杂音 vt.谣传 vi.发出声音；大声议论 n.(Noise)人名；(英)诺伊斯

207 non 1 [nɔn] adv.非，不 n.投反对票的人，反对票 n.(Non)人名；(柬)嫩；(俄)诺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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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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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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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212 number 1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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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offer 1 [ˈɒfə] vt.提供；出价；试图 n.提议；出价；意图；录取通知书 vi.提议；出现；献祭；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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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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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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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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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218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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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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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opinion 1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222 o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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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24 others 2 pron.其他人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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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outdoor 1 ['əutdɔ:] adj.户外的；露天的；野外的（等于out-of-door）

227 overcome 1 [,əuvə'kʌm] vt.克服；胜过 vi.克服；得胜

228 pack 1 [pæk] n.包装；一群；背包；包裹；一副 vt.包装；压紧；捆扎；挑选；塞满 vi.挤；包装货物；被包装；群集 n.(Pack)人
名；(英、德)帕克

229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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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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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paying 1 ['pei'ŋ] adj.支付的；赢利的；合算的 n.支付；填缝；放送绳链 v.支付；报答（pay的ing形式）

233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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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pl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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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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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plan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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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playing 1 ['pleiiŋ] n.比赛；演奏 v.玩耍（play的ing形式）

239 political 1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240 popular 3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241 populations 1 [pɒpjʊ'leɪʃnz] 居群

242 powered 2 ['pauəd] adj.有动力装置的；以…为动力的 n.促进（power的过去分词）；给…提供动力

243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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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professionals 1 [prə'feʃənl] adj. 职业的; 专业的 n. 专家; 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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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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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realized 1 ['riː əlaɪz] vt. 实现；了解；意识到；变卖

249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50 relations 1 [ri'leʃənz] n.关系；交往；事务

251 relaxing 1 [ri'læksiŋ] adj.令人轻松的 v.放松；休息（relax的ing形式）；缓和；松懈

252 removal 1 [ri'mu:vəl] n.免职；移动；排除；搬迁

253 replace 1 [ri'pleis] vt.取代，代替；替换，更换；归还，偿还；把…放回原处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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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requiring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256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57 rid 1 [rid] vt.使摆脱；使去掉 n.(Rid)人名；(英)里德

258 rubin 1 ['rʌbɪn] n. 品红

259 rules 2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60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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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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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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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64 scarce 1 [skεəs] adj.缺乏的，不足的；稀有的 adv.仅仅；几乎不；几乎没有

265 scarcity 2 ['skεəsəti] n.不足；缺乏

266 se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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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erve 1 [sə:v]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n.发球，轮到发
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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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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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shift 2 [ʃift] n.移动；变化；手段；轮班 vi.移动；转变；转换 vt.转移；改变；替换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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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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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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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76 somethin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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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278 spaces 2 n. 空格；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

279 species 1 ['spi:ʃi:z, -si:z] n.[生物]物种；种类 adj.物种上的

280 sped 1 [sped] v.加速；飞驰（speed的过去分词）

281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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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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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steps 1 n.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台阶，步骤（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

285 still 4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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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stress 1 [stres] n.压力；强调；紧张；重要性；重读 vt.强调；使紧张；加压力于；用重音读 n.(Stress)人名；(意)斯特雷斯

288 struggled 1 ['strʌgəld] adj.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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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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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supports 1 [sə'pɔː ts] n. 支持

292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293 ter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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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th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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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the 2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96 thei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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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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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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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00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01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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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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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304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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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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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tools 1 [tu lː]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308 towns 1 n. 汤斯

309 trade 1 [treid] n.贸易，交易；行业；职业 vi.交易，买卖；以物易物 vt.用…进行交换

310 tradition 1 [trə'diʃən] n.惯例，传统；传说

311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312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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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unique 2 [ju:'ni:k] adj.独特的，稀罕的；[数]唯一的，独一无二的 n.独一无二的人或物 n.(Unique)人名；(英)尤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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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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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unlike 1 [,ʌn'laik] adj.不同的，不相似的 prep.和…不同，不像

318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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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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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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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322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323 Vegas 1 [veigəs] n.维加斯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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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vice 1 [vais] n.恶习；缺点；[机]老虎钳；卖淫 prep.代替 vt.钳住 adj.副的；代替的 n.(Vice)人名；(塞)维采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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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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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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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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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331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32 Wilson 1 ['wilsən] n.威尔逊（姓氏）

333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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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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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37 worry 1 ['wʌri, 'wə:ri] n.担心；烦恼；撕咬 vt.担心；发愁；折磨 vi.担心；烦恼；撕咬

338 worse 1 [wə:s, 'wə:s] adj.更坏的；更差的；更恶劣的（bad的比较级）；（病情）更重的（ill的比较级） adv.更糟；更坏；更恶劣
地；更坏地 n.更坏的事；更恶劣的事

339 written 1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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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yards 3 [jɑːdz] n. 场地；码 名词yar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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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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