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15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entists in Israel Make Gene
Bank for Wild Cr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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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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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dapt 1 [ə'dæpt] vt.使适应；改编 vi.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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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dapting 1 [ə'dæptɪŋ] n. 配合；适应 动词adapt的现在分词形式.

6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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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gricultural 1 [,ægri'kʌltʃərəl] adj.农业的；农艺的

9 agriculture 3 n.农业；农耕；农业生产；农艺，农学

10 alon 1 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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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lready 2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3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4 ancestors 1 ['ænsestəz] n. 祖先；前辈 名词ancestor的复数形式.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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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nimals 3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17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18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19 ar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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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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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ri 1 abbr. 空调与制冷学会(=Air-conditioning and Refrigeration Institute) abbr. 急性呼吸道感染(=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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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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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ank 6 [bæŋk] n.银行；岸；浅滩；储库 vt.将…存入银行；倾斜转弯 vi.堆积；倾斜转弯 n.(Bank)人名；(英、德、俄)班克；(法、
匈)邦克

25 barley 1 ['bɑ:li] n.大麦 n.(Barley)人名；(英)巴利

26 be 6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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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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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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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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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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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irth 1 [bɑ:θ] n.出生；血统，出身；起源

33 birthplace 1 ['bə:θpleis] n.出生地 发源地

34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35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36 buildings 1 ['bɪldɪŋz] n.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

37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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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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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arries 1 ['kæri] v. 携带；运送；搬运；带有；传播；承载 n. 【计】进位；运载

40 cells 1 ['selz] n. 单元；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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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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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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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hanges 1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44 climate 3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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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ollections 1 [kə'lekʃənz] n. 收集；收藏 名词collection的复数形式.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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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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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ompete 1 [kəm'pi:t] vi.竞争；比赛；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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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52 could 3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53 count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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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reating 1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55 crop 1 [krɔp] n.产量；农作物；庄稼；平头 vt.种植；收割；修剪；剪短 vi.收获

56 crop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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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ultivate 1 ['kʌltiveit] vt.培养；陶冶；耕作

58 cultivated 1 ['kʌltiveitid] adj.耕种的；有教养的 v.发展（cultivate的过去分词）；耕作；教化

59 cultivation 1 [,kʌlti'veiʃən] n.培养；耕作；耕种；教化；文雅

60 de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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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deserts 1 [英 [ˈdezəts] 美 [ˈdɛzəts]] n.[地理]沙漠；[农]荒原（desert的复数）；应得到的报应 v.放弃；遗弃（desert的第三人称单
数）

62 development 1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63 different 3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64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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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67 DNA 2 [,di:,en'ei] abbr.脱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acid）；（美国）国防部核子局（DefenseNuclearAgency）

68 domesticated 1 英 [dəʊ'mestɪkeɪtɪd] 美 [də'mestə̩ keɪtɪd] adj. 喜欢家庭生活的；驯服的；驯养的 动词domestic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
式.

69 easier 1 [英 ['i:zɪə] 美 ['i:zɪr]] adj.更简单；容易些（easy的比较级形式）；较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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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72 elsewhere 1 [,els'hwεə] adv.在别处；到别处

73 engineered 1 ['endʒɪn'iərd] adj. 设计的；工程监督的 动词engine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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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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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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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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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ploring 1 [ɪks'plɔː rɪŋ] n. 探索；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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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farmed 1 英 [fɑːm] 美 [fɑ rːm] n. 农场；农田 v. 务农

82 Farmers 1 n.[农]农民（farmer的复数）

83 felt 1 [felt] n.毡；毡制品 vi.粘结 vt.使粘结；把…制成毡 v.感觉（feel的过去式） n.(Felt)人名；(英、罗、芬、捷、瑞典)费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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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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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frequent 1 ['fri:kwənt, fri'kwent] adj.频繁的；时常发生的；惯常的 vt.常到，常去；时常出入于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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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frozen 1 ['frəuzn] adj.冻结的；冷酷的 v.结冰（freeze的过去分词）；凝固；变得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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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gati 1 n. 加蒂

91 gene 6 [dʒi:n] n.[遗]基因，遗传因子

92 genetic 2 [dʒi'netik] adj.遗传的；基因的；起源的

93 genetically 1 [dʒe'netikəli] adv.从遗传学角度；从基因方面

94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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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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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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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growing 2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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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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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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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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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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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helpful 1 ['helpful] adj.有帮助的；有益的

105 here 3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06 hidden 1 ['hidən] adj.隐藏的 v.隐藏，躲藏（hide的过去分词） n.(Hidden)人名；(英)希登

107 hotter 2 [hɔtə] adj.热的；热烈的

108 i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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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10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11 institute 1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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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4 Israel 4 ['izreiəl] n.以色列（亚洲国家）；犹太人，以色列人

115 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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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john 2 [dʒɔn] n.厕所

117 key 1 [ki:] n.（打字机等的）键；关键；钥匙 vt.键入；锁上；调节…的音调；提供线索 vi.使用钥匙 adj.关键的 n.(Key)人名；
(英)基；(德、荷、瑞典)凯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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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kinds 3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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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lack 1 [læk] vt.缺乏；不足；没有；需要 vi.缺乏；不足；没有 n.缺乏；不足 n.(Lack)人名；(老)拉；(英、法、意、葡、匈)拉
克；(匈)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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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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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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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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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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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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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makeup 1 ['meikʌp] n.化妆品；组成；补充；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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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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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mint 1 n.薄荷；[金融]造币厂，巨款 vt.铸造，铸币 adj.完美的 n.(Mint)人名；(毛里塔)明特

133 modify 1 ['mɔdifai] vt.修改，修饰；更改 vi.修改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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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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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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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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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40 of 2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41 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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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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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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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45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146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47 pests 1 ['pests] 害虫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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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pla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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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plant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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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pool 1 [pu:l] n.联营；撞球；水塘；共同资金 vi.联营，合伙经营 vt.合伙经营 n.(Pool)人名；(英、西)普尔；(芬、德)波尔

152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153 project 1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154 rabinovitch 1 拉比诺维奇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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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57 reduced 1 [ri'dju:st] adj.减少的；[数]简化的；缩减的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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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resear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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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161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62 rinat 1 里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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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s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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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save 1 vt.节省；保存；储蓄；解救 vi.节省；挽救 prep.除...之外 n.救援 n.(Save)人名；(法)萨夫；(意、保、西、罗、塞、瑞典)
萨薇(女名)，萨韦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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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68 scientists 3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169 search 1 [sə:tʃ] vi.搜寻；调查；探求 vt.搜索；搜寻；调查；搜查；探求 n.搜寻；探究，查究 n.(Search)人名；(英)瑟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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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seasons 1 ['siː znz] n. 季节 名词season的复数形式.

171 securing 1 [sɪ'kjʊəɪŋ] n. 固定 动词secure的现在分词形式.

172 seeds 5 [siː dz] n. 籽 名词seed的复数形式. 动词s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73 several 2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174 severe 1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175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176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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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singer 3 ['siŋə] n.歌手，歌唱家 n.(Singer)人名；(英、德、瑞典、塞、罗、捷、葡、土)辛格；(法)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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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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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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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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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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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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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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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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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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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stored 2 [stɔː d] adj. 存信息的；存储的 动词st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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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stud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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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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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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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survived 1 英 [sə'vaɪv] 美 [sər'vaɪv] vt. 幸免于难；存活；艰难度过；比 ... 活得长 vi. 活着；继续存在

195 temperatures 1 ['temprətʃəz] 温度

196 tending 1 ['tendɪŋ] n. 照顾；照料；看护；田间管理 动词tend的现在分词.

197 TENS 1 十位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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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t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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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the 3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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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03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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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thousands 2 ['θaʊzndz] n. 数千

206 to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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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today 2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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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unique 2 [ju:'ni:k] adj.独特的，稀罕的；[数]唯一的，独一无二的 n.独一无二的人或物 n.(Unique)人名；(英)尤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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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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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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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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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warns 1 英 [wɔː n] 美 [wɔː 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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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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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wea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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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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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wheat 2 [hwi:t] n.小麦；小麦色 n.(Wheat)人名；(英)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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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wild 6 [waild] adj.野生的；野蛮的；狂热的；荒凉的 n.荒野 adv.疯狂地；胡乱地 n.(Wild)人名；(英)怀尔德；(法、德、葡、捷、
匈)维尔德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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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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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world 3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25 worldwide 1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226 years 4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227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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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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