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8-02 [Health and Lifestyle] What to Do about 5 Common
Threats to Your Vegetable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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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ve 2 [ə'bʌv] prep.超过；在……上面；在……之上 adv.在上面；在上文 adj.上文的 n.上文

3 acid 2 ['æsid] n.酸；<俚>迷幻药 adj.酸的；讽刺的；刻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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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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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dding 1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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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ffect 1 [ə'fekt, 'æfekt] vt.影响；感染；感动；假装 vi.倾向；喜欢 n.情感；引起感情的因素

9 affected 2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 affects 2 [ə'fekt] vt. 影响；感动；作用

11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2 afterward 1 ['ɑ:ftəwəd, 'æf-] adv.以后，后来

13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14 ages 1 [eɪdʒ] n. 年龄；时代；时期；长时间 v. （使）变老；（使）陈化

15 agriculture 1 n.农业；农耕；农业生产；农艺，农学

16 alcohol 1 ['ælkəhɔl] n.酒精，乙醇

17 alone 1 [ə'ləun] adj.独自的；单独的；孤独的 adv.独自地；单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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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20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1 and 36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2 animal 3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23 animals 3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24 anoth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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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nthracnose 4 [æn'θræknəus] n.[植保]炭疽病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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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pparent 1 [ə'pærənt] adj.显然的；表面上的

28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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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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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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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33 as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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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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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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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attack 1 [ə'tæk] n.攻击；抨击；疾病发作 vt.攻击；抨击；动手干 vi.攻击；腐蚀 n.(Attack)人名；(瑞典)阿塔克

37 avoid 3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38 bacillus 1 [bə'siləs] n.杆菌；芽孢杆菌；细菌

39 bacterial 1 [bæk'tiriəl] adj.[微]细菌的

40 bark 1 [bɑ:k] n.树皮；深青棕色；毛皮；皮肤；狗叫 vt.狗叫；尖叫；剥皮 n.(Bark)人名；(英、西、德、捷、法、芬、瑞典)巴
克；(阿拉伯、俄)巴尔克

41 base 2 [beis] n.基础；底部；垒 adj.卑鄙的；低劣的 vt.以…作基础 n.(Base)人名；(日)马濑(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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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basil 1 ['bæzil] n.罗勒属植物（用于调味）；斜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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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beauty 1 ['bju:ti] n.美；美丽；美人；美好的东西

45 become 3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46 beer 1 [biə] n.啤酒 vi.喝啤酒 n.(Beer)人名；(法、德、俄、罗、捷、瑞典)贝尔；(英、西、南非)[纺]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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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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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bloom 2 [blu:m] n.花；青春；旺盛 vt.使开花；使茂盛 vi.开花；茂盛 n.(Bloom)人名；(瑞典、西)布洛姆；(英)布卢姆

50 blossom 3 ['blɔsəm] vi.开花；兴旺；发展成 n.花；开花期；兴旺期；花开的状态 n.(Blossom)人名；(英)布洛瑟姆

51 bore 1 [bɔ:] vi.钻孔 vt.钻孔；使烦扰 n.孔；令人讨厌的人 n.(Bore)人名；(法)博尔；(塞、马里)博雷

52 borer 4 ['bɔ:rə] n.钻孔器；穿孔者 n.(Borer)人名；(英)博雷尔

53 bottoms 2 ['bɒtəmz] n. 底；末尾；臀部 名词bottom的复数形式.

54 brown 2 [braun] adj.棕色的，褐色的；太阳晒黑的 vi.变成褐色 n.褐色，棕色 vt.使变成褐色 n.(Brown)人名；(英、意、芬、捷、
德、法、西、葡)布朗

55 Bryan 1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56 bt 1 ['bi'ti] abbr.英国电信（BritishTelecom）

57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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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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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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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alcium 2 ['kælsiəm] n.[化学]钙

61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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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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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apacity 1 [kə'pæsəti] n.能力；容量；资格，地位；生产力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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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arefully 1 ['kɛəfəli] adv.小心地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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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aterpillars 1 [kætə'pɪləz] 毛虫树

68 Caty 2 卡蒂

69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70 causes 1 [kɔː zɪz] n. 原因，理由；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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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centimeters 2 ['sentɪ̩ miː təz] n. 厘米；公分 名词centimeter的复数形式.

73 checking 1 ['tʃekiŋ] n.校验；[电子][通信]抑制；[涂料]龟裂；检查；[力]裂纹

74 chiefly 1 ['tʃi:fli] adv.主要地；首先

75 chlorophyll 1 ['klɔrəfil] n.[植][生化]叶绿素

76 chlorothalonil 1 [klərɒθə'ləʊnɪl] 百菌清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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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cleanup 1 ['kli:nʌp] n.清除；暴利；清扫工作；第四防守位置 adj.第四位击球员的

79 clears 2 英 [klɪə(r)] 美 [klɪr] adj. 清楚的；明确的；明白(某事)的；清晰的；清澈的；晴朗的；头脑清醒的 v. 清空；清除；澄清；放
晴；使明确 adv. 清楚地；彻底地 n. 空地

80 closely 2 ['kləusli] adv.紧密地；接近地；严密地；亲近地

81 col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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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collections 1 [kə'lekʃənz] n. 收集；收藏 名词collection的复数形式.

83 colors 1 ['kɒlərz] n. 彩色 名词color的复数形式.

84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85 comm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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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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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compost 1 ['kɔmpɔst] n.堆肥；混合物 vt.堆肥；施堆肥

87 condition 3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88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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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contain 1 [kən'tein] vt.包含；控制；容纳；牵制（敌军） vi.含有；自制

91 container 1 [kən'teinə] n.集装箱；容器

92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93 copper 1 n.铜；铜币；警察 adj.铜制的 vt.镀铜 n.(Copper)人名；(英)科珀

94 cover 2 vt.包括；采访，报导；涉及；行走（一段路程）；掩护；翻唱 n.封面，封皮；盖子；掩蔽物;幌子，借口 vi.覆盖；代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95 creating 1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96 crop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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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cucumber 2 ['kju:kʌmbə] n.黄瓜；胡瓜

98 cucumbers 2 [k'juːkʌmbəz] 黄瓜

99 cultivated 1 ['kʌltiveitid] adj.耕种的；有教养的 v.发展（cultivate的过去分词）；耕作；教化

100 curled 1 [kə:ld] adj.卷曲的；鬈发的 v.[纸]卷曲；环绕（curl的过去分词）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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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cuts 1 [kʌts] n.切口；（分摊到的）份额；近路（cut的复数） v.剪（cut的第三人称单数）；[机]切割；砍倒

103 damage 5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104 damaged 1 adj.被损坏的 v.损害（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5 damiano 4 n. 达米亚诺

106 danger 1 ['deindʒə] n.危险；危险物，威胁 n.(Danger)人名；(法)当热

107 dark 2 adj.黑暗的，深色的；模糊的；无知的；忧郁的 n.黑暗；夜；黄昏；模糊 n.（Dark）人名；（英）达克 n.（Dark）《暗
黑》（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

108 darken 1 ['dɑ:kən] vt.使变暗；使模糊 vi.变黑；变得模糊

109 darkening 1 ['da:kəniŋ] v.变黑；暗色化；灯火管制（darken的ing形式）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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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death 1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112 debris 1 ['deibri:] n.碎片，残骸 n.(Debris)人名；(法)德布里

113 decaying 1 [dɪ'keɪɪŋ] adj. 衰退；腐烂；颓坏 动词decay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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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deeper 1 ['diː pə] adj. 更深 形容词deep的比较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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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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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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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did 3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20 di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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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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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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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disease 3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124 diseases 3 [dɪ'ziː zɪz] 病害

125 disorder 1 [dis'ɔ:də] n.混乱；骚乱 vt.使失调；扰乱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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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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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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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drink 1 [driŋk] vt.喝，饮；吸收；举杯庆贺 vi.喝酒；饮水；干杯 n.酒，饮料；喝酒

130 drop 1 [drɔp] vt.滴；使降低；使终止；随口漏出 vi.下降；终止 n.滴；落下；空投；微量；滴剂

131 drown 1 [draun] vt.淹没；把…淹死 vi.淹死；溺死 n.(Drown)人名；(英)德朗

132 due 1 [dju:, du:] adj.到期的；预期的；应付的；应得的 n.应付款；应得之物 adv.正（置于方位词前） n.(Due)人名；(英)迪尤

133 dust 1 [dʌst] n.灰尘；尘埃；尘土 vt.撒；拂去灰尘 vi.拂去灰尘；化为粉末 n.(Dust)人名；(德、俄)杜斯特

134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35 early 2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136 eat 2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137 edge 1 [edʒ] n.边缘；优势；刀刃；锋利 vt.使锐利；将…开刃；给…加上边 vi.缓缓移动；侧着移动 n.(Edge)人名；(英)埃奇

138 edges 1 [edʒ] n. 边缘；优势；边；刀口 vt. 给 ... 加上边；缓慢横过；使锋利 vi. 徐徐前进

139 eggplant 1 ['egplɑ:nt,-plænt] n.茄子 adj.深紫色的

140 eggplants 2 ['eɡplɑːnts] 茄子

141 eggs 3 [egz] n. 蛋；鸡蛋 名词egg的复数形式.

142 e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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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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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nter 1 ['entə] vt.进入；开始；参加 vi.参加，登场；进去 n.[计]输入；回车 n.(Enter)人名；(英)恩特

145 entire 2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146 especially 4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47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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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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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fasten 1 ['fɑ:sən, 'fæ-] vt.使固定；集中于；扎牢；强加于 vi.扣紧；抓住；集中注意力 n.(Fasten)人名；(英)法森

151 feed 1 [fi:d] vt.喂养；供给；放牧；抚养（家庭等）；靠…为生 vi.吃东西；流入 n.饲料；饲养；（动物或婴儿的）一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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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154 fill 1 [fil] vt.装满，使充满；满足；堵塞；任职 vi.被充满，膨胀 n.满足；填满的量；装填物 n.(Fill)人名；(德、俄、匈)菲尔

155 final 1 ['fainl] adj.最终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 n.决赛；期末考试；当日报纸的末版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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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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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159 flat 1 adj.平的；单调的；不景气的；干脆的；平坦的；扁平的；浅的 adv.（尤指贴着另一表面）平直地；断然地；水平地；直
接地，完全地 n.平地；公寓；平面 vt.使变平；[音乐]使（音调）下降，尤指降半音 vi.逐渐变平；[音乐]以降调唱（或奏）
n.（法）弗拉特（人名）；（英）弗莱特（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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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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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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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64 for 1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65 formerly 1 ['fɔ:məli] adv.以前；原来

166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67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68 fourth 1 [fɔ:θ] adj.第四的，第四个的；四分之一的 n.第四，月的第四日；四分之一 num.第四

169 free 2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170 freshness 1 ['freʃnis] n.新；新鲜；精神饱满

171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72 fru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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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fully 1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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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fungal 4 ['fʌŋgəl] adj.真菌的（等于fungous）

175 fungus 1 ['fʌŋgəs] n.真菌，霉菌；菌类

176 funguses 1 n.真菌；菌类植物（fungus的复数）

177 fusarium 2 [fju:'zɑ:raiəm] n.镰刀菌素；镰胞菌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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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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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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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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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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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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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growth 3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186 guidance 1 ['gaidəns] n.指导，引导；领导

187 halfway 1 ['hɑ:f'wei] adv.到一半；在中途 adj.中途的；不彻底的

188 hand 2 [hænd] n.手，手艺；帮助；指针；插手 vt.传递，交给；支持；搀扶 n.(Hand)人名；(英、瑞典)汉德

189 harmful 1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190 harvest 1 ['hɑ:vist] n.收获；产量；结果 vt.收割；得到 vi.收割庄稼

191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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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having 2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193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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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96 high 1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197 hole 1 [həul] n.洞，孔；洞穴，穴；突破口 vi.凿洞，穿孔；（高尔夫球等）进洞 vt.凿洞 n.(Hole)人名；(瑞典、挪)霍勒；(英)霍
尔

198 holes 3 英 [həʊlz] 美 [hoʊlz] n. 洞；孔 名词hole的复数形式.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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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hosta 1 ['hɔstə] n.玉簪属草本植物 n.(Hosta)人名；(土)霍斯塔

201 humans 1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202 hunting 1 ['hʌntiŋ] n.打猎；追逐；搜索 adj.打猎的；振荡的 v.狩猎；寻找（hunt的ing形式）；追捕 n.(Hunting)人名；(英)亨廷

203 identify 1 vt.确定；鉴定；识别，辨认出；使参与；把…看成一样vi.确定；认同；一致

204 identifying 1 n.识别，标识；标识关系 v.识别（identify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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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imbalance 2 [,im'bæləns] n.不平衡；不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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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i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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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inch 1 [intʃ] n.英寸；身高；少许 vt.使缓慢地移动 vi.慢慢前进 n.(Inch)人名；(英)英奇

210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211 incomplete 1 [,inkəm'pli:t] adj.不完全的；[计]不完备的

212 infected 2 [in'fektid] adj.被感染的 v.传染（infect的过去分词）

213 infection 2 [in'fekʃən] n.感染；传染；影响；传染病

214 injured 1 ['indʒəd] adj.受伤的；受损害的

215 insect 3 ['insekt] n.昆虫；卑鄙的人

216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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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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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is 1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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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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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its 4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22 jagged 2 ['dʒægid] adj.锯齿状的；参差不齐的 v.使成缺口；使成锯齿状（jag的过去式）

223 jar 1 [dʒɑ:] n.罐；广口瓶；震动；刺耳声 vi.冲突；不一致；震惊；发刺耳声 vt.震动；刺激；使震动 n.(Jar)人名；(罗)扎尔

224 jessica 2 ['dʒesikə] n.杰西卡（女子名）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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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kee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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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keeping 1 ['ki:piŋ] n.保管；一致；协调；遵守 v.保持；遵守（keep的ing形式）

228 killer 1 ['kilə] n.杀手；致死；止痛药；宰杀的器具；断路器 n.(Killer)人名；(德、匈、捷)基勒

229 killing 2 ['kiliŋ] adj.杀害的；迷人的；使人筋疲力尽的 n.杀戮；谋杀；猎获物 v.杀死；消磨；毁掉（kill的ing形式） n.(Killing)人
名；(德)基林

230 kinds 2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231 kingdom 1 ['kiŋdəm] n.王国；界；领域 n.(Kingdom)人名；(英)金德姆

232 lack 3 [læk] vt.缺乏；不足；没有；需要 vi.缺乏；不足；没有 n.缺乏；不足 n.(Lack)人名；(老)拉；(英、法、意、葡、匈)拉
克；(匈)洛克

233 land 1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234 lay 1 vt.躺下；产卵；搁放；放置；铺放；涂，敷 adj.世俗的；外行的；没有经验的 n.位置；短诗；花纹方向；叙事诗；性伙伴
vi.下蛋；打赌 v.躺；位于（lie的过去式）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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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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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leave 1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238 leaves 10 [li:vz] n.树叶；花瓣（leaf的复数） v.离开（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

239 leaving 1 ['li:viŋ] n.离开；残余；渣滓 v.离开；留下；舍弃（leav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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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levels 1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42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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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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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limited 1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246 limp 1 [limp] adj.柔软的，无力的；软弱的 vi.跛行，一拐一拐地走；缓慢费力地前进 n.跛行 n.(Limp)人名；(英)林普

247 little 4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248 li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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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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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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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loo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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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lose 1 [lu:z] vt.浪费；使沉溺于；使迷路；遗失；错过 vi.失败；受损失 n.(Lose)人名；(英)洛斯；(德)洛泽

253 lovingly 1 ['lʌviŋli] adv.亲切地；钟爱地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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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Lynn 1 [lin] n.林恩（姓氏）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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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mainly 2 ['meinli] adv.主要地，大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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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m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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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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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mark 1 n.标志；马克；符号；痕迹；分数 vi.作记号 vt..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n..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261 marks 2 [ma:rks] n.标记，记号；唛头，分数；台面标志 n.(Marks)人名；(英、德、意、瑞典、西、捷)马克斯；(俄)马克思

262 materi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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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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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maybe 1 ['meibi] adv.也许；可能；大概 n.可能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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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melons 2 ['melənz] n. 甜瓜；额外股利 名词melon的复数形式.

267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268 moist 1 [mɔist] adj.潮湿的；多雨的；含泪的 n.潮湿

269 molds 1 英 [məʊld] 美 [moʊld] n. 模式；类型；模子；模型；真菌；软土 vt. 形成；制模；发霉 vi. 发霉；符合形状

270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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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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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moths 2 n.飞蛾，蛾（moth的复数） n.(Moths)人名；(德)莫茨

273 mulch 3 [mʌltʃ] n.覆盖物，护盖物；护根 vt.做护根；以护盖物覆盖

274 mushrooms 1 ['mʌʃrʊmz] n. 蕈类 名词mushroom的复数形式.

275 muskmelon 1 ['mʌsk,melən] n.甜瓜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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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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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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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necessary 2 ['nesisəri]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必需品 n.(Necessary)人名；(英)内塞瑟里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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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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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nitrogen 1 ['naitrədʒən] n.[化学]氮

283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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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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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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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object 1 ['ɔbdʒikt, -dʒekt, əb'dʒekt] n.目标；物体；客体；宾语 vt.提出…作为反对的理由 vi.反对；拒绝

287 of 2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88 offense 1 [ə'fens] n.犯罪，过错；进攻；触怒；引起反感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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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O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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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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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on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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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opposed 1 [ə'pəuzd] adj.相反的；敌对的 v.反对（oppose的过去分词）；使对立

294 or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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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ornamental 2 [,ɔ:nə'mentəl] adj.装饰的，装饰性的 n.观赏植物；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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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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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o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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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path 1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300 peas 1 ['piː z] n. 豌豆 名词pea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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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peppers 5 英 ['pepə(r)] 美 ['pepər] n. 胡椒粉；辣椒 vt. 加胡椒粉于；不断打击

302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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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pests 2 ['pests] 害虫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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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plant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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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plants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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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poison 1 vt.污染；使中毒，放毒于；败坏；阻碍 vi.放毒，下毒 n.毒药，毒物；酒；有毒害的事物；[助剂]抑制剂；(Poison)人
名；(西)波伊松

309 poor 1 [puə, pɔ:] adj.贫穷的；可怜的；贫乏的；卑鄙的 n.(Poor)人名；(英、伊朗)普尔

310 potatoes 1 [pə'teɪtəʊz] n. 马铃薯；土豆；甘薯 名词potato的复数形式.

311 presents 3 [p'rɪzents] n. 礼物 名词present的复数形式.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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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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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prevention 1 [pri'venʃən, pri:-] n.预防；阻止；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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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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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produced 1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318 product 3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319 productive 1 [prəu'dʌktiv] adj.能生产的；生产的，生产性的；多产的；富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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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322 provided 1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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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pumpkins 2 n. 南瓜（pumpkin的复数）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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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raise 1 [reiz] vt.提高；筹集；养育；升起 vi.上升 n.高地；上升；加薪 n.(Raise)人名；(英)雷兹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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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329 recognizable 1 ['rekəgnaizəbl, ,rekəg'nai-] adj.可辨认的；可认识的；可承认的

330 red 1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331 refuge 1 ['refju:dʒ] n.避难；避难所；庇护 vt.给予…庇护；接纳…避难 vi.避难；逃避

332 relating 1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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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remo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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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repeats 1 [rɪ'piː t] n. 重复；反复 v. 重复；复述 adj. 重复的；反复的

336 re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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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resistance 1 [ri'zistəns] n.阻力；电阻；抵抗；反抗；抵抗力

338 resistant 3 [ri'zistənt] adj.抵抗的，反抗的；顽固的 n.抵抗者

339 result 2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340 resulting 1 [rɪ'zʌltɪŋ] adj. 结果的 动词result的现在分词.

341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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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roots 3 [ru tː] n. 根；根源；根本 v. 生根；扎根；根除

344 rot 3 [rɔt] n.腐烂；腐败；腐坏 vi.腐烂；腐败；堕落 vt.使腐烂；使腐朽；使堕落 int.（表示厌恶、蔑视、烦恼等）胡说；糟了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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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人名；(法、德、俄、塞、捷、瑞典)罗特

345 rotate 2 [rəu'teit, 'rəut-, 'rəuteit] vi.旋转；循环 vt.使旋转；使转动；使轮流 adj.[植]辐状的

346 rotating 1 [rəʊ'teɪtɪŋ] adj. 旋转的 动词rotate的现在分词.

347 rou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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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ruined 1 ['ruind, 'ru:-] adj.毁灭的；荒废的 v.毁灭（ruin的变形）

349 rusts 1 [rʌsts] n. 锈菌类 名词rust的复数形式.

350 safety 1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351 salt 3 [sɔ:lt] n.盐；风趣，刺激性 adj.咸水的；含盐的，咸味的；盐腌的；猥亵的 vt.用盐腌；给…加盐；将盐撒在道路上使冰或
雪融化 n.(Salt)人名；(西)萨尔特；(英)索尔特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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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354 search 1 [sə:tʃ] vi.搜寻；调查；探求 vt.搜索；搜寻；调查；搜查；探求 n.搜寻；探究，查究 n.(Search)人名；(英)瑟奇

355 season 1 ['si:zən] n.时期；季节；赛季 vt.给…调味；使适应 vi.变得成熟；变干燥

356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357 seeds 1 [siː dz] n. 籽 名词seed的复数形式. 动词s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58 seek 1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359 sellers 1 n. 塞勒斯

360 shake 1 vt.动摇；摇动；震动；握手 vi.动摇；摇动；发抖 n.摇动；哆嗦

361 shallow 1 ['ʃæləu] adj.浅的；肤浅的 n.[地理]浅滩 vt.使变浅 vi.变浅 n.(Shallow)人名；(英)沙洛

362 sharply 1 ['ʃa:pli] adv.急剧地；锐利地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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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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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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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signs 2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367 slime 1 [slaim] n.黏液；烂泥 vt.涂泥 vi.变粘滑

368 slug 5 [slʌg] n.鼻涕虫；动作缓慢的人；金属小块 vi.偷懒；动作迟缓 vt.重击

369 slug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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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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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soft 2 [sɔft, sɔ:ft] adj.软的，柔软的；温柔的，温和的；软弱的；笨的 adv.柔软地；温和地 n.柔性；柔软的东西；柔软部分

372 soil 11 [sɔil] n.土地；土壤；国家；粪便；务农；温床 vt.弄脏；污辱 vi.变脏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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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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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376 spinach 1 ['spinidʒ, -itʃ] n.菠菜

377 spots 5 [spɒts] n. 污点 名词spot的复数形式.

378 spraying 1 ['spreɪɪŋ] n. 喷雾 动词spray的现在分词形式.

379 spre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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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spreading 1 ['spredɪŋ] n.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

381 spr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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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squas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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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汁饮料

383 stake 2 [steik] n.桩，棍子；赌注；火刑；奖金 vt.资助，支持；系…于桩上；把…押下打赌 vi.打赌 n.(Stake)人名；(瑞典)斯塔克

384 stakes 1 [s'teɪks] n. 赌注；股份 名词stak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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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stalk 1 [stɔ:k] n.（植物的）茎，秆；（支持叶子、果实和花的）梗，柄；追踪；高视阔步 vt.追踪，潜近；高视阔步 vi.高视阔步
地走；潜近，偷偷接近

386 stalks 1 [stɔː k] n. 茎；梗 n. 跟踪；高视阔步 v. 悄悄靠近；跟踪；蔓延；高视阔步地走

387 start 2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388 starves 1 英 [stɑːv] 美 [stɑ rːv] vi. 挨饿；受饿；极度匮乏 vt. 使挨饿；使饿死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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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 stem 3 [stem] n.干；茎；船首；血统 vt.阻止；除去…的茎；给…装柄 vi.阻止；起源于某事物；逆行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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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step 1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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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 sto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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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 strange 1 [streindʒ] adj.奇怪的；陌生的；外行的 adv.奇怪地；陌生地，冷淡地 n.(Strange)人名；(英)斯特兰奇；(瑞典、塞)斯特
朗格

396 straw 1 [strɔ:] n.稻草；吸管；一文不值的东西 adj.稻草的；无价值的 n.(Straw)人名；(英)斯特劳

397 succession 1 [sək'seʃən] n.连续；继位；继承权；[生态]演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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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 sudden 1 ['sʌdən] adj.突然的，意外的；快速的 n.突然发生的事

400 suggestions 1 n. 意见；示意 名词suggestion的复数形式.

401 sunken 2 ['sʌŋkən] adj.沉没的；凹陷的；比周围低的 v.沉没（sink的过去分词）；下沉

402 support 2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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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 surface 2 ['sə:fis] n.表面；表层；外观 adj.表面的，肤浅的 vi.浮出水面 vt.使浮出水面；使成平面 n.(Surface)人名；(英)瑟菲斯

405 susceptible 2 [sə'septəbl] adj.易受影响的；易感动的；容许…的 n.易得病的人

406 symptom 1 ['simptəm] n.[临床]症状；征兆

407 targets 1 英 ['tɑːɡɪt] 美 ['tɑ rːɡɪt] n. 目标；对象；靶 vt. 把 ... 作为目标；瞄准

408 tasty 1 ['teisti] adj.美味的；高雅的；有趣的 n.可口的东西；引人入胜的东西

409 testing 1 ['testiŋ] n.[试验]测试 adj.试验的；棘手的 v.测验；考查；受考验（test的ing形式）

410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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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t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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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the 6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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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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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then 6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416 these 4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417 they 8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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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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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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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thinking 1 ['θiŋkiŋ] adj.思考的；思想的；有理性的；好思考的 n.思考；思想；想法；意见；见解 v.思考（think的现在分词）

422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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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threat 1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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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threats 1 [θret] n. 威胁；恐吓；凶兆

426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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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 thuringiensis 1 [θjuə'rɪndʒiənsɪs] n. 苏云金芽胞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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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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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tissue 1 n.组织；纸巾；薄纱；一套 vt.饰以薄纱；用化妆纸揩去

431 to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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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tomatoes 5 英 [tə'mɑ tːəʊz] 美 [tə'mɑ tːoʊz] n. 番茄；西红柿 名词tomato的复数形式.

433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434 tre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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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 treating 1 [triː tɪŋ] n. 处理 动词treat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

436 treatment 2 ['tri:tmənt] n.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437 trouble 1 ['trʌbl] n.麻烦；烦恼；故障；动乱 vt.麻烦；使烦恼；折磨 vi.费心，烦恼

438 trunk 1 [trʌŋk] n.树干；躯干；象鼻；汽车车尾的行李箱 vt.把…放入旅行箱内 adj.干线的；躯干的；箱子的 n.(Trunk)人名；
(德、匈、西)特伦克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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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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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uneven 2 [,ʌn'i:vən] adj.不均匀的；不平坦的；[数]奇数的

443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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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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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 usually 2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447 vegetable 2 ['vedʒitəbl] n.蔬菜；植物；植物人 adj.蔬菜的；植物的

448 verticillium 2 [,və:ti'siliəm] n.黄萎病（轮枝菌所致的植物病）；轮枝孢属，轮枝菌属

449 VF 1 =Variable Frequency 可变频率

450 vfn 1 Carrier-Borne Fixed-Wing Squadron 舰载固定翼飞机中队

451 vine 2 [vain] n.藤；葡萄树；藤本植物；攀缘植物 vi.长成藤蔓；爬藤 n.(Vine)人名；(葡)维内；(英)瓦因

452 vines 1 [vaɪn] n. 藤；蔓；攀爬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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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 was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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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 watch 1 [wɔtʃ, wɔ:tʃ] vt.观察；注视；看守；警戒 n.手表；监视；守护；值班人 vi.观看，注视；守侯，看守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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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 watering 2 n.浇水；灌溉；排水沟 adj.灌溉的；浇水用的；流口水的 v.浇水；灌溉；流口水（water的ing形式）

458 way 1 [wei] n.方法；道路；方向；行业；习惯 adv.大大地；远远地 adj.途中的 n.(Way)人名；(中)见Wei；(英、缅)韦

459 weapon 1 ['wepən] n.武器，兵器

460 weaver 2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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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 week 1 [wi:k] n.周，星期

463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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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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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 w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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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 wets 1 ['wets] 湿胎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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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 wh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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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 wherever 1 [hwεə'evə] adv.无论什么地方；究竟在哪里 conj.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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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whi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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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 white 1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473 whole 1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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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 wilt 6 [wilt] vt.使枯萎；使畏缩；使衰弱 vi.枯萎；畏缩；衰弱 n.枯萎；憔悴；衰弱 n.(Wilt)人名；(英、德、捷)威尔特

476 wilted 1 ['wɪltɪd] adj. 枯萎的；萎蔫的 动词wil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477 with 8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478 woody 1 ['wudi] adj.木质的；多树木的；木头似的 n.(Woody)人名；(英)伍迪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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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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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 wrote 2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483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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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 yellow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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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 you 7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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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 zucchini 1 n.绿皮西葫芦（又名意大利青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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