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0-19 [As It Is] US Farmers Concerned about Winter Wheat
Cr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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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re 1 ['eikə] n.土地，地产；英亩

3 acres 3 ['eɪkəs] n. 土地；耕地；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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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greed 1 [ə'gri:d] adj.同意的；通过协议的 v.同意；赞成（agree的过去式）

6 agriculture 1 n.农业；农耕；农业生产；农艺，农学

7 ahead 1 adj.向前；在前的；领先 adv.向前地；领先地；在（某人或某事物的）前面；预先；在将来，为未来

8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9 already 3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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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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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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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ndale 1 n. 安代尔(在美国；西经 97º38' 北纬 37º4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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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ppearance 1 [ə'piərəns] n.外貌，外观；出现，露面

18 are 1 [强ɑ:, 弱ə] v.是（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 n.公亩 n.(Are)人名；(意、西、芬)阿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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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s 6 [æz] conj.因为；随着；虽然；依照；当…时 prep.如同；当作；以…的身份 adv.同样地；和…一样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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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back 2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后
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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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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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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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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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30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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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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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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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climate 1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34 c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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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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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37 commission 1 [kə'miʃən] n.委员会；佣金；犯；委任；委任状 vt.委任；使服役；委托制作

38 completed 1 [kəm'pliː tɪd] adj. 已完成的 v. 完成（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9 concerned 1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40 conditions 2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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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onfident 1 ['kɔnfidənt] adj.自信的；确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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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ost 1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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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ountry 2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乐
的

46 crop 4 [krɔp] n.产量；农作物；庄稼；平头 vt.种植；收割；修剪；剪短 vi.收获

47 crop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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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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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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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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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52 delayed 1 [di'leid] adj.延时的；定时的 v.延迟（delay的过去式）

53 demand 1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54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5 determined 1 [di'tə:mind] adj.决定了的；坚决的 v.决定；断定（determin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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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developing 1 [di'veləpiŋ] adj.发展中的 n.[摄]显影 v.发展（develop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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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discourage 2 [dis'kʌridʒ] vt.阻止；使气馁

60 discourages 1 英 [dɪs'kʌrɪdʒ] 美 [dɪs'kɜ rːɪdʒ] vt. 阻碍；使气馁

61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62 drought 8 [draut] n.干旱；缺乏 n.(Drought)人名；(英)德劳特

63 dry 3 [drai] adj.干的；口渴的；枯燥无味的；禁酒的 vt.把…弄干 vi.变干 n.干涸 n.(Dry)人名；(法)德里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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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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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ntire 1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68 equals 1 ['iː kwəl] adj. 相等的；平等的 vt. 比得上；等于 n. 同辈；平等；(同等的)人或事物

69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70 ev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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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ceptional 1 [ik'sepʃənəl] adj.异常的，例外的 n.超常的学生

72 expects 1 [ɪk'spekt] v. 预期；期待；盼望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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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perts 2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75 exporters 1 [ɪks'pɔː təz] 出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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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fail 1 [feil] vi.失败，不及格；破产；缺乏；衰退 vt.不及格；使失望；忘记；舍弃 n.不及格 n.(Fail)人名；(葡、捷)法伊尔；(法)法
伊

78 fall 1 [fɔ:l] vi.落下；变成；来临；减弱 n.下降；秋天；瀑布 vt.砍倒；击倒 adj.秋天的 n.(Fall)人名；(法、芬、瑞典)法尔；(英、
匈)福尔；(阿拉伯)法勒

79 famously 1 ['feiməsli] adv.著名地；极好地

80 farm 1 [fɑ:m] vi.种田，务农；经营农场 n.农场；农家；畜牧场 vt.养殖；耕种；佃出（土地）

81 farmer 2 ['fɑ:mə] n.农夫，农民 n.(Farmer)人名；(英)法默；(法)法尔梅；(西)法梅尔

82 Farmers 3 n.[农]农民（farmer的复数）

83 farms 1 英 [fɑːm] 美 [fɑ rːm] n. 农场；农田 v. 务农

84 favors 1 ['feɪvə] n. 偏爱；好意；特权；赞成 vt. 偏爱；给予；支持；关心；利于；长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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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fertilizer 1 ['fə:tilaizə] n.[肥料]肥料；受精媒介物；促进发展者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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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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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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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gard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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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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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Gilpin 1 n.(Gilpin)人名；(英)吉尔平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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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grains 1 [greins] n.[作物]谷粒（grain的复数）；双齿鱼叉，多齿鱼叉

94 grim 1 [grim] adj.冷酷的；糟糕的；残忍的 n.(Grim)人名；(英、德、俄、捷、匈)格里姆

95 grou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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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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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grown 1 [grəun] adj.长大的；成年的；长满某物的 v.生长；变成；栽培（grow的过去分词）

98 growth 1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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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01 har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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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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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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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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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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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he 3 [hi:, 弱 hi, i:, i] n.男孩，男人；它（雄性动物） pron.他 n.(He)人名；(日)户(姓)；(朝)海；(柬)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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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hig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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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10 historically 1 [his'tɔrikəli] adv.历史上地；从历史观点上说

111 Hodges 2 n. 霍奇斯

112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113 hopeful 1 ['həupful] adj.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n.有希望成功的人

114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115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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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i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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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inc 1 abbr. 公司(=incorporated )

119 ingwersen 1 n. 英沃森

120 is 1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1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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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23 john 2 [dʒɔn] n.厕所

124 julie 1 ['dʒu:li] n.朱莉（女子名）

125 Justin 1 ['dʒʌstin] n.贾斯廷（男子名）

126 Kansas 7 ['kænzəs] n.堪萨斯州（美国州名）

127 kee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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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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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kent 1 [kent] n.肯特（英国东南部州名）；不列颠岛南部的古代盎格鲁所建的王国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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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31 la 2 [lɑ:] n.全音阶中的第6个音；A音的唱名 n.(La)人名；(中)辣(广东话·威妥玛)；(越)罗；(朝)罗；(缅、老)拉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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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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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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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136 l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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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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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likely 2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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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litt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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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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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43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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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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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market 1 ['mɑ:kit] n.市场；行情；股票市场；市面；集市；销路；商店 vt.在市场上出售 vi.做买卖 n.(Market)人名；(塞)马尔凯特

147 martin 1 ['mɑ:tin] n.紫崖燕

148 match 1 [mætʃ] vt.使比赛；使相配；敌得过，比得上；相配；与…竞争 vi.比赛；匹配；相配，相称；相比 n.比赛，竞赛；匹
配；对手；火柴

149 may 3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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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measure 1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152 meters 1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153 mid 1 [mid] adj.中间的；中央的 prep.在…之中 n.(Mid)人名；(柬)米

154 middle 2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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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monitor 1 n.监视器；监听器；监控器；显示屏；班长 vt.监控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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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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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narrowing 1 英 ['nærəʊɪŋ] 美 ['næroʊɪŋ] n. 缩小；收缩；窄化；变窄 动词narrow的现在分词形式.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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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Nina 2 ['ni:nə; 'nai-] n.尼娜（女名）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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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normally 1 ['nɔ:məli] adv.正常地；通常地，一般地

164 numb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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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166 of 1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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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Oklahoma 2 [,əuklə'həumə] n.美国俄克拉荷马州

169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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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operators 1 ['ɒpəreɪtəz] n. 操作员；管理者；运算符 名称operato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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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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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out 2 [aut] adv.出现；在外；出局；出声地；不流行地 adj.外面的；出局的；下台的 n.出局 prep.向；离去 vi.出来；暴露 vt.使熄
灭；驱逐

173 pattern 1 ['pætən] n.模式；图案；样品 vt.模仿；以图案装饰 vi.形成图案

174 percent 1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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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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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plain 1 [plein] adj.平的；简单的；朴素的；清晰的 n.平原；无格式；朴实无华的东西 adv.清楚地；平易地 n.(Plain)人名；(英)普
莱恩；(法)普兰

178 Plains 1 [pleinz] n.平地，平原（plain的复数）

179 planning 1 ['plæniŋ] n.规划；计划编制 v.计划；设计；预期（plan的ing形式）

180 plans 2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181 plan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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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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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plant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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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plant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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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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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possibilities 1 英 [ˌpɒsə'bɪləti] 美 [ˌpɑːsə'bɪləti] n. 可能；可能性；可能的事情；潜在的价值

187 predictions 1 [prɪ'dɪkʃnz] 预言

188 prepared 1 adj.准备好的 v.准备（prepare的过去分词）

189 price 1 [prais] n.价格；价值；代价 vt.给……定价；问……的价格 n.(Price)人名；(英)普赖斯；(法)普里斯；(葡、瑞典)普里塞

190 priced 1 [praist] adj.[物价]附有定价的 v.给…定价（price的过去分词）

191 prices 3 [praɪs] n. 价格；代价；价值 v. 给…定价；估价；贴价格标签；比较价格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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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producing 1 [prə'djuːsɪŋ] n.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194 properly 1 ['prɔpəli] adv.适当地；正确地；恰当地

195 protecting 1 [prə'tektiŋ] adj.保护的；防护的 v.保护；防护（protect的ing形式）

196 purchasing 1 n.[贸易]采购（purchase的ing形式）；购买

197 push 1 vt.推动，增加；对…施加压力，逼迫；按；说服 vi.推进；增加；努力争取 n.推，决心；大规模攻势；矢志的追求

198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199 rain 1 [rein] n.雨；下雨；雨天；雨季 vi.下雨；降雨 vt.大量地给；使大量落下 n.(Rain)人名；(法)兰；(英)雷恩；(罗、捷)赖恩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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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02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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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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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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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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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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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09 rising 1 ['raiziŋ] n.上升；起床；造反 adj.上升的；上涨的；新兴的 adv.接近 v.上升（rise的ing形式） n.(Rising)人名；(瑞典)里
辛；(英)赖辛

210 roo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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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212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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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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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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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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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se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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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seeded 1 ['si:did] adj.已播种了的；去籽的

217 seeds 2 [siː dz] n. 籽 名词seed的复数形式. 动词s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18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19 so 1 ['səu, 弱 sə] adv.如此，这么；确是如此 conj.所以；因此 pron.这样 n.(So)人名；(柬)索

220 soil 1 [sɔil] n.土地；土壤；国家；粪便；务农；温床 vt.弄脏；污辱 vi.变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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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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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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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square 2 [skwεə] adj.平方的；正方形的；直角的；正直的 vt.使成方形；与…一致 vi.一致；成方形 n.平方；广场；正方形 adv.成
直角地

225 st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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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States 3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227 stem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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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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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strong 2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230 suggest 1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231 supplies 2 [səp'laɪz] n. 物资；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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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34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235 tests 1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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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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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the 3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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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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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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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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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thirds 1 [θɜːdz] n. 三号 名词third的复数形式.

245 thi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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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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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threatens 1 ['θretn] v. 威胁；恐吓；似将发生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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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tillers 2 英 ['tɪlə(r)] 美 ['tɪlər] n. 分蘖；农夫；舵柄 v. 从根部张幼芽

250 time 2 [taim] n.时间；时代；次数；节拍；倍数 vt.计时；测定…的时间；安排…的速度 adj.定时的；定期的；分期的 n.(Time)人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251 to 13 [强 tu:, 弱 tu, 辅音前弱tə, t] adv.向前；（门等）关上 prep.到；向；（表示时间、方向）朝…方向 n.(To)人名；(柬)多；(中)脱
(普通话·威妥玛)

252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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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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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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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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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unusually 1 [ʌn'ju:ʒuəli] adv.非常；异乎寻常地；显著地

259 u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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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us 1 pron.我们

261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62 very 1 ['veri] adj.恰好是，正是；甚至；十足的；特有的 adv.非常，很；完全 n.(Very)人名；(英)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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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65 warm 1 [wɔ:m] adj.温暖的；热情的 vi.同情；激动；变温暖 vt.使…兴奋；使…温暖；使…感兴趣 n.取暖；加热 n.(Warm)人名；
(英)沃姆；(德)瓦姆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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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weath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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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weekly 1 ['wi:kli] adj.每周的；周刊的；一周一次的 n.周刊 adv.每周一次；逐周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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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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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wheat 17 [hwi:t] n.小麦；小麦色 n.(Wheat)人名；(英)惠特

272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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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75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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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wind 1 [[wɪnd] n.风；呼吸；气味；卷绕 vt.缠绕；上发条；使弯曲；吹号角；绕住或缠住某人 vi.缠绕；上发条；吹响号角 n.
(Wind)人名；(英、德、瑞典)温德

277 window 1 ['windəu] n.窗；窗口；窗户

278 winter 8 ['wintə] n.冬季；年岁；萧条期 vi.过冬 adj.冬天的；越冬的 n.(Winter)人名；(英、德、匈、罗、捷、西、芬、瑞典、法)
温特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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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without 1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281 words 1 [wə:dz] n.[计]字（word的复数）；话语；言语 v.用言语表达（word的三单形式）

282 worldwide 2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283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84 yards 1 [jɑːdz] n. 场地；码 名词yard的复数形式.

285 year 5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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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yield 2 vt.屈服；出产，产生；放弃 vi.屈服，投降 n.产量；收益

288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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