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2-27 [Health and Lifestyle] Italian Man Lives Without
Electricity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1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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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1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4 h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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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for 10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6 i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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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of 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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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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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dinali 7 n. 卡尔迪纳利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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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hav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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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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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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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7 who 5 pron.谁；什么人

18 electricity 4 [,ilek'trisəti] n.电力；电流；强烈的紧张情绪

19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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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his 4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1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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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n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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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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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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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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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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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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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friends 3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29 harmonious 3 [hɑ:'məunjəs] adj.和谐的，和睦的；协调的；悦耳的

30 hermit 3 ['hə:mit] n.（尤指宗教原因的）隐士；隐居者

31 him 3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32 lived 3 [livd, 'laivd] adj.有生命的 v.居住（live的过去分词）；活着；度过；以…为生

33 lives 3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34 oil 3 [ɔil] n.油；石油；油画颜料 vt.加油；涂油；使融化 vi.融化；加燃油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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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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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8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9 agnese 2 阿格内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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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andrea 2 ['ændriə; ɔ:n'dreiə] n.安德里亚（男子名）

41 away 2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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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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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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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hoice 2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46 cooking 2 n.烹饪 adj.烹调的 v.烹调；筹划（cook的ing形式）

47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48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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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feel 2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50 freedom 2 ['fri:dəm] n.自由，自主；直率 n.(Freedom)人名；(英)弗里德姆

51 having 2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52 john 2 [dʒɔn] n.厕所

53 loc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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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m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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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m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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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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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never 2 ['nevə] adv.从未；决不

58 off 2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59 olives 2 n.橄榄（olive的复数） n.(Olives)人名；(西)奥利韦斯

60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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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plumbing 2 ['plʌmiŋ] n.铅工业；铅管品制造 v.探究；垂直悬挂；用铅锤测量；灌铅以增重（plumb的现在分词）

62 privileged 2 ['privilidʒd] adj.享有特权的；有特别恩典的 v.给予…特权；免除（privileg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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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65 sm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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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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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stone 2 [stəun] n.石头；结石；[宝]宝石 adj.石的，石制的 vt.向扔石块；用石头铺 n.(Stone)人名；(捷)斯托内；(瑞典)斯托内；(英)
斯通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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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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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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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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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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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tree 2 [tri:] n.树；木料；树状物 vt.把...赶上树 vi.爬上树；逃上树 n.(Tree)人名；(英)特里

74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75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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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visit 2 ['vizit] n.访问；参观；逗留 vt.访问；参观；视察 vi.访问；暂住；闲谈 n.(Visit)人名；(老)维西；(泰)威实

77 walnut 2 ['wɔ:lnʌt, -nət] n.胡桃；胡桃木 adj.胡桃科植物的

78 walnuts 2 ['wɔː lnʌts] 核桃

79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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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you 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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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3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84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85 adriatic 1 [,eidri'ætik] adj.亚得里亚海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居民的

86 advantages 1 英 [əd'vɑːntɪdʒ] 美 [əd'væntɪdʒ] n. 优势；有利条件 vt. 有利于

87 advice 1 [əd'vais] n.建议；忠告；劝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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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age 1 [eidʒ] n.年龄；时代；寿命，使用年限；阶段 vi.成熟；变老 vt.使成熟；使变老，使上年纪 n.(Age)人名；(瑞典)阿格；(日)
扬(姓)；(西、荷)阿赫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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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alone 1 [ə'ləun] adj.独自的；单独的；孤独的 adv.独自地；单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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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94 Ancona 1 [æŋ'kəunə] n.安科纳（意大利东部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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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97 apart 1 [ə'pɑ:t] adv.相距；与众不同地；分离着 adj.分离的；与众不同的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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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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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bees 1 ['biː z] 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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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believes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103 best 1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104 bread 1 [bred] n.面包；生计 vt.在…上洒面包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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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burning 1 ['bə:niŋ] adj.燃烧的；强烈的；发热的 n.燃烧 vi.燃烧（burn的现在分词）

107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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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cat 1 n.猫，猫科动物

110 cereals 1 ['siəriəlz] n. 谷类食品；谷类 名词cereal的复数形式.

111 chickens 1 ['tʃɪkɪn] n. 鸡；鸡肉；胆小者 adj. 懦弱的；胆小的 vi. 失去勇气

112 choose 1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113 coast 1 [kəust] vi.滑行；沿岸航行 vt.沿…岸航行 n.海岸；滑坡 n.(Coast)人名；(英)科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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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combined 1 [kəm'baind] adj.结合的；[数]组合的 v.使结合；联合（combine的过去分词）

116 communities 1 [kə'mjuːnəti] n. 社区；社会；公众；共同体；团体；共享；共有；[生]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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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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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costs 1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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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difficulties 1 ['dɪfɪkəlti] n. 困难；争议；麻烦

122 direction 1 [di'rekʃən, dai-] n.方向；指导；趋势；用法说明

123 disagreement 1 [,disə'gri:mənt] n.不一致；争论；意见不同

124 distances 1 ['dɪstəns] n. 距离；路程；远方 vt. 与 ... 保持距离；把(对手)甩在后面

125 doctor 1 vt.修理；篡改，伪造；为…治病；授以博士学位 n.医生；博士 vi.就医；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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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astern 1 ['i:stən] adj.东方的；朝东的；东洋的 n.东方人；（美国）东部地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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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eaten 1 [英 [ˈi:tn] 美 [ˈitn] v.吃（eat的过去分词）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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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nergy 1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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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ntirely 1 [in'taiəli] adv.完全地，彻底地

133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134 everything 1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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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periencing 1 [ɪk'spɪərənsɪŋ] n. 体验；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

137 fabrizio 1 n. 法布里齐奥

138 family 1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139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40 fifty 1 ['fifti] n.五十；五十个；编号为50的东西 adj.五十的；五十个的；众多的

141 fighting 1 ['faitiŋ] adj.战斗的；好战的；适于格斗的 n.战斗，搏斗 v.奋斗（fight的ing形式）；打仗；与…进行拳击

142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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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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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46 fruit 1 [fru:t] n.水果；产物 vi.结果实 vt.使……结果实 n.(Fruit)人名；(法)弗吕；(英)弗鲁特

147 fueled 1 [fjuːədl] adj. 燃料的 动词fu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8 gas 1 [gæs] n.气体；[矿业]瓦斯；汽油；毒气 vt.加油；毒（死） vi.加油；放出气体；空谈 n.(Gas)人名；(法、德、西)加斯

149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150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151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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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goes 1 [gəuz] vi.前进；行走（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Goes)人名；(瑞典)约斯；(法、德)格斯；(荷)胡斯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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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goods 1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156 grid 1 [grid] n.网格；格子，栅格；输电网

157 grind 1 [graind] vt.磨碎；磨快 vi.磨碎；折磨 n.磨；苦工作 n.(Grind)人名；(法、德)格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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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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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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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hone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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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house 1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名；(英)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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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indoor 1 ['indɔ:] adj.室内的，户内的

165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66 interested 1 ['intristid, 'intər-] adj.感兴趣的；有权益的；有成见的 v.使…感兴趣（interest的过去分词）

167 Italian 1 adj.意大利的；意大利语的；意大利文化的 n.意大利人；意大利语

168 Italy 1 ['itəli] n.意大利（欧洲南部国家）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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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kilometers 1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171 lamps 1 ['læmps] 兰普斯； n.；眼睛(粗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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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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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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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left 1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175 legumes 1 ['leɡjuːmz] n. 豆；豆类 名词legume的复数形式.

176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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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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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o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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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macerata 1 n. 马切拉塔(在意大利；东经 13º27' 北纬 43º18')

181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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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teo 1 n. 马泰奥

184 me 1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185 mean 1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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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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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mother 1 ['mʌðə] n.母亲；大娘；女修道院院长 vt.生下；养育；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母亲的；出生地的

189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0 my 1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191 names 1 [neɪmz] n.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

192 nardi 1 n. 纳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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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nearest 1 ['nɪərɪst] adj. 最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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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neighbors 1 ['neɪbɔː z] n. 邻居 名词neighbor的复数形式. =neighbours.

197 network 1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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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nut 1 [nʌt] n.螺母，螺帽；坚果；难对付的人，难解的问题 vi.采坚果 n.(Nut)人名；(阿拉伯)努特；(柬)努

200 nuts 1 [nʌts] adj.发狂的；热衷的；狂热的 int.胡说；呸 n.坚果；螺母（nut的复数）；核心 v.采坚果；用头撞（nut的三单形式）

201 obtain 1 [əb'tein, ɔb-] vi.获得；流行 vt.获得

202 olive 1 ['ɔliv] n.橄榄；橄榄树；橄榄色 adj.橄榄的；橄榄色的 n.(Olive)人名；(英)奥利芙(女子教名)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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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on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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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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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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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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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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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person 1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211 phone 1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212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213 pipes 1 [paips] n.管线，管道；[材]管子（pipe复数形式） v.吹奏管乐；尖声叫嚷（pip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Pipes)人名；
(英)派普斯

214 pleasing 1 ['pli:ziŋ] adj.令人愉快的；讨人喜欢的；合意的 v.取悦（please的现在分词）

215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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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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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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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produces 1 英 [prə'djuːs] 美 [prə'duːs] v. 生产；引起；提出；制片；分娩 n. 产品；农产品

219 public 1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220 read 1 [ri:d] vt.阅读；读懂，理解 vi.读；读起来 n.阅读；读物 adj.有学问的 n.(Read)人名；(英)里德

221 regret 1 [ri'gret] n.遗憾；抱歉；悲叹 vt.后悔；惋惜；哀悼 vi.感到后悔；感到抱歉

222 regretted 1 [rɪɡ'retɪd] v. 后悔；惋惜；为 ... 感到遗憾（动词regr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3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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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26 rides 1 [raɪd] v. 骑；乘 n. 交通工具；骑；乘车；搭便车

227 right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228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29 rising 1 ['raiziŋ] n.上升；起床；造反 adj.上升的；上涨的；新兴的 adv.接近 v.上升（rise的ing形式） n.(Rising)人名；(瑞典)里
辛；(英)赖辛

230 rooster 1 ['ru:stə] n.公鸡；狂妄自负的人

231 sad 1 [sæd] adj.难过的；悲哀的，令人悲痛的；凄惨的，阴郁的（形容颜色）

232 sells 1 [sel] v. 出售；卖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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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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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simple 1 ['simpl] adj.简单的；单纯的；天真的 n.笨蛋；愚蠢的行为；出身低微者 n.(Simple)人名；(法)桑普勒

236 smart 1 [smɑ tː] adj.聪明的；巧妙的；敏捷的；厉害的；潇洒的；剧烈的；时髦的 n.(Smart)人名；(法)斯马尔；(英、德)斯马特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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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39 sorry 1 ['sɔ:ri, 'sɔ-] adj.遗憾的；对不起的，抱歉的 int.对不起，抱歉（表示委婉的拒绝等）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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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spends 1 [s'pendz] n. 开支，花费（spend的复数形式） v. 花费（动词spen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42 sports 1 n.运动；运动会（sport的复数）；（报纸）体育版面；突变；娱乐 adj.运动的；适用于运动的 v.娱乐；戏弄（sport的
第三人称单数）

243 stove 1 [stəuv] n.火炉；窑；温室 vt.用火炉烤 n.(Stove)人名；(瑞典)斯托韦

244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45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246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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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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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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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throw 1 [θrəu] vt.投；抛；掷 vi.抛；投掷 n.投掷；冒险

252 town 1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253 trade 1 [treid] n.贸易，交易；行业；职业 vi.交易，买卖；以物易物 vt.用…进行交换

254 travels 1 ['trævəlz] n. 漫游；旅行 名词travel的复数形式.

255 tribe 1 [traib] n.部落；族；宗族；一伙 n.(Tribe)人名；(英)特赖布

256 type 1 [taip] n.类型，品种；模范；样式 vt.打字；测定（血等）类型 vi.打字 n.(Type)人名；(英)泰普

257 unconcerned 1 [,ʌnkən'sə:nd] adj.不关心的；无关的；无忧虑的

258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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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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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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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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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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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walks 1 ['wɔː ks] n. 脚步；小路 名词walk的复数形式.

265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66 warmth 1 [wɔ:mθ] n.温暖；热情；激动

267 wa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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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week 1 [wi:k] n.周，星期

269 weekend 1 [,wi:k'end, 'wi:kend] n.周末，周末休假；周末聚会 adj.周末的，周末用的 vi.度周末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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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wheat 1 [hwi:t] n.小麦；小麦色 n.(Wheat)人名；(英)惠特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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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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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with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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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wood 1 [wud] n.木材；木制品；树林 vi.收集木材 vt.植林于；给…添加木柴 n.(Wood)人名；(英、法、西、葡、阿拉伯)伍德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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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78 wrong 1 adv.错误地；邪恶地，不正当地 n.坏事；不公正 adj.错误的；失常的；不适当的 vt.委屈；无理地对待；诽谤 n.(Wrong)
人名；(英)朗

279 yara 1 n. 亚拉(在古巴；西经 76º57' 北纬 20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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