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2-06 [Health and Lifestyle] Gardening Words even English
Speakers May Not Know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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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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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3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in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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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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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plants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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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soil 15 [sɔil] n.土地；土壤；国家；粪便；务农；温床 vt.弄脏；污辱 vi.变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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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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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you 1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2 plan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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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gardening 11 ['gɑ:dəniŋ] n.园艺；园林工人的工作

14 seeds 11 [siː dz] n. 籽 名词seed的复数形式. 动词s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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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7 from 8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8 with 8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9 adj 7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20 amendment 7 [ə'mendmənt] n.修正案；改善；改正

21 a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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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d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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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other 7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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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b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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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damiano 6 n. 达米亚诺

27 English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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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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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its 6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30 mo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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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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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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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such 6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34 thei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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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them 6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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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word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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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also 5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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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ompost 5 ['kɔmpɔst] n.堆肥；混合物 vt.堆肥；施堆肥

40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41 plantin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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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used 5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43 wat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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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wint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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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word 5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46 garde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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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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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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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know 4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50 li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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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ov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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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practice 4 ['præktis] n.实践；练习；惯例 vi.练习；实习；实行 vt.练习；实习；实行

53 sprea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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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th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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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56 usually 4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57 year 4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58 your 4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59 around 3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60 based 3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61 broadcast 3 ['brɔ:dkɑ:st, -kæst] vt.播送，播放；（无线电或电视）广播；播撒（种子） vi.广播，播送；播放 n.广播；播音；广播
节目 adj.广播的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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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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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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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directly 3 [英 [də̍ rektli] 美 [dɪˈrɛktli, daɪ-]] adv.直接地；立即；马上；正好地；坦率地 conj.一…就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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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mple 3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68 fertilizer 3 ['fə:tilaizə] n.[肥料]肥料；受精媒介物；促进发展者

69 gardeners 3 n.园丁，园艺爱好者( gardener的名词复数 )

70 germination 3 [,dʒə:mi'neiʃən] n.发芽；发生；伟晶作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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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gro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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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growth 3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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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76 language 3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77 leaves 3 [li:vz] n.树叶；花瓣（leaf的复数） v.离开（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

78 lifecycle 3 ['laɪfˌsaɪkl] n. 生命周期；生命循环；生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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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manure 3 [mə'njuə] vt.施肥于；耕种 n.肥料；粪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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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82 pres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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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rath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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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reading 3 ['ri:diŋ] n.阅读，朗读；读物；读数 adj.阅读的 v.阅读（read的ing形式）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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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seed 3 [si:d] n.种子；根据；精液；萌芽；子孙；原由 vt.播种；结实；成熟；去…籽 vi.播种；（植物）结实 n.(Seed)人名；(英)
锡德

87 self 3 [self] n.自己，自我；本质；私心 adj.同一的 vt.使自花授精；使近亲繁殖 vi.自花授精 n.(Self)人名；(英)塞尔夫

88 s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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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shrubs 3 灌木

90 trees 3 [triː s] n. 树； 灌木； 似树的木制品； 木梁； 鞍架； 宗谱； 绞刑架； 十字架 v. 逼迫上树； 在 ... 植树； 鞋楦 名词tree的
复数形式

91 u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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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using 3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93 w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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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wh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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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with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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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above 2 [ə'bʌv] prep.超过；在……上面；在……之上 adv.在上面；在上文 adj.上文的 n.上文

97 ac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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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99 amendments 2 [ə'mendmənts] 增补品种

100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01 ano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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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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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5 autumn 2 ['ɔ:təm] n.秋天；成熟期；渐衰期，凋落期 adj.秋天的，秋季的 n.(Autumn)人名；(英)奥特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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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benefits 2 ['benɪfɪt] n. 利益；津贴；义演；保险金；借助 vt. 有益于；得益

108 botanical 2 [bə'tænikəl] adj.植物学的 n.植物性药材

109 bulbs 2 球茎；鳞茎,电灯泡,球状物,bulb的复数形式

110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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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characteristics 2 [ˌkærɪktə'rɪstɪk] n. 特性；特征；特点 名词characteristic的复数形式.

112 climate 2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113 cold 2 [kəuld] adj.寒冷的；冷淡的，不热情的；失去知觉的 n.寒冷；感冒 adv.完全地

114 comm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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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completes 2 [kəm'pliː t] adj. 完整的；完成的；彻底的 vt. 完成；使完美；使圆满；填（表格等）

116 constitution 2 n.宪法；体制；章程；构造；建立，组成；体格

117 containers 2 [kən'teɪnəs] n.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

118 cross 2 n.交叉，十字；十字架，十字形物 vi.交叉；杂交；横过 vt.杂交；渡过；使相交 adj.交叉的，相反的；乖戾的；生气的

119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120 describe 2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121 direct 2 [di'rekt, dai-] adj.直接的；直系的；亲身的；恰好的 vt.管理；指挥；导演；指向 vi.指导；指挥 adv.直接地；正好；按直系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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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dress 2 [dres] vt.给…穿衣 vi.穿衣 n.连衣裙；女装 n.(Dress)人名；(法、德、西)德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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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i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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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ncourage 2 [in'kʌridʒ] vt.鼓励，怂恿；激励；支持

126 evergreen 2 ['evəgri:n] n.常绿树；常绿植物 adj.[植]常绿的；永葆青春的

127 facilitate 2 [fə'siliteit] vt.促进；帮助；使容易

128 fertility 2 [fə'tiliti] n.多产；肥沃；[农经]生产力；丰饶

129 first 2 [fə:st] adv.第一；首先；优先；宁愿 n.第一；开始；冠军 adj.第一的；基本的；最早的 num.第一 n.(First)人名；(英)弗斯
特；(捷)菲尔斯特

130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131 gave 2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132 germinate 2 ['dʒə:mineit] vt.使发芽；使生长 vi.发芽；生长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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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heirloom 2 ['εəlu:m] n.传家宝；祖传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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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improve 2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137 indoors 2 ['indɔ:z] adv.在室内，在户内

138 insect 2 ['insekt] n.昆虫；卑鄙的人

139 instead 2 adv.代替；反而；相反

140 jessica 2 ['dʒesikə] n.杰西卡（女子名）

141 lar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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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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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list 2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144 lose 2 [lu:z] vt.浪费；使沉溺于；使迷路；遗失；错过 vi.失败；受损失 n.(Lose)人名；(英)洛斯；(德)洛泽

145 machine 2 [mə'ʃi:n] n.机械，机器；机构；机械般工作的人 vt.用机器制造 n.(Machine)人名；(意)马基内

146 material 2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147 matter 2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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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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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ord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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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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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otherwise 2 adv.否则；另外；在其他方面 adj.另外的；其他方面的；原本，本来 conj.其他；如果不；然后

153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54 outdoors 2 ['aut'dɔ:z] adv.在户外 n.户外 adj.户外的（等于outdoor）

155 pH 2 [,pi: 'eitʃ] abbr.酸碱度符号（描述氢离子活度的）

156 placed 2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7 process 2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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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retu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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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roo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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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roots 2 [ru tː] n. 根；根源；根本 v. 生根；扎根；根除

162 scarification 2 [,skεərifi'keiʃən] n.松土；划破，划痕；严厉批评

163 shoots 2 [ʃu tːs] n. 嫩枝 名词shoot的复数形式.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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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simply 2 ['simpli] adv.简单地；仅仅；简直；朴素地；坦白地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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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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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

167 sounds 2 ['saʊndz] n. 声音，响声（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 v. 听起来；感觉起来；发出声音；发音（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
形式）

168 sowing 2 英 ['səʊɪŋ] 美 ['soʊɪŋ] n. 播种 动词sow的现在分词.

169 speakers 2 [s'piː kəz] n. 说话者；发言者；说某种语言者；扬声器（名词speaker的复数形式）

170 spent 2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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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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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structure 2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174 ter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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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think 2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176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177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78 typically 2 ['tipikəli] adv.代表性地；作为特色地

179 VOA 2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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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wet 2 [wet] adj.[气象][物]潮湿的；有雨的 n.雨天；湿气 vt.弄湿 vi.变湿 n.(Wet)人名；(英、纳米、南非)韦特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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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wrote 2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184 xeriscaping 2 节水型园艺

185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186 acclimating 1 ['ækləmeɪt] v. 使习惯于新环境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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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acidic 1 [ə'sidik] adj.酸的，酸性的；产生酸的

189 acidity 1 [ə'sidəti] n.酸度；酸性；酸过多；胃酸过多

190 acquire 1 [ə'kwaiə] vt.获得；取得；学到；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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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advice 1 [əd'vais] n.建议；忠告；劝告；通知

193 aerate 1 ['eiəreit] vt.充气；让空气进入；使暴露于空气中

194 aeration 1 [eiə'reiʃən] n.[环境]曝气；通风；充气

195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96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197 alkaline 1 ['ælkəlain] adj.碱性的，碱的

198 alkalinity 1 [,ælkə'linəti] n.[化学]碱度；[化学]碱性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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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allowed 1 adj.允许，容许的 v.允许；认可（allow的过去分词）

201 alongside 1 [ə'lɔŋ'said] adv.在旁边 prep.在……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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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204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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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annual 1 ['ænjuəl] adj.年度的；每年的 n.年刊，年鉴；一年生植物

207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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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applying 1 [ə'plaɪ] vt. 应用；涂；使专心从事 vi. 申请；有关联

210 assigned 1 [ə'saɪnd] v. 分配；转让；把…归因于（assig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 给定的；赋予的，已知的

211 attracting 1 [ə'trækt] v. 吸引；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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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attributes 1 ['ætrɪbju tː] vt. 把 ... 归于 n. 属性；标志；象征；特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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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bare 1 [bεə] adj.空的；赤裸的，无遮蔽的 vt.露出，使赤裸 n.(Bare)人名；(英)贝尔

215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216 beets 1 n. 比茨(姓氏) beets. n. 甜菜；甜菜根 名词beet的复数形式.

217 begins 1 [bɪ'ɡɪn] v. 开始；着手

218 bell 1 [bel] n.铃，钟；钟声，铃声；钟状物 vt.装钟于，系铃于 vi.鸣钟；成钟状鼓起

219 below 1 [bi'ləu] adv.在下面，在较低处；在本页下面 prep.在…下面 n.(Below)人名；(英、德、芬、瑞典)贝洛

220 biennial 1 [bai'eniəl] adj.两年一次的 n.[植]二年生植物

221 bitter 1 ['bitə] adj.苦的；痛苦的；尖刻的；充满仇恨的 n.苦味；苦啤酒 adv.激烈地；严寒刺骨地 vt.使变苦 n.(Bitter)人名；(英、
法、德、芬、捷、匈)比特

222 bloom 1 [blu:m] n.花；青春；旺盛 vt.使开花；使茂盛 vi.开花；茂盛 n.(Bloom)人名；(瑞典、西)布洛姆；(英)布卢姆

223 blooming 1 ['blu:miŋ] adj.盛开的；妙龄的 v.[植]开花（bloom的ing形式）

224 bolting 1 ['bəultiŋ] n.[机]螺栓连接；筛选 v.吞咽；用螺栓栓住（bolt的现在分词）

225 botanist 1 ['bɔtənist] n.植物学家

226 boundaries 1 ['baʊndri] n. 边界；分界线

227 carolus 1 n.(Carolus)人名；(英)卡罗勒斯；(法)卡罗吕斯

228 certai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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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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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cloche 1 [klɔʃ] n.钟形女帽；钟形玻璃盖 n.(Cloche)人名；(法)克洛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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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color 1 ['kʌlə] n.颜色；肤色；颜料；脸色 vt.粉饰；给...涂颜色；歪曲 vi.变色；获得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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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commonly 1 ['kɔmənli] adv.一般地；通常地；普通地

236 compacted 1 ['kɔmpæktid] adj.压实的；压紧的 v.压缩（compa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压紧

237 companion 1 [kəm'pænjən] n.同伴；朋友；指南；手册 vt.陪伴 n.(Companion)人名；(英)康帕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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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confuse 1 [kən'fju:z] vt.使混乱；使困惑

240 confusing 1 [kən'fju:ziŋ] adj.混乱的；混淆的；令人困惑的 v.使迷惑；使混乱不清；使困窘（confuse的ing形式）

241 conservation 1 [,kɔnsə'veiʃən] n.保存，保持；保护

242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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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245 covers 1 英 ['kʌvə(r)] 美 ['kʌvər] n. 封面；盖子；套子；表面 v. 覆盖；涉及；包含；掩护；给…保险

246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247 crop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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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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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cuts 1 [kʌts] n.切口；（分摊到的）份额；近路（cut的复数） v.剪（cut的第三人称单数）；[机]切割；砍倒

250 cutting 1 ['kʌtiŋ] n.[机]切断；剪辑；开凿 adj.锋利的；严寒的；尖酸刻薄的 v.削减（cut的ing形式）；采伐；切开 n.(Cutting)人
名；(英)卡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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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damaging 1 ['dæmidʒiŋ] adj.有破坏性的，损害的；诽谤的 v.破坏（damage的现在分词形式）；损害

253 dead 1 [ded] adj.无生命的；呆板的；废弃了的 adv.完全地 n.死者

254 deadheading 1 ['dedhed] n. (贬)笨蛋；免费乘客；免费入场者；(美)空车；沉木 v. 摘枯花；(美)使放空车；破格提拔 adv. 空荡
荡地

255 deciduous 1 [di'sidjuəs] adj.落叶性的，脱落性的；非永久性的

256 decomposed 1 [,di:kəm'pəuzd] adj.已腐烂的，已分解的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57 deliberately 1 [di'libərətli] adv.故意地；谨慎地；慎重地

258 describes 1 [dɪ'skraɪb] vt. 描述；说成；形容；画(尤指几何图形)

259 desirable 1 [di'zaiərəbl] adj.令人满意的；值得要的 n.合意的人或事物

260 determines 1 英 [dɪ'tɜːmɪn] 美 [dɪ'tɜ rːmɪn] v. 决定；决心；确定；测定

261 deterring 1 英 [dɪ'tɜ (ːr)] 美 [dɪ'tɜ rː] vt. 阻止；威慑；威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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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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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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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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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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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drainage 1 ['dreinidʒ] n.排水；排水系统；污水；排水面积

268 draining 1 ['dreɪnɪŋ] n. 排水；泄水 动词drain的现在分词形式.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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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drought 1 [draut] n.干旱；缺乏 n.(Drought)人名；(英)德劳特

271 dug 1 [dʌg] v.挖，翻土（di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雌性哺乳动物的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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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liminates 1 [ɪ'lɪmɪneɪt] v. 除去；剔除；忽略；淘汰

274 elusive 1 [i'lju:siv,-səri] adj.难懂的；易忘的；逃避的；难捉摸的

275 emerges 1 英 [i'mɜːdʒ] 美 [i'mɜ rːdʒ] vi. 浮现；(由某种状态)脱出；(事实)显现出来

276 emulate 1 ['emjuleit, 'emjulit] vt.仿真；模仿；尽力赶上；同…竞争 n.仿真；仿效

277 enclosure 1 [in'kləuʒə] n.附件；围墙；围场

278 ephemeral 1 [i'femərəl] adj.短暂的；朝生暮死的 n.只生存一天的事物

279 exposing 1 [ɪks'pəʊzɪŋ] n. 暴露；揭露；曝光；陈列 动词expose的现在分词形式.

280 extend 1 [ik'stend] vt.延伸；扩大；推广；伸出；给予；使竭尽全力；对…估价 vi.延伸；扩大；伸展；使疏开

281 fades 1 [feɪd] v. 逐渐消失；褪色；凋谢 n. 淡入；淡出

282 familiar 1 [fə'miljə] adj.熟悉的；常见的；亲近的 n.常客；密友 n.(Familiar)人名；(西)法米利亚尔

283 feeding 1 ['fi:diŋ] n.饲养；吃；输送 adj.供给饲料的；摄取食物的 v.饲养（feed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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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fertile 1 adj.富饶的，肥沃的；能生育的

286 field 1 ['fi:ld] n.领域；牧场；旷野；战场；运动场 vi.担任场外队员 adj.扫描场；田赛的；野生的 vt.把暴晒于场上；使上场 n.
(Field)人名；(英、法、德、葡)菲尔德

287 finger 1 ['fiŋgə] n.手指；指针，指状物 vt.伸出；用手指拨弄 vi.用指触摸；拨弄 n.(Finger)人名；(英、德、捷)芬格；(俄)芬格尔

288 flow 1 [fləu] vi.流动，涌流；川流不息；飘扬 vt.淹没，溢过 n.流动；流量；涨潮，泛滥 n.(Flow)人名；(英)弗洛

289 flowering 1 ['flauəriŋ] n.开花；饰以花 adj.开花的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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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foliar 1 ['fəuliə] adj.叶的

292 fork 1 [fɔ:k] n.叉；餐叉；耙 vt.叉起；使成叉状 vi.分叉；分歧 n.(Fork)人名；(英、德)福克

293 form 1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294 fragrance 1 ['freigrəns] n.香味，芬芳

295 frame 1 [freim] n.框架；结构；[电影]画面 vt.设计；建造；陷害；使…适合 vi.有成功希望 adj.有木架的；有构架的 n.(Frame)人
名；(英)弗雷姆

296 freedom 1 ['fri:dəm] n.自由，自主；直率 n.(Freedom)人名；(英)弗里德姆

297 freezer 1 ['fri:zə] n.冰箱；冷冻库；制冷工

298 frost 1 [frɔst] vt.结霜于；冻坏 vi.结霜；受冻 n.霜；冰冻，严寒；冷淡 n.(Frost)人名；(英、捷、葡、瑞典、德、匈、罗、丹、
俄)弗罗斯特

299 gardens 1 ['gɑːdnz] n. 公园；花园；园林 名词garden的复数形式.

300 geographical 1 [dʒiə'græfikəl] adj.地理的；地理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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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germinates 1 英 ['dʒɜːmɪneɪt] 美 ['dʒɜ rːmɪneɪt] v. 发芽；开始生长

302 ghost 1 [gəust] n.鬼，幽灵 vt.作祟于；替…捉刀；为人代笔 vi.替人代笔

303 ghosts 1 ['ɡəʊsts] n. 鬼，幽灵（名词ghost的复数形式） abbr. 二十几岁重压白发族（=Grey Haired Over Stressed Twenty
Somethings）

304 gradually 1 ['grædjuəli] adv.逐步地；渐渐地

305 granular 1 ['grænjulə] adj.颗粒的；粒状的

306 green 1 [gri:n] adj.绿色的；青春的 n.绿色；青春 vt.使…变绿色 vi.变绿色 n.(Green)人名；(英、意)格林；(瑞典、芬)格伦

307 greenhouse 1 ['gri:nhaus] n.温室 造成温室效应的

308 grouping 1 ['gru:piŋ] n.分组，分类 v.分组（group的现在分词）

309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310 guarantees 1 [ˌɡærən'tiː ] n. 保证；保证书；担保；担保人；抵押品 vt. 保证；担保

311 guidance 1 ['gaidəns] n.指导，引导；领导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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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happens 1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314 harden 1 ['hɑ:dən] vi.变硬，变坚固；变坚强；变冷酷 vt.使…变硬；使…坚强；使…冷酷；使…麻木不仁 n.(Harden)人名；(英、
德、罗、瑞典)哈登；(法)阿尔当

315 hardiness 1 ['hɑ:dinis] n.大胆；强壮；耐劳性；耐寒性

316 harsher 1 英 [hɑ ʃː] 美 [hɑ rːʃ] adj. 粗糙的；严厉的，严酷的；刺耳的；使人不舒服的；大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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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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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her 1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320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321 hill 1 [hil] n.小山；丘陵；斜坡；山冈 n.(Hill)人名；(法、西)伊尔；(德、英、匈、捷、罗、芬、瑞典)希尔

322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323 hole 1 [həul] n.洞，孔；洞穴，穴；突破口 vi.凿洞，穿孔；（高尔夫球等）进洞 vt.凿洞 n.(Hole)人名；(瑞典、挪)霍勒；(英)霍
尔

324 holes 1 英 [həʊlz] 美 [hoʊlz] n. 洞；孔 名词hole的复数形式.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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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hybrid 1 ['haibrid] n.杂种，混血儿；混合物 adj.混合的；杂种的

327 hybridized 1 ['haɪbrɪdaɪz] v. （使）杂交；产生混血儿；（使）生成杂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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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330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31 incorporate 1 [in'kɔ:pəreit, in'kɔ:pərət] vt.包含，吸收；体现；把……合并 vi.合并；混合；组成公司 adj.合并的；一体化的；组成公
司的

332 increase 1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333 index 1 ['indeks] n.指标；指数；索引；指针 vi.做索引 vt.指出；编入索引中

334 initial 1 [i'niʃəl] adj.最初的；字首的 vt.用姓名的首字母签名 n.词首大写字母

335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336 item 1 n.条款，项目；一则；一件商品（或物品） adj.又，同上 v.记下；逐条列出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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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landscape 1 n.风景；风景画；景色；山水画；乡村风景画；地形；（文件的）横向打印格式 vt.对…做景观美化，给…做园林
美化；从事庭园设计 vi.美化（环境等），使景色宜人；从事景观美化工作，做庭园设计师

339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340 Latin 1 ['lætin] adj.拉丁语的；拉丁人的 n.拉丁语；拉丁人

341 lawn 1 [lɔ:n] n.草地；草坪 n.(Lawn)人名；(缅)朗

342 leaf 1 [li:f] n.叶子；（书籍等的）一张；扇页 vi.生叶；翻书页 vt.翻…的页，匆匆翻阅 n.(Leaf)人名；(英)利夫

343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344 lessens 1 ['lesn] v. 减少；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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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lettuce 1 ['letis] n.[园艺]生菜；莴苣；（美）纸币

346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347 lifespan 1 ['laɪfspæn] n. 寿命；使用期限

348 lightly 1 ['laitli] adv.轻轻地；轻松地；容易地；不费力地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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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lines 1 [laɪnz] n. (剧本中的)台词；诗歌；线条；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

351 Linnaeus 1 [li'ni(:)əs] n.林奈（瑞典博物学家，建立了植物等级）；林尼厄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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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listening 1 ['lisəniŋ] adj.收听的；助听的 n.倾听 v.听（listen的ing形式）

354 litt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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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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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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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358 lower 1 ['ləuə] vt.减弱，减少；放下，降下；贬低 vi.降低；减弱；跌落 adj.下游的；下级的；下等的 n.(Lower)人名；(英、意)洛
厄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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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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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meanings 1 ['miː nɪŋz] n. 含义 名词meaning的复数形式.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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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mi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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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mold 1 [məuld] vt.塑造；使发霉；用模子制作 vi.发霉 n.霉菌；模子 n.(Mold)人名；(英)莫尔德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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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mounding 1 ['maʊndɪŋ] 肌丘反应,肌耸起,堆土法,埋土法

368 mysterious 1 [mi'stiəriəs] adj.神秘的；不可思议的；难解的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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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naturalize 1 ['nætʃərəlaiz] vt.移植；使入国籍；采纳 vi.归化；加入国籍

371 naturally 1 ['nætʃərəli] adv.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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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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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neutral 1 ['nju:trəl] adj.中立的，中性的；中立国的；非彩色的 n.中立国；中立者；非彩色；齿轮的空档

375 nicking 1 ['nɪkɪŋ] 基因巧合

376 nickname 1 ['nikneim] n.绰号；昵称 vt.给……取绰号；叫错名字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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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non 1 [nɔn] adv.非，不 n.投反对票的人，反对票 n.(Non)人名；(柬)嫩；(俄)诺恩

379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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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 onto 1 ['ɔntu, -tə] prep.在…之上；对…了解；映射到…上 adj.映射的；自身的；映成的

382 original 1 [ə'ridʒənəl] n.原件；原作；原物；原型 adj.原始的；最初的；独创的；新颖的

383 others 1 pron.其他人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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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 outdoor 1 ['əutdɔ:] adj.户外的；露天的；野外的（等于out-of-door）

386 outer 1 ['autə] adj.外面的，外部的；远离中心的 n.环外命中

387 oversaturated 1 英 ['əʊvə'sætʃəreɪtɪd] 美 ['oʊvə'sætʃəreɪtɪd] adj. 过饱和的

388 oxygen 1 ['ɔksidʒən] n.[化学]氧气，[化学]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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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 pelleted 1 ['pelɪt] n. 小球；小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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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perennial 1 [pə'reniəl] adj.多年生的；常年的；四季不断的；常在的；反复的 n.多年生植物

392 perennials 1 [pə'renɪəls] n. 多年生植物 名词perennial的复数.

393 pests 1 ['pests] 害虫

394 pinching 1 ['pɪntʃɪŋ] n. 捏；拧 动词pinch的现在分词形式.

395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96 poking 1 英 [pəʊk] 美 [poʊk] n. 戳；刺；拨；钱袋 v. 戳；捅；刺；拨开；伸出

397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398 pollinated 1 授粉

399 pollinating 1 v.给…传授花粉( pollinate的现在分词 )

400 pollinators 1 ['pɒlɪneɪtəz] 传粉昆虫

401 poorly 1 ['puəli, 'pɔ:-] adv.贫穷地；贫乏地；不充分地 adj.身体不舒服的；心情恶劣的

402 potato 1 [pə'teitəu] n.[作物]土豆，[作物]马铃薯

403 powdered 1 英 ['paʊdəd] 美 ['paʊdərd] adj. 弄成粉末状的；研成粉末的 动词pow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404 premature 1 [,premə'tjuə, ,pri:-] adj.早产的；不成熟的；比预期早的 n.早产儿；过早发生的事物

405 prepare 1 [pri'pεə] vt.准备；使适合；装备；起草 vi.预备；做好思想准备

406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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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 progra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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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410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411 providing 1 [prəu'vaidiŋ] conj.假如，以…为条件 v.供给（provide的ing形式）；预备

412 purposes 1 英 ['pɜːpəs] 美 ['pɜ rːpəs] n. 目的；决心；意图；议题 v. 打算；决意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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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415 radio 1 ['reidiəu] n.收音机；无线电广播设备 vi.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用无线电发送 n.(Radio)人名；(西)拉迪奥

416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417 referred 1 [rɪ'fɜ rːɪd] v. 归类(谈及；送交；参考；指点；折合) 动词re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18 refrigerator 1 [ri'fridʒəreitə, ri:-] n.冰箱，冷藏库

419 regardless 1 adj.不管的；不顾的；不注意的 adv.不顾后果地；不管怎样，无论如何；不惜费用地

420 regions 1 ['ri:dʒənz] n. 区域，地区，地带（名词region的复数形式）

421 relatively 1 ['relətivli] adv.相当地；相对地，比较地

422 reliably 1 [ri'laiəbli] adv.可靠地；确实地

423 religion 1 [ri'lidʒən] n.宗教；宗教信仰

424 remove 1 [ri'mu:v] vt.移动，迁移；开除；调动 vi.移动，迁移；搬家 n.移动；距离；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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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renders 1 英 ['rendə(r)] 美 ['rendər] vt. 提供；表现；使成为；宣布；翻译；回报；给予补偿；【计】渲染 n. 粉刷；打底；交纳

427 repeat 1 [ri'pi:t] vt.重复；复制；背诵 n.重复；副本 vi.重做；重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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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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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resiliency 1 [ri'ziliənsi, -jənsi] n.弹性；跳回

431 resistance 1 [ri'zistəns] n.阻力；电阻；抵抗；反抗；抵抗力

432 resulting 1 [rɪ'zʌltɪŋ] adj. 结果的 动词result的现在分词.

433 retention 1 [ri'tenʃən] n.保留；扣留，滞留；记忆力；闭尿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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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 roses 1 ['rəʊzɪz] n. 玫瑰 名词ros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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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roughening 1 ['rʌfəniŋ] n.粗加工；粗糙法 v.粗化；变得不平（roughen的ing形式）

437 round 1 [raund] n.圆；循环；一回合；圆形物 adj.圆的；完全的；大概的；肥胖的 adv.在周围；迂回地；朝反方向；挨个 vt.完
成；围捕；绕行；弄圆 vi.进展；变圆；环行；发胖 prep.附近；绕过；大约；在…周围 n.(Round)人名；(英)朗德

438 row 1 [rəu] n.行，排；划船；街道；吵闹 vt.划船；使……成排 vi.划船；争吵 n.(Row)人名；(英)罗

439 rows 1 英 [rəʊz] 美 [roʊz] n. 行 名词row的复数形式.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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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 saving 1 ['seiviŋ] n.节约；挽救；存款 adj.节约的；挽救的；补偿的；保留的 prep.考虑到；除...之外 n.(Saving)人名；(瑞典)萨温

442 scale 1 [skeil] n.规模；比例；鳞；刻度；天平；数值范围 vi.衡量；攀登；剥落；生水垢 vt.测量；攀登；刮鳞；依比例决定 n.
(Scale)人名；(意)斯卡莱

443 scarify 1 ['skεərifai, 'skæ-] vt.在…上划痕；乱划；严厉批评

444 scattering 1 ['skætəriŋ] n.散射；分散 adj.分散的 v.散射；散布；驱散（scatter的ing形式）

445 scientific 1 [,saiən'tifik] adj.科学的，系统的

446 scratching 1 v.划伤；擦伤；刮痕（scratch的ing形式）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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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 seeding 1 ['siː dɪŋ] n. 播种 动词seed的现在分词.

449 serving 1 ['sə:viŋ] n.服务；上菜；一份食物 v.服务（serve的ing形式） adj.用于上菜的 n.(Serving)人名；(瑞典)塞尔温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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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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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shady 1 ['ʃeidi] adj.成荫的；阴暗的；名声不好的 n.(Shady)人名；(阿拉伯)沙迪

453 shaped 1 [ʃeipt] adj.合适的；成某种形状的；有计划的 vt.发展；成形（shape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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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 shelf 1 n.架子；搁板；搁板状物；暗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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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 single 1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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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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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 sold 1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462 sow 1 [səu] vt.播种；散布；使密布 vi.播种 n.母猪 n.(Sow)人名；(几、马里、乍、毛里塔、塞内)索乌

463 speak 1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464 species 1 ['spi:ʃi:z, -si:z] n.[生物]物种；种类 adj.物种上的

465 specific 1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466 speech 1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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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 sprinkle 1 ['spriŋkl] n.撒，洒；少量 vt.洒；微雨；散置 vi.洒，撒；下稀疏小雨；喷撒

469 sprout 1 [spraut] vi.发芽；长芽 vt.使发芽；使萌芽 n.芽；萌芽；苗芽 n.(Sprout)人名；(英)斯普劳特

470 starting 1 ['stɑ tː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471 Sta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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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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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 stories 1 [s'tɔː rɪz] n. 故事，传说（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 v. 讲…的故事；说假话（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474 storing 1 ['stɔ:riŋ] n.储存；保管 v.储存；供应（store的ing形式） adj.存储的

475 straight 1 adj.直的；连续的；笔直的；正直的；整齐的；异性恋的 adv.直接地；不断地；立即；坦率地 n.直；直线；直男，直
女，异性恋者 n.(Straight)人名；(英)斯特雷特

476 stratification 1 [,strætifi'keiʃən] n.层理；成层

477 successful 1 [sək'sesful] adj.成功的；一帆风顺的

478 sunlight 1 ['sʌnlait] n.日光 n.(Sunlight)人名；(英)森莱特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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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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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 Swedish 1 ['swi:diʃ] adj.瑞典的；瑞典语的；瑞典人的 n.瑞典语；瑞典人

481 synthetic 1 [sin'θetik] adj.综合的；合成的，人造的 n.合成物

482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483 taste 1 [teist] n.味道；品味；审美 vt.尝；体验 vi.尝起来；有…的味道 n.(Taste)人名；(法)塔斯特

484 technical 1 ['teknikəl] adj.工艺的，科技的；技术上的；专门的

485 television 1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486 temperatures 1 ['temprətʃəz] 温度

487 terminology 1 [,tə:mi'nɔlədʒi] n.术语，术语学；用辞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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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 thi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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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 throughout 1 [θru:'aut] adv.自始至终，到处；全部 prep.贯穿，遍及

491 thumb 1 [θʌm] vt.翻阅；以拇指拨弄；作搭车手势；笨拙地摆弄 vi.用拇指翻书页；竖起拇指要求搭车 n.拇指

492 tidy 1 ['taidi] adj.整齐的；相当大的 vt.整理；收拾；弄整齐 vi.整理；收拾 n.椅子的背罩 n.(Tidy)人名；(英)泰迪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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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495 tolerant 1 ['tɔlərənt] adj.宽容的；容忍的；有耐药力的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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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 traditionally 1 [trə'diʃənəli] adv.传统上；习惯上；传说上

498 transplanting 1 [trænsp'lɑːntɪŋ] n. 移植 动词transplant的现在分词.

499 trellis 1 ['trelis] n.格子；格子结构；框架 vt.为...搭棚架；使交叉成格子状；使交织

500 true 1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501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502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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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 varieties 1 [və'raɪəti] n. 多样；种类；多样化 n. 杂耍

505 variety 1 [英 [və̍ raɪəti] 美 [vəˈraɪɪti] n.多样；种类；杂耍；变化，多样化

506 voice 1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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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 was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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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 watching 1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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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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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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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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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who 1 pron.谁；什么人

515 wise 1 [waiz] adj.明智的；聪明的；博学的 vt.使知道；教导 vi.了解 n.(Wise)人名；(英)怀斯

516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517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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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520 writing 1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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