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7-19 [Health and Lifestyle] How to Plan for Cold-season
Cr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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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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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ed 1 ['eidʒid] adj.年老的；…岁的；老年人特有的 v.老化（age的过去式）；成熟；变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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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1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12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3 and 2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4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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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pply 1 [ə'plai] vt.申请；涂，敷；应用 vi.申请；涂，敷；适用；请求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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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rea 4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9 areas 4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20 arrives 1 [ə'raɪv] vi. 到达；到来；成功

21 artichokes 1 ['ɑ tːɪtʃəʊks] 朝鲜蓟

22 arugula 2 [ə'ru:gələ] n.芝麻菜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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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sian 2 ['eiʃən] n.亚洲人 adj.亚洲的；亚洲人的

25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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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ugust 1 ['ɔː gəst]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n.八月（简写为Aug） n.(August)人名；(法、葡、西、俄、罗、英、德、瑞典、挪)奥
古斯特

28 autumn 2 ['ɔ:təm] n.秋天；成熟期；渐衰期，凋落期 adj.秋天的，秋季的 n.(Autumn)人名；(英)奥特姆

29 average 1 n.平均；平均数；海损 adj.平均的；普通的；通常的 vt.算出…的平均数；将…平均分配；使…平衡 vi.平均为；呈中
间色

30 avoid 3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31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32 backward 1 ['bækwəd] adj.向后的；反向的；发展迟缓的 adv.向后地；相反地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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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eans 1 ['biː nz] n. 豆；豆形果实 名词bean的复数形式.

35 beets 2 n. 比茨(姓氏) beets. n. 甜菜；甜菜根 名词beet的复数形式.

36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37 better 2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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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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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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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broccoli 1 ['brɔkəli] n.花椰菜；西兰花 n.(Broccoli)人名；(英、意)布罗科利

41 Brussels 1 ['brʌslz] n.布鲁塞尔（比利时首都）

42 b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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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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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abbage 1 n.卷心菜，甘蓝菜，洋白菜；（俚)脑袋；（非正式、侮辱）植物人（常用于英式英语）；（俚）钱，尤指纸币（常
用于美式俚语）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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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a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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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areful 1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48 carrots 1 ['kærəts] n. 胡萝卜 名词carrot的复数形式.

49 Caty 1 卡蒂

50 cauliflower 2 ['kɔli,flauə] n.花椰菜，菜花

51 celery 1 ['seləri] n.[园艺]芹菜

52 Celsius 2 ['selsiəs] adj.摄氏的 n.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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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hard 2 [tʃɑ:d] n.可供食用的甜菜 n.(Chard)人名；(英)查德

55 climate 2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56 cloth 1 [klɔθ, klɔ:θ] n.布；织物；桌布 adj.布制的 n.(Cloth)人名；(德)克洛特

57 cold 3 [kəuld] adj.寒冷的；冷淡的，不热情的；失去知觉的 n.寒冷；感冒 adv.完全地

58 collards 2 ['kɒlədz] 甘蓝叶

59 compost 2 ['kɔmpɔst] n.堆肥；混合物 vt.堆肥；施堆肥

60 containers 1 [kən'teɪnəs] n.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

61 cool 5 [ku:l] adj.凉爽的；冷静的；出色的 vt.使…冷却；使…平静下来 vi.变凉；平息 n.凉爽；凉爽的空气 adv.冷静地 n.(Cool)人
名；(法)科尔；(英)库尔

62 cooler 1 n.冷却器；清凉剂 adj.更冷的（cool的比较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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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ount 1 [kaunt] vt.计算；认为 vi.计数；有价值 n.计数；计算；伯爵 n.(Count)人名；(法、德、南非)伯爵(欧洲贵族头衔)，康特(人
名)

65 covering 1 ['kʌvəriŋ] adj.掩盖的，掩护的 n.遮盖物，覆盖物 v.覆盖；穿（cover的ing形式）；代替

66 coverings 1 ['kʌvərɪŋz] n. 覆盖物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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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crop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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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crowding 1 [krɑʊdɪŋ] n. 拥挤 动词crowd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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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damiano 2 n. 达米亚诺

72 date 3 [deit] n.日期；约会；年代；枣椰子 vi.过时；注明日期；始于（某一历史时期） vt.确定…年代；和…约会 n.(Date)人名；
(日)伊达(姓)；(英)戴特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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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daylight 1 ['deilait] n.白天；日光；黎明；公开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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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decayed 1 [dɪ'keɪd] adj. 腐败的；被蛀的 动词dec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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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degrees 3 英 [di'ɡri:z] 美 [dɪ'ɡri:z] n. 度；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

79 delicious 1 [di'liʃəs] adj.美味的；可口的

80 depth 1 [depθ] n.[海洋]深度；深奥

81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82 die 1 [dai] vi.死亡；凋零；熄灭 vt.死，死于… n.冲模，钢模；骰子 n.(Die)人名；(西)迭；(阿拉伯)迪埃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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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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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downward 1 ['daunwəd] adj.向下的，下降的 adv.向下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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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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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arth 1 n.地球；地表，陆地；土地，土壤；尘事，俗事；兽穴 vt.把（电线）[电]接地；盖（土）；追赶入洞穴 vi.躲进地洞

89 ease 1 [i:z] vt.减轻，缓和；使安心 n.轻松，舒适；安逸，悠闲 vi.减轻，缓和；放松；灵活地移动

90 eggplants 1 ['eɡplɑːnts] 茄子

91 endive 1 ['endaiv, -div] n.菊苣；莴苣菜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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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njoy 2 [in'dʒɔi] vt.欣赏，享受；喜爱；使过得快活

94 equator 1 [i'kweitə] n.赤道

95 escarole 1 ['eskərəul] n.莴苣菜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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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 1 adj.准确的，精密的；精确的 vt.要求；强求；急需 vi.勒索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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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eptions 1 [ɪk'sepʃənz] n. 例外 名词exception的复数形式.

100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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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tra 1 ['ekstrə] adv.特别地，非常；另外 n.临时演员；号外；额外的事物；上等产品 adj.额外的，另外收费的；特大的

103 fertilizer 1 ['fə:tilaizə] n.[肥料]肥料；受精媒介物；促进发展者

104 fi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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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firmly 1 ['fə:mli] adv.坚定地，坚决地；坚固地，稳固地

106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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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08 for 10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9 form 1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110 freezes 1 [f'riː zɪz] 动词freez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11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12 frost 8 [frɔst] vt.结霜于；冻坏 vi.结霜；受冻 n.霜；冰冻，严寒；冷淡 n.(Frost)人名；(英、捷、葡、瑞典、德、匈、罗、丹、
俄)弗罗斯特

113 frosts 1 英 [frɒst] 美 [frɔː st] n. 霜；霜冻；严寒 v. 结霜；冻死；用糖衣装饰

114 fruits 1 [f'ru tːs] n. 成果 名词fruit的复数.

115 fully 2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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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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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generous 2 ['dʒenərəs] adj.慷慨的，大方的；宽宏大量的；有雅量的

119 gently 1 ['dʒentli] adv.轻轻地；温柔地，温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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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gra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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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greens 4 n.绿地；绿叶蔬菜；生手；绿色物（green的复数） v.使变绿色；使恢复活力（green的三单形式）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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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grow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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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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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grow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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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growth 1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128 growths 1 [ɡ'rəʊθs] 生长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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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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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harden 1 ['hɑ:dən] vi.变硬，变坚固；变坚强；变冷酷 vt.使…变硬；使…坚强；使…冷酷；使…麻木不仁 n.(Harden)人名；(英、
德、罗、瑞典)哈登；(法)阿尔当

132 healthful 1 ['helθful] adj.健康的；有益健康的；卫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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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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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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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hot 1 [hɔt] adj.热的；辣的；热情的；激动的；紧迫的 adv.热；紧迫地 vi.变热 vt.增加；给…加温 n.(Hot)人名；(塞)霍特；(法)奥
特

137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38 ice 1 [[ais] n.冰；冰淇淋；矜持；（俚）钻石 vt.冰镇；结冰 vi.结冰 adj.冰的 n.(Ice)人名；(英)艾斯；(法)伊斯

139 if 6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40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141 improved 1 [ɪm'pruːvd] adj. 改良的；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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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144 indoors 1 ['indɔ:z] adv.在室内，在户内

145 int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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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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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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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jessica 2 ['dʒesikə] n.杰西卡（女子名）

149 kale 2 [keil] n.[植]羽衣甘蓝；蔬菜汤 n.(Kale)人名；(匈)考莱；(乌干)卡利；(塞、埃塞)卡莱

150 kee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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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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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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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kohlrabi 1 [,kəul'rɑ:bi] n.甘蓝；大头菜

154 labor 1 ['leibə] n.劳动；工作；劳工；分娩 vi.劳动；努力；苦干 vt.详细分析；使厌烦 n.(Labor)人名；(德、塞、法)拉博尔；(英)
拉博

155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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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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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lettuce 1 ['letis] n.[园艺]生菜；莴苣；（美）纸币

159 lettuces 1 ['letɪsɪz] n. 莴苣（名词lettuce的复数形式）

160 lies 1 [laɪ] v. 躺下；位于；在于；平放；存在；延伸；说谎 n. 谎言

161 l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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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lik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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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limited 2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164 live 2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165 loosen 1 ['lu:sən] vt.放松；松开 vi.放松；松开 n.(Loosen)人名；(德)洛森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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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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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167 manure 2 [mə'njuə] vt.施肥于；耕种 n.肥料；粪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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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material 2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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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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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minus 1 ['mainəs] prep.减，减去 n.负号，减号；不足；负数 adj.减的；负的 n.(Minus)人名；(英)米纳斯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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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mixture 1 ['mikstʃə] n.混合；混合物；混合剂

175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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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morning 1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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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mulch 2 [mʌltʃ] n.覆盖物，护盖物；护根 vt.做护根；以护盖物覆盖

180 mustard 1 ['mʌstəd] n.芥末；芥菜；深黄色；强烈的兴趣 n.(Mustard)人名；(英)马斯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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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83 needs 2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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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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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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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November 2 [nəu'vembə] n.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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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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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nutrients 1 ['nju tːrɪənts] n. 营养素，营养物，营养品（名词nutrient的复数形式）

191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192 of 1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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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organic 1 [ɔ:'gænik] adj.[有化]有机的；组织的；器官的；根本的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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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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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ov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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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overcrowding 1 [,əuvə'kraudiŋ] n.过度拥挤；挤满 v.过度拥挤（overcrowd的ing形式）；把…塞得过满

199 overnight 3 [,əuvə'nait, 'əuvənait] adv.通宵；突然；昨晚 adj.晚上的；通宵的；前夜的 n.头天晚上；一夜的逗留 vt.连夜快递 vi.过一
夜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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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parsnips 2 n.欧洲防风草( parsnip的名词复数 )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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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peppers 1 英 ['pepə(r)] 美 ['pepər] n. 胡椒粉；辣椒 vt. 加胡椒粉于；不断打击

204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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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斯

206 plan 1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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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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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plantin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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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plant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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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plastics 1 ['plæstiks] n.塑料；整形外科；外科修补术

211 point 1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212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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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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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protect 3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15 providing 1 [prəu'vaidiŋ] conj.假如，以…为条件 v.供给（provide的ing形式）；预备

216 pull 1 [pul] vt.拉；拔；拖 vi.拉，拖；拔 n.拉，拉绳；拉力，牵引力；拖 n.(Pull)人名；(法)皮尔；(德、瑞典)普尔

217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218 radicchio 1 [ræ'di:kjəu] n.菊苣 n.(Radicchio)人名；(意)拉迪基奥

219 radishes 1 n.（做色拉用的）小萝卜( radish的名词复数 )

220 release 1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221 remaining 1 [rɪ'meɪnɪŋ] adj. 剩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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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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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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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retain 1 [ri'tein] vt.保持；雇；记住

226 right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227 root 2 [ru:t, rut] n.根；根源；词根；祖先 vi.生根；根除 vt.生根，固定；根源在于 n.(Root)人名；(英)鲁特；(德、瑞典)罗特

228 round 1 [raund] n.圆；循环；一回合；圆形物 adj.圆的；完全的；大概的；肥胖的 adv.在周围；迂回地；朝反方向；挨个 vt.完
成；围捕；绕行；弄圆 vi.进展；变圆；环行；发胖 prep.附近；绕过；大约；在…周围 n.(Round)人名；(英)朗德

229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30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31 season 2 ['si:zən] n.时期；季节；赛季 vt.给…调味；使适应 vi.变得成熟；变干燥

232 seeding 1 ['siː dɪŋ] n. 播种 动词seed的现在分词.

233 seeds 7 [siː dz] n. 籽 名词seed的复数形式. 动词s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34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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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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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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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soil 9 [sɔil] n.土地；土壤；国家；粪便；务农；温床 vt.弄脏；污辱 vi.变脏

240 solid 1 ['sɔlid] adj.固体的；可靠的；立体的；结实的；一致的 n.固体；立方体 n.(Solid)人名；(瑞典)索利德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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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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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outhernmost 1 ['sʌðənməust] adj.最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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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spinach 1 ['spinidʒ, -itʃ] n.菠菜

246 spre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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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prouts 1 [sprauts] n.芽菜；豆芽菜；球芽甘蓝（sprout的复数形式）

248 squash 1 [skwɔʃ, skwɔ:ʃ] vt.镇压；把…压扁；使沉默 vi.受挤压；发出挤压声；挤入 n.壁球；挤压；咯吱声；南瓜属植物；（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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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汁饮料

249 start 3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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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starting 2 ['stɑ tː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252 st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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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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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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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summ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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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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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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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survive 2 [sə'vaiv] vt.幸存；生还；幸免于；比...活得长 vi.幸存；活下来

259 Swiss 2 [swis] adj.瑞士的；瑞士人的；瑞士风格的 n.瑞士人；瑞士腔调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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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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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target 1 n.目标，指标；（攻击的）对象；靶子 v.把...作为目标；面向，对准（某群体） n.（Target）美国塔吉特公司

263 temperate 4 ['tempərit] adj.温和的；适度的；有节制的

264 temperature 2 n.温度；体温；气温；发烧

265 temperatures 2 ['temprətʃəz] 温度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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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th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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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the 3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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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them 6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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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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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74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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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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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timing 1 ['taimiŋ] n.定时；调速；时间选择 v.为…安排时间；测定…的时间（time的ing形式）

278 tiny 1 ['taini] adj.微小的；很少的 n.(Tiny)人名；(葡、印)蒂尼

279 to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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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tomatoes 1 英 [tə'mɑ tːəʊz] 美 [tə'mɑ tːoʊz] n. 番茄；西红柿 名词tomato的复数形式.

281 too 2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82 transplanting 1 [trænsp'lɑːntɪŋ] n. 移植 动词transplant的现在分词.

283 twice 1 [twais] adv.两次；两倍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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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undesirable 1 [,ʌndi'zaiərəbl] adj.不良的；不受欢迎的；不合需要的 n.不良分子；不受欢迎的人

286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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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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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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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vegetables 2 ['vedʒɪtəblz] 蔬菜,vegetable的复数形式

291 wait 1 [weit] vt.等候；推迟；延缓 vi.等待；耽搁；伺候用餐 n.等待；等候 n.(Wait)人名；(英)韦特；(捷)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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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washing 1 ['wɔʃiŋ, 'wɔ:ʃ-] n.洗涤；洗涤剂；要洗的衣物 adj.洗涤用的，清洗用的 v.洗；使受洗礼（wash的ing形式）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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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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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watered 1 ['wɔ:təd, 'wɔ-] adj.掺水的；洒有水的，洒了水的；有波纹的；加虚股的（面值增加而实值未按比例增加） v.浇水，供
以水（wa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6 weather 7 ['weðə] n.天气；气象；气候；处境 vt.经受住；使风化；侵蚀；使受风吹雨打 vi.风化；受侵蚀；经受风雨 adj.露天
的；迎风的 n.(Weather)人名；(英)韦瑟

297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298 wee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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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we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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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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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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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width 1 [widθ, witθ] n.宽度；广度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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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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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wood 1 [wud] n.木材；木制品；树林 vi.收集木材 vt.植林于；给…添加木柴 n.(Wood)人名；(英、法、西、葡、阿拉伯)伍德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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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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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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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writes 1 [raɪt] v. 写；书写；填写；作曲

310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11 you 1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12 your 6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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