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6-19 [Health and Lifestyle] How Gardeners Can Control
Harmful Insects, Protect Helpful Ones 词汇表词汇表

1 acceptable 1 [ək'septəbl] adj.可接受的；合意的；可忍受的

2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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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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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6 alcohol 3 ['ælkəhɔl] n.酒精，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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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10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1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2 and 2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3 animals 1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14 ano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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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n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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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phid 1 ['eifid] n.[昆]蚜虫

17 aphids 4 ['eɪfɪdz] 蚜虫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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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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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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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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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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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ttempts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24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25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26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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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beautiful 1 ['bju:tiful] adj.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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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bees 3 ['biː z] 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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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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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lack 1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35 breathing 1 ['bri:ðiŋ] n.呼吸；瞬间；微风 adj.呼吸的；逼真的 v.呼吸（breathe的现在分词）

36 bring 1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37 bringing 1 [briŋ] vt.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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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utterflies 4 英 ['bʌtəflaɪ] 美 ['bʌtərflaɪ] n. 蝴蝶；蝶状物；蝶泳 vt. (烹饪时把鱼肉等）切开摊平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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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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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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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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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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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arefully 1 ['kɛəfəli] adv.小心地

45 case 1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46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47 caterpillars 2 [kætə'pɪləz] 毛虫树

48 chemical 1 ['kemikəl] n.化学制品，化学药品 adj.化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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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hoose 1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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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除；
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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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losely 1 ['kləusli] adv.紧密地；接近地；严密地；亲近地

55 closer 1 ['kləuzə] adj.靠近的 n.[自]闭合器；最后的节目

56 c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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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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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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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60 contact 2 n.接触，联系 vt.使接触，联系 vi.使接触，联系

61 contains 1 [kən'teɪnz] v.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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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ontrol 5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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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rops 1 n.农作物（crop的复数）；收成；[冶]切头 v.种植（crop的三单形式）；收割；修剪；产庄稼

66 current 1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特

67 damage 1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68 damiano 1 n. 达米亚诺

69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70 deal 1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西)
迪尔

71 decide 1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72 defense 1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73 direct 1 [di'rekt, dai-] adj.直接的；直系的；亲身的；恰好的 vt.管理；指挥；导演；指向 vi.指导；指挥 adv.直接地；正好；按直系
关系

74 directions 1 [dɪ'rekʃnz] n. 用法说明；方向；指令 名词direc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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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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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dots 1 ['dɒts] n. 点 dot的复数形式.

78 dried 1 [draid] adj.干燥的；弄干了的 v.使干（原形是dry）

79 dry 1 [drai] adj.干的；口渴的；枯燥无味的；禁酒的 vt.把…弄干 vi.变干 n.干涸 n.(Dry)人名；(法)德里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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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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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cosystem 1 ['i:kəu,sistəm, 'ekəu-] n.生态系统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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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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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extreme 1 [ik'stri:m] adj.极端的；极度的；偏激的；尽头的 n.极端；末端；最大程度；极端的事物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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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fallen 1 ['fɔ:lən] adj.堕落的；落下来的；陷落的 v.落下；跌倒（fall的过去分词）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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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filled 1 [fild] adj.满的；装满的；加满的

89 first 1 [fə:st] adv.第一；首先；优先；宁愿 n.第一；开始；冠军 adj.第一的；基本的；最早的 num.第一 n.(First)人名；(英)弗斯
特；(捷)菲尔斯特

90 flowers 4 英 ['flaʊə(r)] 美 ['flaʊər] n. 花；开花植物；精华；盛时 v. 开花；成熟；用花装饰

91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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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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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fru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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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full 1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96 fungus 1 ['fʌŋgəs] n.真菌，霉菌；菌类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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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gardeners 3 n.园丁，园艺爱好者( gardener的名词复数 )

99 gardens 1 ['gɑːdnz] n. 公园；花园；园林 名词garden的复数形式.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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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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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grou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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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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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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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happy 1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106 harmful 7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107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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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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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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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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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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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helpful 7 ['helpful] adj.有帮助的；有益的

113 holes 1 英 [həʊlz] 美 [hoʊlz] n. 洞；孔 名词hole的复数形式.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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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horticultural 1 [,hɔ:ti'kʌltʃərəl] adj.园艺的

116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17 hurt 1 [hə:t] vt.使受伤；损害；使疼痛；使痛心 vi.感到疼痛；有坏处；带来痛苦 n.痛苦；危害；痛苦的原因 adj.受伤的；痛苦
的；受损的 n.(Hurt)人名；(德、匈、捷)胡特；(英)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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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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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immediately 1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121 impossible 1 [im'pɔsəbl] adj.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的；难以忍受的；不真实的 n.不可能；不可能的事

122 i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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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inactive 1 [in'æktiv] adj.不活跃的；不活动的；怠惰的；闲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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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insecticidal 2 [in,sekti'saidəl] adj.杀虫的；杀虫剂的

126 insects 15 ['ɪnsekts] n. 昆虫；虫子；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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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inspect 1 [in'spekt] vt.检查；视察；检阅 vi.进行检查；进行视察

128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29 invite 1 [in'vait, 'invait] vt.邀请，招待；招致 n.邀请

130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1 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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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jessica 1 ['dʒesikə] n.杰西卡（女子名）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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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k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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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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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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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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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leaves 2 [li:vz] n.树叶；花瓣（leaf的复数） v.离开（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

139 lessen 1 ['lesən] vt.使…变小；使…减轻；使…变少 vi.减少；减轻；变小 n.(Lessen)人名；(德、罗)莱森

140 lik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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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liquid 1 ['likwid] adj.液体的；清澈的；明亮的；易变的 n.液体，流体；流音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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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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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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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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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method 1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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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mildew 1 ['mildju:, -du:] n.霉；霉病 vt.使发霉 vi.发霉；生霉

150 mold 1 [məuld] vt.塑造；使发霉；用模子制作 vi.发霉 n.霉菌；模子 n.(Mold)人名；(英)莫尔德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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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morning 1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153 mo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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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must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155 necessary 1 ['nesisəri]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必需品 n.(Necessary)人名；(英)内塞瑟里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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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night 1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158 nontoxic 2 [nɒn'tɒksɪk] adj. 无毒的

159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60 of 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61 off 2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162 oil 1 [ɔil] n.油；石油；油画颜料 vt.加油；涂油；使融化 vi.融化；加燃油

163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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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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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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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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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o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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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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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organisms 1 有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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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72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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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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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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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176 permitted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177 pest 2 [pest] n.害虫；有害之物；讨厌的人 n.(Pest)人名；(德、捷)佩斯特

178 pesticide 4 ['pestisaid] n.杀虫剂

179 pesticides 3 ['pestɪsaɪdz] n. 杀虫剂

180 pests 7 ['pests] 害虫

181 pick 1 [pik] vi.挑选；采摘；挖 vt.拾取；精选；采摘；掘 n.选择；鹤嘴锄；挖；掩护 n.(Pick)人名；(英、法、德、捷、匈、瑞
典)皮克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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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planted 1 [plaː ntɪd] adj. 种植的 动词plant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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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plants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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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poisoning 1 ['pɔizəniŋ] n.中毒 v.毒害（poison的ing形式）

187 poisonous 1 ['pɔizənəs] adj.有毒的；恶毒的；讨厌的

188 presence 1 ['prezəns] n.存在；出席；参加；风度；仪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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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prevention 2 [pri'venʃən, pri:-] n.预防；阻止；妨碍

191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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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product 2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194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195 rather 1 ['rɑ:ðə, 'ræ-] adv.宁可，宁愿；相当 int.当然啦（回答问题时用） n.(Rather)人名；(英)拉瑟

196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197 remain 1 [ri'mein] vi.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n.遗迹；剩余物，残骸

198 remember 1 [ri'membə] vt.记得；牢记；纪念；代…问好 vi.记得，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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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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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reproduce 1 [,ri:prə'dju:s] vt.复制；再生；生殖；使…在脑海中重现 vi.复制；繁殖

202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203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204 rubbing 2 ['rʌbiŋ] n.摩擦；研磨；摹拓 v.摩擦；按摩；触痛（rub的ing形式）

205 rule 1 [ru:l] vi.统治；管辖；裁定 n.统治；规则 vt.统治；规定；管理；裁决；支配 n.(Rule)人名；(英)鲁尔；(塞)鲁莱

206 saf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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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safest 1 ['seɪfɪst] adj. 安全的 adv. 安全地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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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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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sensitive 1 adj.敏感的；感觉的；[仪]灵敏的；感光的；易受伤害的；易受影响的 n.敏感的人；有灵异能力的人

211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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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13 should 2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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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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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217 skin 1 [skin] n.皮肤；外皮 vt.剥皮 vi.愈合；长皮

218 slugs 1 [slʌgz] n. [动]蛞蝓(俗称鼻涕虫；类似蜗牛的无硬壳动物)；未燃烧着的燃料；未蒸发的燃料液滴 名词slug的复数形式.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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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s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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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soap 2 [səup] n.肥皂 vt.将肥皂涂在……上；对……拍马屁（俚语） vi.用肥皂擦洗

222 som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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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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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225 stachel 2 n. 施塔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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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starts 1 [s'tɑ tːs] v. 开始；启动；开创（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 开始；开创（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

228 step 2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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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to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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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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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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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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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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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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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uffocate 1 ['sʌfəkeit] vi.受阻，受扼制；窒息 vt.压制，阻碍；使……窒息

237 suffocating 1 ['sʌfə,keitiŋ] adj.令人窒息的；使人呼吸困难的；憋气的（suffocate的ing形式）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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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surrounding 1 [sə'raundiŋ] adj.周围的，附近的 n.环境，周围的事物

240 ta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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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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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t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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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the 2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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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them 4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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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they 9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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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threaten 1 ['θretən] vt.威胁；恐吓；预示 vi.威胁；可能来临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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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to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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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253 tomato 2 [tə'mɑ:təu, -'mei-] n.番茄，西红柿

254 too 2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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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traps 1 [træps] n.[计]陷阱；圈套（trap的复数形式）；手提行李；随身用物品

256 treat 1 [tri:t] vt.治疗；对待；探讨；视为 vi.探讨；请客；协商 n.请客；款待 n.(Treat)人名；(英)特里特

257 treatment 1 ['tri:tmənt] n.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258 under 2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259 us 1 pron.我们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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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used 3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62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63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64 vegetables 1 ['vedʒɪtəblz] 蔬菜,vegetable的复数形式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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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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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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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warnings 1 n. 警告信息（warning的复数形式）

269 wash 2 [wɔʃ, wɔ:ʃ] n.洗涤；洗的衣服；化妆水；冲积物 vt.洗涤；洗刷；冲走；拍打 vi.洗澡；被冲蚀 n.(Wash)人名；(英)沃什；
(尼日利)瓦什

270 waste 1 [weist] n.浪费；废物；荒地；损耗；地面风化物 vt.浪费；消耗；使荒芜 vi.浪费；变消瘦；挥霍钱财 adj.废弃的；多余
的；荒芜的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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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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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wet 1 [wet] adj.[气象][物]潮湿的；有雨的 n.雨天；湿气 vt.弄湿 vi.变湿 n.(Wet)人名；(英、纳米、南非)韦特

274 whe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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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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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77 wi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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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windy 1 ['windi] adj.多风的，有风的；腹胀的；吹牛的

279 wise 1 [waiz] adj.明智的；聪明的；博学的 vt.使知道；教导 vi.了解 n.(Wise)人名；(英)怀斯

280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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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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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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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wounds 1 ['wuːndz] n. 伤口 名词wound的复数形式.

286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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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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