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0-25 [Health and Lifestyle] Study_ Your Smell Could Attract
Mosquitoe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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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f 1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mosquitoes 12 n. 蚊子 名词mosquito的复数形式.

5 sai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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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t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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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nd 8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8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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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for 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 hav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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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i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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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skin 7 [skin] n.皮肤；外皮 vt.剥皮 vi.愈合；长皮

13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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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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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stud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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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be 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7 mosquito 5 [mə'ski:təu] n.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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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people 5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0 smell 5 [smel] vi.嗅，闻；有…气味 vt.嗅，闻；察觉到；发出…的气味 n.气味，嗅觉；臭味

21 stockings 5 [s'tɒkɪŋz] n. 长袜

22 thei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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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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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6 attract 4 [ə'trækt] vt.吸引；引起 vi.吸引；有吸引力

27 experiment 4 [ik'speriment, ek's-] vi.尝试；进行实验 n.实验，试验；尝试

28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9 magnets 4 ['mæɡnɪts] 磁体

30 mo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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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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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researchers 4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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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were 4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5 your 4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36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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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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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ach 3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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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fi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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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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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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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44 produce 3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45 resear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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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sc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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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s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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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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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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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these 3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51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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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university 3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53 us 3 pron.我们

54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55 ways 3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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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who 3 pron.谁；什么人

58 acids 2 ['æsɪdz] n. 酸类；酸性物质；迷幻药 名词的acid的复数.

59 against 2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60 andrew 2 ['ændru:] n.安德鲁（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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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attractive 2 [ə'træktiv] adj.吸引人的；有魅力的；引人注目的

63 attracts 2 [ə'trækt] v. 吸引；引来

64 backup 2 ['bækʌp] n.支持；后援；阻塞 adj.支持的；候补的 vt.做备份

65 bacteria 2 [bæk'tiəriə] n.[微]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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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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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certain 2 ['sə:tən] adj.某一；必然的；确信；无疑的；有把握的 pron.某些；某几个 n.(Certain)人名；(葡)塞尔塔因；(法)塞尔坦

69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70 chemicals 2 ['kemɪklz] n. 化学药品；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

71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72 degennaro 2 n. 德根纳罗

73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74 e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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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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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factor 2 ['fæktə] n.因素；要素；[物]因数；代理人 vi.做代理商 vt.把…作为因素计入；代理经营；把…分解成 n.(Factor)人名；(英)
法克特

77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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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hi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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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ideas 2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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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82 involved 2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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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levels 2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85 lo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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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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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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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mu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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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neurobiologist 2 神经生物学家

90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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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others 2 pron.其他人

92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93 picnic 2 ['piknik] n.野餐 vi.去野餐

94 remain 2 [ri'mein] vi.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n.遗迹；剩余物，残骸

95 repel 2 [ri'pel] vt.击退；抵制；使厌恶；使不愉快

96 sa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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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smith 2 [smiθ] n.铁匠；锻工；制作者 vt.锻制 vi.锻打金属；当锻工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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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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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thing 2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102 tim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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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towards 2 [tə'wɔ:dz, tu-, 'təuədz, twɔ:dz] prep.朝，向；对于；有助于

104 traps 2 [træps] n.[计]陷阱；圈套（trap的复数形式）；手提行李；随身用物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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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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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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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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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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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absorb 1 [əb'sɔ:b, -'zɔ:b] vt.吸收；吸引；承受；理解；使…全神贯注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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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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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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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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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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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alternatives 1 [ɔː l'tɜːnətɪvz] n. 其它选择；备选方案 名词alternative的复数形式.

118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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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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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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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arms 1 [a:mz] n.臂（arm的复数）；[军]武器；纹章 v.武装；配备（arm的三单形式） n.(Arms)人名；(英)阿姆斯

123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124 associated 1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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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authors 1 [图情]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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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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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130 bite 1 [bait] vt.咬；刺痛 n.咬；一口；咬伤；刺痛 vi.咬；刺痛 abbr.机内测试设备（Built-InTestEquipment） n.(Bite)人名；(匈)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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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bitten 1 vt.咬（bite的过去分词）刺痛；有咬（或叮）的习性

133 bring 1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134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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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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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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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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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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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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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compete 1 [kəm'pi:t] vi.竞争；比赛；对抗

143 competing 1 [kəm'piː tɪŋ] adj. 竞争的；抵触的；相互矛盾的 动词compet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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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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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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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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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designed 1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150 difference 1 n.差异；不同；争执

151 differences 1 ['dɪfərəns] n.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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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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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diseases 1 [dɪ'ziː zɪz] 病害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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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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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dozen 1 ['dʌzən] n.十二个，一打 adj.一打的

158 dozens 1 ['dʌznz] n. 几十；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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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aten 1 [英 [ˈi:tn] 美 [ˈitn] v.吃（ea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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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lement 1 ['elimənt] n.元素；要素；原理；成分；自然环境 n.(Element)人名；(德)埃勒门特；(英)埃利门特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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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65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166 expect 1 [ik'spekt] vt.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期待；预期

167 feet 1 ['fi:t, fi:t] n.脚（foot的复数形式）；尺；韵脚

168 fever 1 ['fi:və] n.发烧，发热；狂热 vt.使发烧；使狂热；使患热病 vi.发烧；狂热；患热病

169 finds 1 [faɪnd] v. 发现；找到；认为；觉得；感到；裁决；判定 n. 发现

170 finisher 1 ['finiʃə] n.整理工；修整器；决定性的事件；最后优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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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fitting 1 ['fitiŋ] n.装配，装置；试穿，试衣 adj.适合的，适宜的；相称的 n.(Fitting)人名；(英、德)菲廷

172 flew 1 [flu:] v.飞，飞翔（fly的过去式） n.(Flew)人名；(英)弗卢

173 Florida 1 ['flɔridə] n.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州）

174 force 1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175 forearms 1 英 ['fɔː rɑːm] 美 ['fɔː rɑ rːm] n. 前臂

176 genes 1 n. 基因（gene的复数形式）；格涅斯（人名）

177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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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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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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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har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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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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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healthy 1 ['helθi] adj.健康的，健全的；有益于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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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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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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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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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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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international 1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191 involves 1 英 [ɪn'vɒlv] 美 [ɪn'vɑ lːv] vt. 包含；使忙于；牵涉；使卷入；使陷入

192 items 1 ['aɪtəm] n. 项目；条款；一件商品（或物品）；一则或一条新闻 adv. 也

193 jeff 1 [dʒef] n.杰夫（男子名，等于Jeffrey）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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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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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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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last 1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持，够用；持久 vt.度过，拖过；使维持 adv.最后地；上次，最近；最后一点 n.(Last)人名；(英、德、葡、罗、瑞典)拉斯特

198 legs 1 ['leɡz] n.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

199 leslie 1 ['lesli:; 'lez] n.莱斯利（男子名）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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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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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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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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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maddie 1 n. 玛迪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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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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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matt 1 [mæt] adj.无光泽的；不光滑的 n.无光表面；衬边 vt.使…无光；把…熔炼为锍（等于ma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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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meal 1 [mi:l] n.一餐，一顿饭；膳食 vi.进餐

210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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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needs 1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213 neurogeneticist 1 n.神经遗传学家 (neurogenetics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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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nylon 1 ['nailɔn] n.尼龙，[纺]聚酰胺纤维；尼龙袜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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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odor 1 ['əudə] n.气味；名声 n.(Odor)人名；(匈)欧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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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options 1 ['ɒpʃnz] 选择；选择权,名词option的复数形式

219 outdoors 1 ['aut'dɔ:z] adv.在户外 n.户外 adj.户外的（等于outdoor）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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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park 1 [pɑ:k] n.公园；[交]停车场 vt.停放；放置；寄存 vi.停放车辆 n.(Park)人名；(英、芬、瑞典)帕克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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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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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225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26 pr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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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probably 1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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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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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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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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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Rockefeller 1 ['rɔkifelə] n.洛克菲勒（姓氏）

235 scents 1 [sent] n. 气味；香味；线索 v. 闻出；发觉；充满；得到 ... 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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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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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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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sense 1 n.感觉，功能；观念；道理；理智 vt.感觉到；检测 n.森斯（人名）

240 separate 1 vt.使分离；使分开；使分居 vi.分开；隔开；分居 adj.单独的；分开的；不同的；各自的； n..分开；抽印本

241 setting 1 ['setiŋ] n.环境；安装；布置；[天]沉落 v.放置；沉没；使…处于某位置（se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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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44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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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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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mells 1 [smel] n. 气味；嗅觉；嗅 v. 嗅；闻；散发气味；有臭味；察觉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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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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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stocking 1 ['stɔkiŋ] n.长袜 n.(Stocking)人名；(英)斯托金

251 str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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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tuff 1 [stʌf] n.东西；材料；填充物；素材资料 vt.塞满；填塞；让吃饱 vi.吃得过多

253 supported 1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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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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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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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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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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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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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tight 1 [tait] adj.紧的；密封的；绷紧的；麻烦的；严厉的；没空的；吝啬的 adv.紧紧地；彻底地 n.(Tight)人名；(英)泰特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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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tube 1 [tju:b, tu:b] n.管；电子管；隧道；电视机 vt.使成管状；把…装管；用管输送 vi.乘地铁；不及格

263 twelve 1 [twelv] n.十二；十二个 num.十二；十二个 adj.十二的；十二个的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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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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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67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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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volunteers 1 英 [ˌvɒlən'tɪə(r)] 美 [ˌvɑ lːən'tɪr] n. 志愿者；(自行生长的)植物 v. (自愿)做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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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Washington 1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272 wear 1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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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whose 1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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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77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78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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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yello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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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282 zika 1 济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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