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5-23 [Health and Lifestyle] Seven Tips for Growing Big
Tomat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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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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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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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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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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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mong 2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8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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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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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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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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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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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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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way 2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6 back 1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后
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17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18 begin 1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19 benefit 2 n.利益，好处；救济金 vt.有益于，对…有益 vi.受益，得益

20 be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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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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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b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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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bottom 2 ['bɔtəm] n.底部；末端；臀部；尽头 adj.底部的 vt.装底；测量深浅；查明真相 vi.到达底部；建立基础 n.(Bottom)人名；
(英)博顿

24 branch 1 [brɑ:ntʃ, bræntʃ] vt.分支；出现分歧 vi.分支；出现分歧 n.树枝，分枝；分部；支流 n.(Branch)人名；(英)布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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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ulls 1 [bʊl] n. 公牛；股市看涨的人；<俚>警察 n. 荒谬的话 n. 教皇诏书 adj. 公牛的；鲁莽的

27 burying 1 ['beriiŋ] n.埋；埋葬 v.埋（bury的ing形式）；掩藏 adj.埋葬的

28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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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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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31 center 1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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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challenge 3 n.挑战；怀疑 vt.向…挑战；对…质疑

34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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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compete 1 [kəm'pi:t] vi.竞争；比赛；对抗

37 competitive 1 [kəm'petitiv] adj.竞争的；比赛的；求胜心切的

38 containers 1 [kən'teɪnəs] n.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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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continued 1 [kən'tinju:d] adj.继续的；持久的 v.继续；逗留；维持原状（continu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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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rop 1 [krɔp] n.产量；农作物；庄稼；平头 vt.种植；收割；修剪；剪短 vi.收获

42 cups 1 [kʌps] n. 杯子；奖杯 名词cup的复数形式.

43 c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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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daily 1 ['deili] adj.日常的；每日的 n.日报；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日常地；每日；天天 n.(Daily)人名；(英)戴利

45 damiano 5 n. 达米亚诺

46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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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dee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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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deeply 1 ['di:pli] adv.深刻地；浓浓地；在深处

49 designed 1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50 develop 2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51 developing 1 [di'veləpiŋ] adj.发展中的 n.[摄]显影 v.发展（develop的ing形式）

52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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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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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diseases 2 [dɪ'ziː zɪz] 病害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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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dolomitic 1 [,dɔlə'mitik] adj.含白云石的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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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draining 1 ['dreɪnɪŋ] n. 排水；泄水 动词drain的现在分词形式.

60 each 3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61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62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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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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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ntered 1 ['entə(r)d] adj. 进入的 动词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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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68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佩

69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70 faith 1 [feiθ] n.信仰；信念；信任；忠实 n.(Faith)人名；(匈)福伊特；(英)费思，费丝(女名)；(瑞典)法伊特

71 fertilize 1 ['fə:tilaiz] vt.使受精；使肥沃

72 fewer 1 ['fju:ə] adj.较少的 pron.较少数 int.较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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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find 2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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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following 1 ['fɔləuiŋ] adj.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n.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v.跟随；沿行（follow的ing形式）

77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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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force 1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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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fru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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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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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fruits 2 [f'ru tːs] n. 成果 名词fruit的复数.

83 gard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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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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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gatherings 1 ['ɡæðərɪŋz] n. 聚集，集会（名词gathering的复数形式）

86 genetically 1 [dʒe'netikəli] adv.从遗传学角度；从基因方面

87 giant 1 ['dʒaiənt] n.巨人；伟人；[动]巨大的动物 adj.巨大的；巨人般的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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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90 go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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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got 1 [gɔt] v.得到，明白（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Got)人名；(法)戈；(西、匈、瑞典)戈特

92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93 grow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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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growers 2 [ɡ'rəʊəz] n. 栽培者；生长物 （名词grow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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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growths 1 [ɡ'rəʊθs] 生长

97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伯、
巴基)哈伊

98 heart 1 [hɑ:t] n.心脏；感情；勇气；心形；要点 vt.鼓励；铭记 vi.结心 n.(Heart)人名；(英)哈特

99 heat 1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100 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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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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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homegrown 1 ['həum'grəun] adj.国产的；自家种植的

103 hosted 1 英 [həʊst] 美 [hoʊst] n. 主人；主持人；主办方；大量；寄主；主机 v. 主办；主持；做东

104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105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106 if 3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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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i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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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indoors 1 ['indɔ:z] adv.在室内，在户内

110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11 int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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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invitation 1 n.邀请；引诱；请帖；邀请函

113 is 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4 island 2 ['ailənd] n.岛；岛屿；安全岛；岛状物 adj.岛的 vt.孤立；使成岛状 n.(Island)人名；(英)艾兰

115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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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jessica 2 ['dʒesikə] n.杰西卡（女子名）

117 Jill 1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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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kee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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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kilos 1 英 [kɪ'ləʊs] 美 [kɪ'loʊs] n. 千克；公斤 名词kilo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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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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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larg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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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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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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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leaves 2 [li:vz] n.树叶；花瓣（leaf的复数） v.离开（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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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level 1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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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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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lime 1 [laim] n.石灰；酸橙；绿黄色 vt.撒石灰于；涂粘鸟胶于 adj.绿黄色的 n.(Lime)人名；(法)利姆

132 loc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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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lo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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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love 1 [lʌv] n.恋爱；亲爱的；酷爱；喜爱的事物 vt.喜欢；热爱；爱慕 vi.爱 n.(Love)人名；(英)洛夫

135 loves 1 [lʌv] v. 爱；热爱；喜欢 n. 爱；热爱；爱情；恋爱；喜爱；情人；(网球)零分

136 lower 1 ['ləuə] vt.减弱，减少；放下，降下；贬低 vi.降低；减弱；跌落 adj.下游的；下级的；下等的 n.(Lower)人名；(英、意)洛
厄

137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138 major 1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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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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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meet 2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142 mix 1 [miks] vt.配制；混淆；使混和；使结交 vi.参与；相混合；交往 n.混合；混合物；混乱 n.(Mix)人名；(德、英)米克斯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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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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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146 names 1 [neɪmz] n.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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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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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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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52 notice 1 ['nəutis] n.通知，布告；注意；公告 vt.通知；注意到；留心 vi.引起注意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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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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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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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of 1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57 Older 1 ['əʊldər] adj. 年长的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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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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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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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outdoors 1 ['aut'dɔ:z] adv.在户外 n.户外 adj.户外的（等于outdoor）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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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pay 1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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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pests 2 ['pests] 害虫

166 pH 2 [,pi: 'eitʃ] abbr.酸碱度符号（描述氢离子活度的）

167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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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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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

168 plan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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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plant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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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plenty 1 ['plenti] n.丰富，大量；充足 adj.足够的，很多的 adv.足够 n.(Plenty)人名；(英)普伦蒂

171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172 porterhouse 1 ['pɔ:təhaus, 'pəu-] n.小酒店；餐馆

173 practices 1 ['præktɪs] n. 练习；实行；习惯；业务 v. 练习；实践；开业；执业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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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prevent 2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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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produce 4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178 prune 1 [pru:n] vi.删除；减少 vt.修剪；删除；剪去 n.深紫红色；傻瓜；李子干 n.(Prune)人名；(罗)普鲁内

179 purp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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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181 rais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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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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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react 1 vi.反应，作出反应；产生（化学）反应；

184 reading 1 ['ri:diŋ] n.阅读，朗读；读物；读数 adj.阅读的 v.阅读（read的ing形式）

185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186 reasons 1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187 receives 1 [rɪ'siː v] v. 接到；收到；接待

188 remind 1 [ri'maind] vt.提醒；使想起

189 remove 2 [ri'mu:v] vt.移动，迁移；开除；调动 vi.移动，迁移；搬家 n.移动；距离；搬家

190 removing 2 [riː 'muːvɪŋ] n. 消除；排除；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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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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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rhode 1 [rəud] n.罗德岛

194 Robbins 1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195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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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select 1 [si'lekt] vt.挑选；选拔 adj.精选的；挑选出来的；极好的 vi.挑选 n.被挑选者；精萃

198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199 seven 2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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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shading 1 ['ʃeidiŋ] n.底纹；遮蔽；[印刷]明暗法；[印刷]描影法；留下阴影

202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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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shorter 1 ['ʃɔ:tə] adj.较短的；更短的；更矮的（short的比较级） n.(Shorter)人名；(英)肖特

204 shrub 1 [ʃrʌb] n.灌木；灌木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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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207 sm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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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smell 1 [smel] vi.嗅，闻；有…气味 vt.嗅，闻；察觉到；发出…的气味 n.气味，嗅觉；臭味

209 soil 4 [sɔil] n.土地；土壤；国家；粪便；务农；温床 vt.弄脏；污辱 vi.变脏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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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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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

211 speak 1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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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starter 1 ['stɑ:tə] n.起动机；发令员；第一道菜；发射装置；发起者；参加比赛者，上场队员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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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stems 2 [stem] n. 柄；茎；干；船首 vi. 起源于 vt. 抽去 ... 的梗；给 ... 装柄；逆 ... 而行；阻止，遏制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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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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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stronger 1 [英[strɒŋə(r)] 美[strɒŋə]] adj.更强壮的

219 summer 1 ['sʌmə] n.夏季；全盛时期 vi.避暑；过夏天 adj.夏季的 n.(Summer)人名；(德)祖默；(英)萨默

220 sunlight 1 ['sʌnlait] n.日光 n.(Sunlight)人名；(英)森莱特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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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take 1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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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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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t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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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the 2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27 them 7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28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29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30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31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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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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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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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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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Tips 2 英 [tips] 美 [tɪps] abbr. =Techn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技术情报处理系统[美] n. 顶端；消费；小部件；脏乱的地
方；实用的小建议（名词tip的复数形式）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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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tomato 4 [tə'mɑ:təu, -'mei-] n.番茄，西红柿

239 tomatoes 16 英 [tə'mɑ tːəʊz] 美 [tə'mɑ tːoʊz] n. 番茄；西红柿 名词tomato的复数形式.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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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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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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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variety 2 [英 [və̍ raɪəti] 美 [vəˈraɪɪti] n.多样；种类；杂耍；变化，多样化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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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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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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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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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weed 1 [wi:d] vt.除草；铲除 n.杂草，野草；菸草 vi.除草 n.(Weed)人名；(英)威德

251 weeds 1 [wi:dz] n.野草（weed的复数形式）；丧服；（悼念用的）黑纱 v.清除（w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除去杂草；除去
无用的东西

252 weighed 1 [weɪ] v. 衡量；称(重量)；重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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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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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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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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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whi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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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who 2 pron.谁；什么人

258 wider 1 [waɪdə] adj. 更宽的；更广阔的

259 wi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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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winning 1 ['winiŋ] adj.胜利的；获胜的 n.胜利；获得；成功 v.获胜（win的ing形式） n.(Winning)人名；(英、瑞典、法)温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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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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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264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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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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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268 you 6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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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zac 1 abbr.压铸用锌合金（zincalloyfordieca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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