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0-09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stic-eating Enzyme from
Worm May Help Ease Pollution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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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h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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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o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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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of 1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6 plastic 11 ['plæstik,'plɑ:s-] adj.塑料的；（外科）造型的；可塑的 n.塑料制品；整形；可塑体

7 sh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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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 worm 7 [wə:m] n.虫，蠕虫；蜗杆；螺纹；小人物 vt.使蠕动；给除虫；使缓慢前进 vi.慢慢前进；蠕行 n.(Worm)人名；(德、丹、
葡)沃尔姆

10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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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nd 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2 bertocchini 5 贝尔托基尼

13 enzymes 5 ['enzaɪm] n. 酶；酵素

14 found 5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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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saliva 5 [sə'laivə] n.唾液；涎 n.(Saliva)人名；(俄)萨利瓦

17 chemical 4 ['kemikəl] n.化学制品，化学药品 adj.化学的

18 could 4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9 degrade 4 ['di'greid] vt.贬低；使……丢脸；使……降级；使……降解 vi.降级，降低；退化

20 h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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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honeycombs 4 英 ['hʌnikəʊm] 美 ['hʌnikoʊm] n. 蜂窝；蜂窝状物 v. 使布满小孔；成蜂窝状

22 polyethylene 4 [,pɔli:'eθə,li:n] n.[高分子]聚乙烯

23 research 4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24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5 was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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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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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Worms 4 [wə:mz, vɔ:rms] n.[基医]蠕虫（worm的复数） n.(Worms)人名；(德、法、葡)沃姆斯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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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reak 3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晓；
（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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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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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dow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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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nzyme 3 ['enzaim] n.[生化]酶

34 few 3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35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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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p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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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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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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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wax 3 [wæks] n.蜡；蜡状物 vt.给…上蜡 vi.月亮渐满；增大 adj.蜡制的；似蜡的 n.(Wax)人名；(德、罗、匈、英)瓦克斯

39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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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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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ag 2 [[bæg] n.袋；猎获物；（俚）一瓶啤酒 vt.猎获；把…装入袋中；占据，私吞；使膨大 vi.松垂

42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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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ause 2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45 compared 2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46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47 eating 2 ['i:tiŋ] adj.侵蚀的；可生食的；进餐用的 n.吃；食物 v.吃（eat的ing形式）

48 experiment 2 [ik'speriment, ek's-] vi.尝试；进行实验 n.实验，试验；尝试

49 finding 2 ['faindiŋ] n.发现；裁决；发现物 v.找到；感到（find的ing形式）；遇到

50 for 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51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52 fu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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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54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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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holes 2 英 [həʊlz] 美 [hoʊlz] n. 洞；孔 名词hole的复数形式.

56 hours 2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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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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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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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pollution 2 [pə:'lju:ʃən] n.污染 污染物

63 proc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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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produc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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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recently 2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66 researchers 2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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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story 2 ['stɔ:ri] n.故事；小说；新闻报道；来历；假话 vt.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说谎 n.(Story)人名；(英)斯托里

69 studies 2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70 study 2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71 subject 2 ['sʌbdʒikt, -dʒe-, səb'dʒekt] n.主题；科目；[语]主语；国民 adj.服从的；易患…的；受制于…的 vt.使…隶属；使屈从于…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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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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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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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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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77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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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79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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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AFP 1 n. 法新社 (=Agence France Presse)；【医】甲胎蛋白（= alpha feto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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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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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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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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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88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89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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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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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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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beekeeper 1 ['bi:,ki:pə] n.养蜂人

95 bees 1 ['biː z] 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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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biological 1 [,baiəu'lɔdʒik,-kəl] adj.生物的；生物学的

98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99 but 1 [强 bʌt, 弱 bət, bʌt] conj.但是；而是；然而 adv.仅仅，只 prep.除…以外 n.(But)人名；(俄、罗)布特；(越)笔

100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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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centre 1 ['sentə] vi.以…为中心 vt.集中；将…放在中央 n.中心 adj.中央的

103 checked 1 [tʃekt] adj.选中的；格子花纹的 v.检查（che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4 chemically 1 ['kemikəli] adv.用化学；以化学方法

105 CIB 1 西苯唑啉

106 cleaned 1 [kliː n] adj. 干净的；纯洁的；完全的；空白的；正当的；精准的 adv. 完全地 n. 清洁 v. 打扫；清扫；擦，刷

107 collected 1 [kə'lektid] adj.镇定的；收集成的 v.收集；聚集（collect的过去式）

108 combined 1 [kəm'baind] adj.结合的；[数]组合的 v.使结合；联合（combine的过去分词）

109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110 communications 1 英 [kəmjuːnɪ'keɪʃ(ə)nz] 美 [kə̩ mjuːnɪ'keɪʃənz] n. 通信技术；通讯设备 名词communication的复数形式.

111 coworkers 1 n. 同事；合作人（coworker的复数形式）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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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discovered 1 英 [dɪ'skʌvə(r)] 美 [dɪ'skʌvər] v. 发现；偶然撞见；发觉

114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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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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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periments 1 [ɪk'sperɪmənt] n. 试验；实验；尝试 vi. 尝试；做实验

118 explained 1 [ɪksp'leɪnd] v. 解释；说明 vbl. 解释；说明

119 family 1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120 Federica 1 费代里卡

121 findings 1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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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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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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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had 1 v.有；吃；得到（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ux.已经（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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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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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128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129 helps 1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30 homes 1 英 [həʊm] 美 [hoʊm] n. 家；家庭；收容所；栖息地；发源地 adv. 在家；回家；在国内；回国；正中目标 adj. 家用的；国
内的；总部的；（比赛）主场的 v. 提供住处；朝向

131 honey 1 ['hʌni] n.蜂蜜；宝贝；甜蜜 adj.甘美的；蜂蜜似的 vt.对…说甜言蜜语；加蜜使甜 vi.奉承；说甜言蜜语 n.(Honey)人名；
(英)霍尼

132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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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identified 1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5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136 lab 1 [læb] n.实验室，研究室

137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138 latest 1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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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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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Madrid 1 [mə'drid; mɑ:'ðri:ð] n.马德里（西班牙首都）

142 Margarita 1 [,ma:gə'ri:tə] n.玛格丽塔（Margaret的异体，女子名）；玛格丽塔（一种鸡尾酒名）

143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44 microorganisms 1 [mɪk'rɔː ɡənɪzəmz] 微生物

145 mixture 1 ['mikstʃə] n.混合；混合物；混合剂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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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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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moth 1 [mɔθ, mɔ:θ] n.蛾；蛀虫

149 mouth 1 [mauθ] n.口，嘴；河口 vt.做作地说，装腔作势地说；喃喃地说出 vi.装腔作势说话

150 much 1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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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nature 1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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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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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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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57 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158 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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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60 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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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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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oxidize 1 ['ɔksidaiz] vt.使氧化；使生锈 vi.氧化

163 oxidized 1 英 ['ɒksɪdaɪz] 美 ['ɑːksɪdaɪz] v. 氧化；生锈

164 oxygen 1 ['ɔksidʒən] n.[化学]氧气，[化学]氧

165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166 pile 1 [pail] n.堆；大量；建筑群 vt.累积；打桩于 vi.挤；堆积；积累 n.(Pile)人名；(西)皮莱；(英)派尔

167 piles 1 [pailz] n.痔疮；痔 n.(Piles)人名；(西)皮莱斯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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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presse 1 Die Presse (German-Neue Freie Presse)-Vienna's Press (德语)维也纳通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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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proper 1 ['prɔpə] adj.适当的；本身的；特有的；正派的 adv.完全地 n.(Proper)人名；(英、德)普罗珀

171 published 1 ['pʌblɪʃ] v. 出版；发行；公开发表

172 reaction 1 [ri'ækʃən, ri:-] n.反应，感应；反动，复古；反作用

173 reactions 1 英 [ri'ækʃənz] 美 [rɪ'ækʃənz] n. 反应（reaction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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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reporting 1 英 [rɪ'pɔː tɪŋ] 美 [rɪ'pɔː 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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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returned 1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178 room 1 n.房间；空间；余地；机会；房间里所有的人 vt.为…提供住处；租房，合住；投宿，住宿；留…住宿 vi.居住；住宿 n.
（英）鲁姆（人名）；（俄）罗姆（人名）

179 salas 1 n. 萨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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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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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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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Spain 1 [spein] n.西班牙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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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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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storing 1 ['stɔ:riŋ] n.储存；保管 v.储存；供应（store的ing形式） adj.存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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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190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191 temperature 1 n.温度；体温；气温；发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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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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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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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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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97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198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199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00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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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wa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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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204 when 1 conj.考虑到；既然；当…时；在…时；如果 adv.什么时候，何时；（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在那时；其时；当时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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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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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08 wondered 1 英 ['wʌndə(r)] 美 ['wʌndər] n. 惊奇；惊愕；奇迹；奇观 v. 惊奇；想知道；怀疑 adj. 奇妙的；非凡的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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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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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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