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8-23 [Health and Lifestyle] How to Cut Down on Mosquit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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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unt 2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3 accounts 1 [ə'kaʊnts] n. 帐目；叙述；账户；客户，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

4 active 1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5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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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d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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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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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dult 1 ['ædʌlt, ə'dʌlt] adj.成年的；成熟的 n.成年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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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2 also 7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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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5 and 2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6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7 animals 2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18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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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ppears 1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21 ar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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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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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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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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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sk 1 [ɑ:sk, æsk] vt.问，询问；要求；需要；邀请；讨价 vi.问，询问；要求 n.(Ask)人名；(芬、瑞典)阿斯克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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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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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ttract 2 [ə'trækt] vt.吸引；引起 vi.吸引；有吸引力

30 attracts 1 [ə'trækt] v. 吸引；引来

31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32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33 avoiding 1 [ə'vɔɪd] vt. 避免；逃避；[律]使无效；撤销

34 away 3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35 bacillus 1 [bə'siləs] n.杆菌；芽孢杆菌；细菌

36 bacterium 2 [bæk'tiəriəm] n.[微]细菌；杆菌属

37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38 baths 1 [bɑ:ðz] n.洗澡；浴缸（bath的复数形式） v.给…洗澡

39 bats 1 [bæts] adj.怪异的；疯疯癫癫的；神经不正常的 n.蝙蝠（bat的复数形式） n.(Bats)人名；(法)巴茨

40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41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42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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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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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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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ird 1 [bə:d] n.鸟；家伙；羽毛球 vt.向…喝倒彩；起哄 vi.猎鸟；观察研究野鸟 n.(Bird)人名；(英、西)伯德

46 birds 1 ['bɜːdz] n. 鸟，鸟类；禽（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

47 bites 1 [baɪt] v. 咬；叮；蜇 n. 咬；一口；(被咬的)伤痕

48 bloodsucking 1 ['blʌd,sʌkiŋ] n.吸血动物；吸血鬼 adj.吸血动物的

49 blowing 1 ['bləuiŋ] n.吹制；吹气法 v.吹；鼓风（blow的现在分词）；充气

50 blue 1 n.蓝色；[复数]（美国海、陆、空三军穿的）蓝色制服；蓝颜料；[theblue(s)][用作单数或复数]布鲁斯（歌曲）（一种伤
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蓝色的；沮丧的，忧郁的；下流的 vt.把…染成蓝色；使成蓝色；给…用上蓝剂；用上蓝剂于 vi.变成
蓝色，呈蓝色 n.（英、西、意）布卢（人名）

51 bodies 1 英 ['bɒdi] 美 ['bɑːdi] n. 身体；主体；正文；主要部分；尸体；躯体；团体 v. 赋…以形体

52 bottoms 1 ['bɒtəmz] n. 底；末尾；臀部 名词bottom的复数形式.

53 box 3 [bɔks] n.箱，盒子；包厢；一拳 vi.拳击 vt.拳击；装…入盒中；打耳光 n.(Box)人名；(英、法、西)博克斯

54 breaking 1 ['breikiŋ] n.破坏；阻断 v.破坏（break的ing形式）

55 breath 1 [breθ] n.呼吸，气息；一口气，（呼吸的）一次；瞬间，瞬息；微风；迹象；无声音，气音

56 breathe 1 [bri:ð] vi.呼吸；低语；松口气；（风）轻拂 vt.呼吸；使喘息；流露；低声说

57 bti 3 (=Bacillus thuringiensis israelensis) (拉)苏芸金芽胞杆菌以色列亚种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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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buy 1 [bai] vt.购买；获得；贿赂 vi.买，采购 n.购买，买卖；所购的物品 n.(Buy)人名；(法)比伊

60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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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all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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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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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bon 2 ['kɑ:bən] n.[化学]碳；碳棒；复写纸 adj.碳的；碳处理的 n.(Carbon)人名；(西)卡尔翁；(法)卡尔邦；(英)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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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aterpillar 1 ['kætəpilə] n.[无脊椎]毛虫；履带车 adj.有履带装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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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68 centimeter 1 ['senti,mi:tə] n.[计量]厘米；[计量]公分

69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70 check 1 vt.检查，核对；制止，抑制；在…上打勾 vi.核实，查核；中止；打勾；[象棋]将一军 n.<美>支票；制止，抑制；检
验，核对 n.（英）切克（人名）

71 chemical 2 ['kemikəl] n.化学制品，化学药品 adj.化学的

72 chemicals 4 ['kemɪklz] n. 化学药品；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

73 child 1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74 circle 1 ['sə:kl] n.循环，周期；圆；圈子；圆形物 vi.盘旋，旋转；环行 vt.画圆圈；环绕…移动

75 citronella 1 [,sitrə'nelə] n.香茅；香茅油

76 claim 1 [kleim] vi.提出要求 vt.要求；声称；需要；认领 n.要求；声称；索赔；断言；值得

77 click 1 [klik] vt.点击；使发咔哒声 vi.作咔哒声 n.单击；滴答声

78 closed 1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79 clothing 1 ['kləuðiŋ] n.（总称）[服装]服装；帆装 v.覆盖（clothe的ing形式）；给…穿衣

80 collect 1 [kə'lekt] vt.收集；募捐 vi.收集；聚集；募捐 adv.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由收件人付款的 n.(Collect)人名；(英)科莱克特

81 colored 1 ['kʌləd] adj.有色的；着色的；有色人种的 v.把...染色，粉饰，脸红（color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形式）

82 c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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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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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comment 4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85 comments 2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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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compounds 1 英 ['kɒmpaʊnd] 美 ['kɑːmpaʊnd] n. 化合物；复合词；复合物 n. 院子(用围墙圈起来的场地） adj. 化合的；【语】（词语
等）复合的；【植】复合的；【动】群体的 vt. 混合；调合；使严重；私了；【经】以复利计算 vi. 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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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container 2 [kən'teinə] n.集装箱；容器

89 containers 3 [kən'teɪnəs] n.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

90 control 3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91 cooking 1 n.烹饪 adj.烹调的 v.烹调；筹划（cook的ing形式）

92 c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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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94 crushing 1 ['krʌʃiŋ] adj.压倒的；决定性的；不能站起来；支离破碎的 v.压破，征服，冲入（cr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95 c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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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cuttings 1 [kʌtɪŋz] n. 切屑；插条；剪辑 名词cutting的复数形式.

97 damiano 8 n. 达米亚诺

98 dar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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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days 3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100 deaths 1 ['deθs] 死亡人口

101 decompose 1 vt.分解；使腐烂 vi.分解；腐烂

102 decomposing 1 英 [ˌdiː kəm'pəʊz] 美 [ˌdiː kəm'poʊz] v. 分解，拆分，拆解；腐烂

103 dengue 1 ['deŋgi] n.[内科]登革热 n.(Dengue)人名；(葡、刚(布))登格

104 densely 1 [densli] adv. 密集地；浓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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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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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dioxide 2 [dai'ɔksaid] n.二氧化物

108 disease 2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109 d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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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doors 1 [dɔ:z] n.大门；入口；通道（door的复数）

111 dow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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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dunk 1 [dʌŋk] vt.扣篮；泡；浸 n.(Dunk)人名；(英)邓克

113 dunks 2 [dʌŋk] vt. 蘸一下水；浸泡；灌篮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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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ach 2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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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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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ffective 1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120 effectively 1 [i'fektivli] adv.有效地，生效地；有力地；实际上

121 egg 1 n.蛋；卵子；家伙；鸡蛋 vt.煽动；怂恿 n.(Egg)人名；(法、英)埃格

122 eggs 3 [egz] n. 蛋；鸡蛋 名词egg的复数形式.

123 Englis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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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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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ntering 1 ['entəriŋ] v.进入（enter的ing形式）；录入；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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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28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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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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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vening 1 ['i:vniŋ] n.晚上；傍晚；（联欢性的）晚会；后期 adj.在晚上的；为晚上的；晚上用的 int.晚上好（等于goodevening）

131 every 2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132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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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perienced 1 [ik'spiəriənst] adj.老练的，熟练的；富有经验的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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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37 expressions 2 [ik'spreʃənz] n.[数]表达式；表情；公式；表示式（expression是复数形式）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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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fan 2 [fæn] vt.煽动；刺激；吹拂 vi.成扇形散开；飘动 n.迷；风扇；爱好者 n.(Fan)人名；(法、俄)法恩；(柬)方

140 feeling 2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141 female 1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142 filled 1 [fild] adj.满的；装满的；加满的

143 fish 1 [fiʃ] vi.捕鱼，钓鱼；用钩捞取 n.鱼，鱼类 vt.钓鱼，捕鱼；搜寻 n.(Fish)人名；(英、西)菲什；(俄)菲施

144 float 1 [fləut] vt.使漂浮；实行 vi.浮动；飘动，散播；摇摆；付诸实施 n.彩车，花车；漂流物；浮舟；浮萍 n.(Float)人名；(英)弗
洛特

145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46 for 1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47 forced 1 adj.被迫的；强迫的；用力的；不自然的 v.强迫（force的过去式）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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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forms 1 ['fɔː mz] n. 表格；形式；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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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fre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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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from 9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53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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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156 generations 1 [dʒenə'reɪʃnz] n. 世代

157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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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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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google 1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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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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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grub 1 [grʌb] vi.翻掘；搜寻；挖土 vt.挖掘寻找；将某物挖出；根除 n.蛆，幼虫；食物 n.(Grub)人名；(塞、德、英)格鲁布

164 handful 1 ['hændful] n.少数；一把；棘手事

165 harder 1 [ha:də] adj.更难的；更努力的；更坚固的（hard的比较级） n.(Harder)人名；(英、德、瑞典)哈德

166 harm 2 [hɑ:m] n.伤害；损害 vt.伤害；危害；损害 n.(Harm)人名；(德)哈尔姆

167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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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hatches 1 [hætʃ] n. 孵化；舱口，舱口盖 v. 孵；孵出；策划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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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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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hay 1 [hei] n.干草 vt.把晒干 vi.割草晒干

172 health 3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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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175 hel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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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helpful 1 ['helpful] adj.有帮助的；有益的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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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79 hide 1 [haid] vt.隐藏；隐瞒；鞭打 vi.隐藏 n.躲藏；兽皮；躲藏处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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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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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honeybees 1 蜜蜂

184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85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186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187 hunt 1 [hʌnt] vt.打猎；搜索 vi.打猎；搜寻 n.狩猎；搜寻 n.(Hunt)人名；(德、瑞典)洪特；(英)亨特；(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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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image 1 ['imidʒ] n.影像；想象；肖像；偶像 vt.想象；反映；象征；作…的像 n.(Image)人名；(法)伊马热

190 images 1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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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including 2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93 insect 2 ['insekt] n.昆虫；卑鄙的人

194 insects 8 ['ɪnsekts] n. 昆虫；虫子；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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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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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i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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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itchy 2 ['itʃi] adj.发痒的；渴望的

199 jessica 2 ['dʒesikə] n.杰西卡（女子名）

200 Jill 1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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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kee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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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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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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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language 1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206 larvae 3 ['la:vi:] n.幼虫；幼体（larva的复数形式）

207 l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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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learning 3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209 leaves 1 [li:vz] n.树叶；花瓣（leaf的复数） v.离开（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

210 lemongrass 1 ['leməngrɑ:s, -græs] n.柠檬香草；柠檬草

211 l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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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let 2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213 lid 1 [lid] n.盖子；眼睑；限制 vt.给…盖盖子 n.(Lid)人名；(捷、挪)利德

214 lifestyle 2 ['laifstail] n.生活方式 保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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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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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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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li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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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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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login 1 英 ['lɒɡɪn] 美 ['lɔː ɡɪn] n. 登录；注册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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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m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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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malaria 3 [mə'lεəriə] n.[内科]疟疾；瘴气

223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224 materi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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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materials 1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226 matteo 2 n. 马泰奥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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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may 6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229 meaning 1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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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media 2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232 metal 1 ['metəl] n.金属；合金 vt.以金属覆盖 adj.金属制的 n.(Metal)人名；(捷)梅塔尔；(瑞典)梅塔尔

233 million 1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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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morning 1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236 mosquito 11 [mə'ski:təu] n.蚊子

237 mosquitoes 18 n. 蚊子 名词mosquito的复数形式.

238 mosquitos 1 英 [mə'skiː təʊ] 美 [mə'skiː toʊ] n. 蚊子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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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natur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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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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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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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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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Nile 1 [nail] n.尼罗河（位于非洲）

245 not 6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46 Numbers 1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247 of 1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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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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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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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oils 1 ['ɔɪlz] 轻质石油产品,油剂,油类

252 O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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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on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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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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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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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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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258 organized 1 ['ɔ:gənaizd] adj.有组织的；安排有秩序的；做事有条理的 v.组织（organiz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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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60 our 3 ['auə, ɑ:] pron.我们的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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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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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outdoors 2 ['aut'dɔ:z] adv.在户外 n.户外 adj.户外的（等于outdoor）

264 overgrown 1 [,əuvə'grəun] adj.蔓生的；生长过快的 v.生长过度（overgrow的过去分词）

265 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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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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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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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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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pets 1 abbr.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系统（=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 n. 宠物（pet的复数形式）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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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placed 1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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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plant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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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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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poisons 1 ['pɔɪzn] n. 毒药；毒害；败坏道德之事 vt. 毒害；摧毁；中毒 adj. 有毒的；危险的

276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77 pollen 1 ['pɔlin] vt.传授花粉给 n.[植]花粉 n.(Pollen)人名；(英)波伦

278 pollinator 1 n.传粉者，传粉媒介，传粉昆虫；授花粉器

279 pollinators 1 ['pɒlɪneɪtəz] 传粉昆虫

280 ponds 1 n.[水文]池塘（pond的复数） v.堵成池；筑成池塘（pond的三单形式） n.(Ponds)人名；(英)庞兹

281 populated 1 ['pɒpjʊleɪtɪd] adj. 人口稠密的 动词popul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2 population 1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283 populations 1 [pɒpjʊ'leɪʃnz] 居群

284 pot 1 [pɔt] n.壶；盆；罐 vt.把…装罐；射击；节略 vi.随手射击 n.(Pot)人名；(柬)布特；(捷)波特；(法)波

285 practice 1 ['præktis] n.实践；练习；惯例 vi.练习；实习；实行 vt.练习；实习；实行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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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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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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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291 products 1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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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protect 2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94 protection 2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295 proven 1 ['pru:vən] v.证明（prove的过去分词）

296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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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p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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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300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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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reduce 2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302 released 1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3 repel 1 [ri'pel] vt.击退；抵制；使厌恶；使不愉快

304 repellent 1 [ri'pelənt] adj.排斥的；防水的；弹回的；令人讨厌的 n.防护剂；防水布；排斥力

305 repellents 1 n.驱虫剂( repellent的名词复数 ); 防水剂

306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307 repo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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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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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reproduce 2 [,ri:prə'dju:s] vt.复制；再生；生殖；使…在脑海中重现 vi.复制；繁殖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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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rid 3 [rid] vt.使摆脱；使去掉 n.(Rid)人名；(英)里德

312 ring 1 [riŋ] vi.按铃；敲钟；回响；成环形 n.戒指；铃声，钟声；拳击场；环形物 vt.按铃；包围；敲钟；套住 n.(Ring)人名；
(英、西、德、匈、瑞典、芬)林

313 rings 1 [rɪŋz] n. 吊环 名词ring的复数形式.

314 Robbins 1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315 rub 1 [rʌb] vt.擦；摩擦；惹怒 vi.擦；摩擦；擦破 n.摩擦；障碍；磨损处 n.(Rub)人名；(捷)鲁布

316 running 1 ['rʌniŋ] n.运转；赛跑；流出 adj.连续的；流动的；跑着的；运转着的 v.跑；运转（run的ing形式）；行驶 n.(Running)
人名；(英)朗宁

317 saf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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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s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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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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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321 scent 1 [sent] n.气味；嗅觉；痕迹；察觉能力 vt.闻到；发觉；使充满…的气味；循着遗臭追踪 vi.发出…的气味；有…的迹象；
嗅着气味追赶 n.(Scent)人名；(英)森特

322 scratch 1 [skrætʃ] n.擦伤；抓痕；刮擦声；乱写 adj.打草稿用的；凑合的；碰巧的 vt.抓；刮；挖出；乱涂 vi.抓；搔；发刮擦
声；勉强糊口；退出比赛

323 screen 1 [skri:n] n.屏，幕；屏风 vt.筛；拍摄；放映；掩蔽 vi.拍电影 n.(Screen)人名；(英)斯克林

324 screens 1 [skriː nz] n. 屏幕 名词screen的复数形式.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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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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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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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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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seem 1 [si:m] vi.似乎；像是；装作 n.(Seem)人名；(英)西姆

330 seems 1 [siː mz]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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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several 5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333 shaped 1 [ʃeipt] adj.合适的；成某种形状的；有计划的 vt.发展；成形（shape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

334 s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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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336 sides 1 [saɪdz] n.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

337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338 simpler 1 adj.更简单的（simple的比较级） n.(Simpler)人名；(瑞典)辛普勒

339 simply 2 ['simpli] adv.简单地；仅仅；简直；朴素地；坦白地

340 sit 1 [sit] vi.坐；位于 vt.使就座 n.(Si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硕；(罗)西特

341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342 skin 1 [skin] n.皮肤；外皮 vt.剥皮 vi.愈合；长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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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slowly 1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344 sma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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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s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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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social 2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347 sold 1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348 som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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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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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sources 1 英 [sɔː s] 美 [sɔː rs] n. 来源；发源地；原始资料 v. 从...获得

351 speed 1 [spi:d] vi.超速，加速；加速，迅速前行；兴隆 n.速度，速率；迅速，快速；昌盛，繁荣 vt.加快…的速度；使成功，使
繁荣 n.(Speed)人名；(英)斯皮德

352 spends 1 [s'pendz] n. 开支，花费（spend的复数形式） v. 花费（动词spen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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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spray 1 n.喷雾，喷雾剂；喷雾器；水沫 vt.喷射 vi.喷 n.(Spray)人名；(英)斯普雷

355 sprays 1 [spreɪ] v. 喷雾；喷射；扫射 n. 喷雾；喷雾器；水沫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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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spreads 1 [spred] v. 传播；展开；散布；铺开；伸展；涂撒 n. 范围；传播；差额；幅度；盛宴

358 standing 2 ['stændiŋ] adj.长期的；直立的；固定的 n.站立；持续；身分 v.站立；坚持不变；坐落于（stand的ing形式） n.
(Standing)人名；(英)斯坦丁；(德)施坦丁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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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stor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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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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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363 substance 1 ['sʌbstəns] n.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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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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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suggests 2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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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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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tall 1 [tɔ:l] adj.高的；长的；过分的；夸大的 adv.夸大地 n.(Tall)人名；(马里、阿拉伯)塔勒；(芬、罗、瑞典)塔尔；(英)托尔；
(土)塔勒

371 targ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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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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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th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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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the 3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75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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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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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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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there 4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379 these 4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80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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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thinks 1 [θɪŋk] v. 认为；想；记起；考虑 n. 想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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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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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 threaten 1 ['θretən] vt.威胁；恐吓；预示 vi.威胁；可能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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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 thuringiensis 1 [θjuə'rɪndʒiənsɪs] n. 苏云金芽胞杆菌

387 tim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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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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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to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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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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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92 toy 1 [tɔi] n.玩具；小装饰品；不值钱的东西 vi.玩弄；调情；随随便便地对待 adj.作为玩具的；玩物似的 n.(Toy)人名；(英、土)
托伊；(法)图瓦

393 trap 1 vt.诱捕；使…受限制；使…陷入困境；吸收；使…上当 n.陷阱；圈套；困境；[建]存水湾 vi.设陷阱 n.(Trap)人名；(英)特
拉普

394 trash 1 [træʃ] n.垃圾；废物 vt.丢弃；修剪树枝

395 treated 2 [triː tɪd] v. 对待；招待；治疗 vbl. 对待；招待；治疗

396 turtles 1 英 ['tɜ tːl] 美 ['tɜ rːtl] n. 高翻领；【动】龟，海龟 v. 倾覆，翻身；捕龟

397 twitter 1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398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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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unless 1 [ən'les] conj.除非，如果不 prep.除…之外

401 unpleasant 1 [,ʌn'plezənt] adj.讨厌的；使人不愉快的

402 unwanted 1 [,ʌn'wɔntid] adj.不需要的；有害的；讨厌的；空闲的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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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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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406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407 viruses 1 ['vaɪərəsɪz] n. 病毒 名词virus的复数形式.

408 VOA 2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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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wanting 1 ['wɔntiŋ, 'wɔ:n-] adj.欠缺的；不足的；不够格的 prep.无；缺 v.需要（want的现在分词）；欠缺

411 warns 1 英 [wɔː n] 美 [wɔː 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412 wate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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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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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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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wear 1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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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west 1 [west] n.西；西方；西部 adj.西方的；朝西的 adv.在西方；向西方；自西方 n.(West)人名；(英、德、芬、瑞典)韦斯特

418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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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who 2 pron.谁；什么人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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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windows 2 ['windəuz] n.微软公司生产的“视窗”操作系统

423 wingless 1 ['wiŋlis] adj.没有翼的，没有翅的

424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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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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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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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 works 2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429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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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worldwide 1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431 woven 1 ['wəu-vən, 'wəuvən] v.编织；交织（weave的过去分词）；编造 adj.织物的 n.机织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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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 writes 1 [raɪt] v. 写；书写；填写；作曲

434 yar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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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436 you 16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437 young 1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438 your 9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439 yourself 3 [jɔ:'self, juə-, jə-] pron.你自己

440 zika 1 济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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