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0-29 [As It Is] European Beekeepers Alert on 'Catastrophic'
Harvest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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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bo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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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bsorbed 1 [əb'sɔ:bd] adj.被吸收的；一心一意的 v.吸收；使全神贯注（absorb的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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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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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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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8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9 affec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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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FP 1 n. 法新社 (=Agence France Presse)；【医】甲胎蛋白（= alpha fetoprotein）

11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2 alert 1 [ə'lə:t] vt.警告；使警觉，使意识到 adj.警惕的，警觉的；留心的 n.警戒，警惕；警报 n.(Alert)人名；(西)阿莱尔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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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5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6 amount 3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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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9 and 1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0 animal 2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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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nnouncement 1 [ə'naunsmənt] n.公告；宣告；发表；通告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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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pimondia 1 国际养蜂协会联合会

25 applied 1 [ə'plaid] adj.应用的；实用的 v.应用；实施（apply的过去分词）；敷上

26 apply 1 [ə'plai] vt.申请；涂，敷；应用 vi.申请；涂，敷；适用；请求

27 ar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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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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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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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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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tmosphere 1 n.气氛；大气；空气

32 attacked 1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33 authorization 1 [,ɔ:θərai'zeiʃən, -ri'z-] n.授权，认可；批准，委任

34 authorizations 1 n. 授权；授权书（authorization的复数）

35 banned 1 [bæn] v. 禁止；剥夺权利 n. 禁令；禁止

36 based 2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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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39 bee 3 [bi:] n.蜜蜂，蜂；勤劳的人 n.(Bee)人名；(赤几)贝埃；(东南亚国家华语)美；(英)比(女子教名Beatrix和Beatrice的昵称)

40 beehive 1 ['bi:haiv] n.蜂窝；蜂箱

41 beehives 2 n. 蜂房（beehiv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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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beekeeper 3 ['bi:,ki:pə] n.养蜂人

43 beekeepers 6 n.养蜂人( beekeeper的名词复数 )

44 beekeeping 1 ['biː kiː pɪŋ] 养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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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bees 21 ['biː z] 蜜蜂

47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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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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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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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black 1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53 both 2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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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b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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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alle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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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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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annot 2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59 carb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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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areer 1 n.生涯；职业；事业；速度，全速 adj.作为毕生职业的 vi.全速前进，猛冲

61 carried 1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62 catastrophic 1 adj.灾难的；悲惨的；灾难性的，毁灭性的

63 chance 1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64 change 3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65 chemical 1 ['kemikəl] n.化学制品，化学药品 adj.化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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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hoices 1 ['tʃɔɪsɪs] n.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

68 clement 1 ['klemənt] adj.温和的；仁慈的

69 climate 5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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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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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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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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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completely 1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75 computer 2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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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78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79 consume 1 vt.消耗，消费；使…着迷；挥霍 vi.耗尽，毁灭；耗尽生命

80 consumes 1 英 [kən'sjuːm] 美 [kən'suːm] v. 消耗；吃喝；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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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countries 2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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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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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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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danger 1 ['deindʒə] n.危险；危险物，威胁 n.(Danger)人名；(法)当热

87 dangers 1 丹赫尔斯

88 decreases 1 [dɪ'kriː s] v. 减少；减小；降低 n. 减少；降低

89 depend 3 [di'pend] vi.依赖，依靠；取决于；相信，信赖

90 destroyed 1 [dis'trɔid] adj.被毁，毁坏；遭破坏的 v.破坏（destroy的过去分词）

91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92 die 1 [dai] vi.死亡；凋零；熄灭 vt.死，死于… n.冲模，钢模；骰子 n.(Die)人名；(西)迭；(阿拉伯)迪埃

93 dioxide 1 [dai'ɔksaid] n.二氧化物

94 discussed 1 [dɪs'kʌst] adj. 被讨论的；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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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drier 1 n.干燥机；干燥剂；吹风机 dry的比较级

97 drink 1 [driŋk] vt.喝，饮；吸收；举杯庆贺 vi.喝酒；饮水；干杯 n.酒，饮料；喝酒

98 dust 1 [dʌst] n.灰尘；尘埃；尘土 vt.撒；拂去灰尘 vi.拂去灰尘；化为粉末 n.(Dust)人名；(德、俄)杜斯特

99 dying 2 ['daiiŋ] adj.临终的，垂死的 n.死，死亡 v.死，死亡；枯萎；失去活力（di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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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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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ffects 1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103 emergency 1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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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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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u 1 abbr.欧盟（EuropeanUnion）；能量单位（EnergyUnit）；熵的单位（EntropyUnit）；等效单位（EquivalentUnit） n.(Eu)人
名；(中)余(普通话·威妥玛)；(英)尤

107 Europe 2 ['juərəp] n.欧洲

108 European 3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109 e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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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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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tra 1 ['ekstrə] adv.特别地，非常；另外 n.临时演员；号外；额外的事物；上等产品 adj.额外的，另外收费的；特大的

113 fallen 1 ['fɔ:lən] adj.堕落的；落下来的；陷落的 v.落下；跌倒（fall的过去分词）

114 Farmers 4 n.[农]农民（farmer的复数）

115 farming 1 ['fɑ:miŋ] n.农业，耕作 v.耕种；出租（farm的ing形式）

116 fi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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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fine 1 [fain] adj.好的；优良的；细小的，精美的；健康的；晴朗的 n.罚款 vt.罚款；澄清 adv.很好地；精巧地 n.(Fine)人名；(意)
菲内；(英)法恩

118 fires 1 [fɑɪrs] n. 火力 名词fire的复数形式.

119 flowers 2 英 ['flaʊə(r)] 美 ['flaʊər] n. 花；开花植物；精华；盛时 v. 开花；成熟；用花装饰

120 food 4 [fu:d] n.食物；养料

121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22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23 france 5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24 French 2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125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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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fully 1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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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130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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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132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133 goldenrod 2 ['gəuldənrɔd] n.秋麒麟草属植物

134 group 5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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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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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grows 1 英 [ɡrəʊ] 美 [ɡroʊ] v. 增加；生长；变成；种植；逐渐开始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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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harm 1 [hɑ:m] n.伤害；损害 vt.伤害；危害；损害 n.(Harm)人名；(德)哈尔姆

140 harmful 1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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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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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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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h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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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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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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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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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hel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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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Henri 1 n.亨利（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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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himself 1 [him'self] pron.他自己；他亲自，他本人

152 hone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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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hotter 1 [hɔtə] adj.热的；热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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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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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humans 2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157 hunger 1 ['hʌŋgə] n.饿，饥饿；渴望 vi.渴望；挨饿 vt.使……挨饿 n.(Hunger)人名；(德、波)洪格尔；(英)亨格

158 hurt 3 [hə:t] vt.使受伤；损害；使疼痛；使痛心 vi.感到疼痛；有坏处；带来痛苦 n.痛苦；危害；痛苦的原因 adj.受伤的；痛苦
的；受损的 n.(Hurt)人名；(德、匈、捷)胡特；(英)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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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i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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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insect 1 ['insekt] n.昆虫；卑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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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invasive 2 [in'veisiv] adj.侵略性的；攻击性的

164 is 1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5 issue 1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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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68 jean 1 [dʒi:n, dʒein] n.牛仔裤；[纺]斜纹棉布

169 jeff 1 [dʒef] n.杰夫（男子名，等于Jeffrey）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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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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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k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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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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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lar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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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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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l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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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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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local 1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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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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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man 1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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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marc 1 [mɑ:k] n.机读目录；（水果，种子等经压榨后的）榨渣 n.(Marc)人名；(塞)马尔茨；(德、俄、法、荷、罗、瑞典、西、
英)马克

185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86 meeting 1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187 might 2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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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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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91 nectar 1 ['nektə] n.[植]花蜜；甘露；神酒；任何美味的饮料 n.(Nectar)人名；(罗)内克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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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neonicotinoid 1 新烟碱

194 neonicotinoids 1 ['niː ənɪkətɪnɔɪdz] 新烟碱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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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newly 1 ['nju:li] adv.最近；重新；以新的方式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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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199 northwestern 1 [,nɔ:θ'westən] adj.来自西北的；西北方的；在西北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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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noted 2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2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03 O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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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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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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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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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organic 2 [ɔ:'gænik] adj.[有化]有机的；组织的；器官的；根本的

208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09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10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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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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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parasite 1 ['pærəsait] n.寄生虫；食客

214 parasites 3 ['pærəsaɪts] n. 寄生生物；寄生虫 名词parasite的复数形式.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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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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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past 3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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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20 perc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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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permission 1 [pə'miʃən] n.允许，许可

222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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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pesticide 3 ['pestisaid] n.杀虫剂

225 pesticides 7 ['pestɪsaɪdz] n. 杀虫剂

226 pettis 4 佩蒂斯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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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plan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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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plant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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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plant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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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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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33 pollen 7 ['pɔlin] vt.传授花粉给 n.[植]花粉 n.(Pollen)人名；(英)波伦

234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35 pretty 1 adj.漂亮的；可爱的；优美的 adv.相当地；颇 n.有吸引力的事物（尤指饰品）；漂亮的人 n.Pretty，普雷蒂（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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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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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produces 2 英 [prə'djuːs] 美 [prə'duːs] v. 生产；引起；提出；制片；分娩 n. 产品；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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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production 1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241 program 2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242 protection 1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243 protein 1 ['prəuti:n, -ti:in] n.蛋白质；朊 adj.蛋白质的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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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raise 1 [reiz] vt.提高；筹集；养育；升起 vi.上升 n.高地；上升；加薪 n.(Raise)人名；(英)雷兹

246 range 1 n.范围；幅度；排；山脉 vi.（在...内）变动；平行，列为一行；延伸；漫游；射程达到 vt.漫游；放牧；使并列；归类
于；来回走动

247 react 1 vi.反应，作出反应；产生（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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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re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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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represents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251 researcher 1 [ri:'sə:tʃə] n.研究员

252 restricted 1 [ri'striktid] adj.受限制的；保密的 v.限制（restr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3 retirement 1 [ri'taiəmənt] n.退休，退役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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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256 said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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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cientists 1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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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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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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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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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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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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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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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sometimes 2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66 southeastern 1 [,sauθ'i:stən] adj.东南方的；朝东南的

267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268 spokesperson 1 ['spəuks,pə:sən] n.发言人；代言人

269 spre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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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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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272 Stat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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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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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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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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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supply 1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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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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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sustainable 2 adj.可以忍受的；足可支撑的；养得起的；可持续的

280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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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taken 2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283 talked 1 [tɔː k] v. 交谈；商讨；演讲；阐述；劝服 n. 谈话；会谈；讨论；讲话；空谈

284 talking 1 ['tɔ:kiŋ] adj.说话的，多嘴的；有表情的 n.讲话，谈论 v.谈论；讲话（talk的ing形式） n.(Talking)人名；(英)托金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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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tha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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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the 5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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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them 5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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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there 3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92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93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94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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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though 1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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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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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to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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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301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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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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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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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union 2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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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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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upon 1 [ə'pɔn] prep.根据；接近；在…之上

308 us 1 pron.我们

309 us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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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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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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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wa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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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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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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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week 1 [wi:k] n.周，星期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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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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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w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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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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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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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which 4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22 wide 1 [waid] adj.广泛的；宽的，广阔的；张大的；远离目标的 adv.广泛地；广阔地；充分地 n.大千世界 n.(Wide)人名；(瑞典、
芬)维德

323 wildfires 1 n. 野火（wildfire复数）；大火灾；鬼火；古时攻打敌船所用的燃料剂

324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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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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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win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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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with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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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wonders 1 ['wʌndəz] n. 奇观 wonder的复数形式.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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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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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332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33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34 wrote 2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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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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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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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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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