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0-24 [Health and Lifestyle] Is a Worm the Next Invasive
Threat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able 1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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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ccou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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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6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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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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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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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dvises 1 [əd'vaɪz] vt. 劝告；通知；忠告；建议 vi. 提建议

12 again 2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3 agrestis 1 [əɡ'restɪs] 属于田地的, 耕地的

14 Alabama 1 [,ælə'bæmə] n.阿拉巴马州（美国州名）

15 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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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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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19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20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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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mphibians 1 [æm'fɪbiənz] n. 两栖动物 amphibian的复数形式.

23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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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nimal 4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26 animals 4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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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r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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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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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reas 2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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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rriving 1 [ə'raɪv] vi. 到达；到来；成功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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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sia 1 ['eiʃə] n.亚洲

35 Asian 4 ['eiʃən] n.亚洲人 adj.亚洲的；亚洲人的

36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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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38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39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40 b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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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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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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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43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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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ehavior 1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46 behind 1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47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48 biology 1 [bai'ɔlədʒi] n.（一个地区全部的）生物；生物学

49 birds 2 ['bɜːdz] n. 鸟，鸟类；禽（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

50 body 2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51 bones 1 英 [bəʊnz] 美 [boʊnz] n. 骨骼 名词bone的复数形式.

52 br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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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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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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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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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57 castings 2 ['kɑːstɪŋs] n. 铸造物 名词casting的复数形式.

58 caterpillars 1 [kætə'pɪləz] 毛虫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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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61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62 circles 1 英 ['sɜːkl] 美 ['sɜ rːkl] n. 圆圈；圈子；包厢 v. 划圈；包围；盘旋；环绕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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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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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66 cocoon 1 [kə'ku:n] n.茧；卵囊 vt.把……紧紧包住

67 cocoons 3 [kə'kuːn] n. 茧；茧状物 v. 包围；包裹

68 coffee 1 ['kɔfi] n.咖啡；咖啡豆；咖啡色 n.(Coffee)人名；(英)科菲

69 colgate 1 ['kəul,geit] n.高露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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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comm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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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73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74 confirmed 1 [kən'fə:md] adj.确认的；保兑的；坚定的；惯常的 v.确证；使坚定（confirm的过去分词）；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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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control 2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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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crazy 1 ['kreizi] adj.疯狂的；狂热的，着迷的

79 critical 1 ['kritikəl] adj.鉴定的；[核]临界的；批评的，爱挑剔的；危险的；决定性的；评论的

80 cycle 2 ['saikl] n.循环；周期；自行车；整套；一段时间 vt.使循环；使轮转 vi.循环；骑自行车；轮转

81 damiano 1 n. 达米亚诺

82 decrease 1 [di'kri:s, 'di:-, 'di:kri:s, di'k-] n.减少，减小；减少量 vi.减少，减小 vt.减少，减小

83 depend 1 [di'pend] vi.依赖，依靠；取决于；相信，信赖

84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85 dividing 1 [di'vaidiŋ] adj.区分的；起划分作用的 v.分开（divide的ing形式）

86 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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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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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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dr 1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88 dropping 1 ['drɔpiŋ] n.落下；空投；滴下物 v.落下；退出（drop的ing形式）；滴入；随口漏出

89 droppings 1 ['drɔpiŋz] n.鸟兽的粪便；滴下物（dropping的复数）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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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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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arthworms 1 蚯蚓

93 east 1 [i:st] n.东方；东风；东方国家 adj.东方的；向东的；从东方来的 adv.向东方，在东方 n.(East)人名；(英)伊斯特

94 easy 2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95 eat 3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96 eat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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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cosystems 1 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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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ggs 1 [egz] n. 蛋；鸡蛋 名词egg的复数形式.

100 either 1 adj.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任何一个 conj.也（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根本 pron.任一，两方，随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101 ends 1 ['endz] n. 结束；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

102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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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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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stablished 1 [i'stæbliʃt] adj.确定的；已制定的，已建立的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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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107 existence 1 [ig'zistəns] n.存在，实在；生存，生活；存在物，实在物

108 farmer 1 ['fɑ:mə] n.农夫，农民 n.(Farmer)人名；(英)法默；(法)法尔梅；(西)法梅尔

109 favorite 1 ['feivərit] n.幸运儿；喜欢的事物；特别喜欢的人 adj.最喜爱的；中意的；宠爱的 n.(Favorite)人名；(英)费沃里特

110 flavor 1 ['fleivə] n.情味，风味；香料；滋味 vt.加味于

111 flowers 1 英 ['flaʊə(r)] 美 ['flaʊər] n. 花；开花植物；精华；盛时 v. 开花；成熟；用花装饰

112 food 2 [fu:d] n.食物；养料

113 foods 1 [fuːdz] n. 食品 名词food的复数形式.

114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15 forest 1 ['fɔrist] vt.植树于，使成为森林 n.森林 n.(Forest)人名；(法)福雷；(英、西)福雷斯特

116 forests 2 英 ['fɒrɪst] 美 ['fɔː rɪst] n. 森林；林火 vt. (用树林)覆盖；置于(树林中)

117 forth 1 [fɔ:θ] adv.向前，向外；自…以后 n.(Forth)人名；(德)福特；(英)福思

118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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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gardener 1 ['gɑ:dənə] n.园丁；花匠；园艺家 n.(Gardener)人名；(英)加德纳

121 gardeners 2 n.园丁，园艺爱好者( gardener的名词复数 )

122 gardens 3 ['gɑːdnz] n. 公园；花园；园林 名词garden的复数形式.

123 garter 1 ['gɑ:tə] v.吊袜带吊住 n.吊袜带

124 generation 1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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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gray 2 [grei] adj.灰色的；苍白的；灰白头发的；阴郁的 n.灰色；暗淡的光线 vi.成为灰色或灰白 vt.使成灰色或灰白 n.(Gray)人
名；(意)格拉伊；(英、法、葡、瑞典)格雷

127 Gregory 2 ['gregəri] n.格雷戈里（男子名，古代罗马教皇之名）

128 groun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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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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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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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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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Hamilton 1 ['hæmiltən] n.汉密尔顿（男子名）；哈密尔顿（美国城市名）

133 ha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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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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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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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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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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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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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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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highly 1 ['haili] adv.高度地；非常；非常赞许地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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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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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howe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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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humus 5 ['hju:məs] n.腐殖质；腐植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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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impossible 1 [im'pɔsəbl] adj.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的；难以忍受的；不真实的 n.不可能；不可能的事

148 in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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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infected 1 [in'fektid] adj.被感染的 v.传染（infect的过去分词）

150 insect 2 ['insekt] n.昆虫；卑鄙的人

151 insects 3 ['ɪnsekts] n. 昆虫；虫子；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

152 int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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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introduced 1 [ɪntrəd'juːst] v. 介绍，引进（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4 invasion 1 [in'veiʒən] n.入侵，侵略；侵袭；侵犯

155 invasive 3 [in'veisiv] adj.侵略性的；攻击性的

156 is 1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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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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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jersey 1 ['dʒə:zi] n.运动衫，毛线衫 n.(Jersey)人名；(英)泽西；(德)耶尔赛

160 jessica 1 ['dʒesikə] n.杰西卡（女子名）

161 jump 1 [dʒʌmp] n.跳跃；暴涨；惊跳 vt.跳跃；使跳跃；跳过；突升 vi.跳跃；暴涨；猛增 n.(Jump)人名；(英)江普

162 jumper 1 ['dʒʌmpə] n.跳高运动员；跳跃者；工作服；妇女穿的套头外衣 n.(Jumper)人名；(英)江珀

163 jumping 6 ['dʒʌmpiŋ] adj.跳跃的 n.障碍 vi.跳（jump的ing形式）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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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kill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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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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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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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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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knows 1 英 [nəʊ] 美 [noʊ] v. 了解；知道；认识 n. 知情

170 large 1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171 largely 1 ['lɑ:dʒli] adv.主要地；大部分；大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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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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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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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legs 1 ['leɡz] n.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

176 l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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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life 3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78 li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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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li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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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81 line 1 [lain] n.路线，航线；排；绳 vt.排成一行；划线于；以线条标示；使…起皱纹 vi.排队；站成一排 n.(Line)人名；(英)莱恩；
(俄)利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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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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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lives 2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85 lo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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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loo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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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made 1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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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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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mating 1 ['meitiŋ] n.（动物等的）交配，交尾；配套；（植物等的）杂交 v.交配；使配对；使紧密配合（mat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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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mccay 7 n. 麦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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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miss 1 [mɪs] n.女士，小姐，年轻未婚女子 vt.错过，想念，缺（勤）

195 move 3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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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198 native 1 ['neitiv] adj.本国的；土著的；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天赋的 n.本地人；土产；当地居民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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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nearby 2 ['niə'bai] adj.附近的，邻近的 adv.在附近 prep.在…附近

201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02 necessary 1 ['nesisəri]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必需品 n.(Necessary)人名；(英)内塞瑟里

203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204 new 4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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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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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north 2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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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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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of 1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11 often 2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212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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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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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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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o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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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order 1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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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organic 1 [ɔ:'gænik] adj.[有化]有机的；组织的；器官的；根本的

218 other 5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19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20 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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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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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223 pay 1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224 Pennsylvania 1 [,pensil'veinjə] n.宾夕法尼亚州（美国州名）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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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pl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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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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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29 populate 1 ['pɔpjuleit] vt.居住于；构成人口；移民于；殖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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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populations 3 [pɒpjʊ'leɪʃnz] 居群

232 possibly 1 ['pɔsəbli] adv.可能地；也许；大概

233 predator 1 ['predətə] n.[动]捕食者；[动]食肉动物；掠夺者

234 predators 2 [p'redətəz] 食虫动物

235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236 preserve 1 vt.保存；保护；维持；腌；禁猎 n.保护区；禁猎地；加工成的食品；（某人或群体的）专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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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produce 2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239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240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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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43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244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245 removing 1 [riː 'muːvɪŋ] n. 消除；排除；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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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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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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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reproduce 1 [,ri:prə'dju:s] vt.复制；再生；生殖；使…在脑海中重现 vi.复制；繁殖

250 reptile 1 ['reptail, -til] adj.爬虫类的；卑鄙的 n.爬行动物；卑鄙的人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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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53 rich 1 adj.富有的；肥沃的；昂贵的 adj.油腻的，含有很多脂肪 n.(Rich)人名；(丹)里克；(捷)里赫；(英、西)里奇；(葡、法)里什

254 rise 1 [raiz, rais] vi.上升；增强；起立；高耸 vt.使…飞起；使…浮上水面 n.上升；高地；增加；出现

255 Robins 1 ['rəubinz] n.罗宾斯（姓氏）

256 roots 1 [ru tː] n. 根；根源；根本 v. 生根；扎根；根除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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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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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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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scientific 1 [,saiən'tifik] adj.科学的，系统的

261 scientists 1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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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e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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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seeing 1 ['si:iŋ] n.看见；视觉；观看；视力 conj.因为；由于；鉴于 adj.看见的；有视觉的 v.看见（see的ing形式）

265 service 1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266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267 share 1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268 shiny 1 ['ʃaini] adj.有光泽的，擦亮的；闪耀的；晴朗的；磨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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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shrews 1 n.泼妇，悍妇( shrew的名词复数 )

271 side 2 [said] n.方面；侧面；旁边 vi.支持；赞助；偏袒 adj.旁的，侧的 vt.同意，支持 n.(Side)人名；(英)赛德

272 silk 1 [silk] n.丝绸；蚕丝；丝织物 adj.丝的；丝绸的；丝制的 vi.（玉米）处于长须的阶段中 n.(Silk)人名；(英、瑞典)西尔克

273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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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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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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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nake 1 [sneik] n.蛇；阴险的人 vi.迂回前进 vt.拉（木材等）；迂回前进

278 snakes 1 [脊椎]

279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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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of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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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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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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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sour 1 ['sauə] adj.酸的；发酵的；刺耳的；酸臭的；讨厌的 vi.发酵；变酸；厌烦 vt.使变酸；使失望 n.酸味；苦事 n.(Sour)人名；
(柬)索

284 species 2 ['spi:ʃi:z, -si:z] n.[生物]物种；种类 adj.物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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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spr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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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stachel 2 n. 施塔赫尔

288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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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stays 1 [steɪ] v. 停留；逗留；保持 n. 停留；逗留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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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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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suppress 1 [sə'pres] vt.抑制；镇压；废止

294 surf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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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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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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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98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99 ten 1 [ten] num.十个，十 n.(Ten)人名；(英)坦恩；(意)泰恩；(柬)登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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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the 3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02 thei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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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them 5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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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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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07 they 7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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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thin 1 [θin] adj.薄的；瘦的；稀薄的；微弱的 vt.使瘦；使淡；使稀疏 vi.变薄；变瘦；变淡 adv.稀疏地；微弱地 n.细小部分 n.
(Thin)人名；(越)辰；(柬)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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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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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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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threat 1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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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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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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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timothy 1 ['timəθi] n.[植]梯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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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to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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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toads 1 n.蟾蜍，癞蛤蟆( toad的名词复数 )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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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touched 1 adj.受感动的；神经兮兮的 v.触摸（tou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23 transported 1 v.[植]运输；搬运（transport的过去式）

324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25 underreported 1 英 ['ʌndərɪ'pɔː t] 美 [ˌʌndərɪ'poʊrt] vt. 少报(收入等)；低估

326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327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328 unlike 1 [,ʌn'laik] adj.不同的，不相似的 prep.和…不同，不像

329 unnoticed 1 [,ʌn'nəutist] adj.被忽视的；不引人注意的；未被注意的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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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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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usual 1 ['ju:ʒuəl] adj.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333 usually 2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34 vegetables 1 ['vedʒɪtəblz] 蔬菜,vegetable的复数形式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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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vinegar 2 ['vinigə] n.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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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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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was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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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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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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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343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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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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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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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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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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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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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50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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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win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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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53 with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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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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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56 worm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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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Worms 10 [wə:mz, vɔ:rms] n.[基医]蠕虫（worm的复数） n.(Worms)人名；(德、法、葡)沃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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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wriggler 1 ['riglə] n.[昆]孑孓；扭动的人或物

360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61 yearly 1 ['jə:li, 'jiə-] adj.每年的 adv.每年；一年一次 n.年刊；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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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364 you 5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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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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