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1-0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ybrid Wheat May Lead to
More Food without GMO Fears 词频表词频表

1 to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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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he 2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 of 1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hybrid 17 ['haibrid] n.杂种，混血儿；混合物 adj.混合的；杂种的

5 wheat 16 [hwi:t] n.小麦；小麦色 n.(Wheat)人名；(英)惠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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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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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plan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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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be 7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1 b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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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new 7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3 seeds 7 [siː dz] n. 籽 名词seed的复数形式. 动词s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4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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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t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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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because 5 [bi'kɔz] conj.因为

18 i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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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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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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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see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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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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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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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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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companies 4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26 genetically 4 [dʒe'netikəli] adv.从遗传学角度；从基因方面

27 how 4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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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pollen 4 ['pɔlin] vt.传授花粉给 n.[植]花粉 n.(Pollen)人名；(英)波伦

30 two 4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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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3 animal 3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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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corn 3 [kɔ:n] n.（美）玉米；（英）谷物；[皮肤]鸡眼 vt.腌；使成颗粒 n.(Corn)人名；(英、法、瑞典)科恩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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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fears 3 英 [fɪə(r)] 美 [fɪr] n. 担心；害怕；恐惧；【中药学】相畏 v. 害怕；担心；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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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female 3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39 fertilized 3 ['fɜ rːtɪlaɪzd] adj. 已受精的 动词fertil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40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41 GMO 3 英 [ˌdʒiː em'əʊ] 美 [ˌdʒiː em'oʊ] abbr. 庆大霉素油膏 (=garamycin ointment) abbr. 单油酸甘油酯 (=glyceryl monooleate) abbr. 转基因
生物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42 grow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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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proces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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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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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duc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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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reuters 3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47 s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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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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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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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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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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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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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yields 3 [jiː ld] v. 生产；获利；屈服；弯下去 n. 投资收益；生产量

56 agriculture 2 n.农业；农耕；农业生产；农艺，农学

57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58 being 2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59 be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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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bet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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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breeders 2 n. 饲养员（breeder的复数）；增殖（反应）堆；产仔的动物

62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63 cause 2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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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ompany 2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66 create 2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67 created 2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68 develop 2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69 developm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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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71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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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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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Farmers 2 n.[农]农民（farmer的复数）

75 hankey 2 n. 汉基

76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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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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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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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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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incre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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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increasing 2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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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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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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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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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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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87 major 2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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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male 2 [meil] adj.男性的；雄性的；有力的 n.男人；雄性动物 n.(Male)人名；(柬)马尔；(意、西、塞)马莱；(英)梅尔

90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91 modified 2 英 ['mɒdɪfaɪd] 美 ['mɒdə̩ faɪd] adj. 修改的

92 natur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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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often 2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94 perception 2 [pə'sepʃən] n.知觉；[生理]感觉；看法；洞察力；获取

95 pollinate 2 ['pɔlineit] vt.对...授粉

96 producers 2 生产性

97 releas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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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resistance 2 [ri'zistəns] n.阻力；电阻；抵抗；反抗；抵抗力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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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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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substance 2 ['sʌbstəns] n.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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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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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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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worldwide 2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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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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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110 acceptable 1 [ək'septəbl] adj.可接受的；合意的；可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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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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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16 air 1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17 allergen 1 ['ælədʒən] n.[医]过敏原

118 allergens 1 变应原

119 allergy 1 ['ælədʒi] n.过敏症；反感；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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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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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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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124 average 1 n.平均；平均数；海损 adj.平均的；普通的；通常的 vt.算出…的平均数；将…平均分配；使…平衡 vi.平均为；呈中
间色

125 avoiding 1 [ə'vɔɪd] vt. 避免；逃避；[律]使无效；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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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27 badly 1 ['bædli] adv.非常，很；严重地，厉害地；恶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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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130 basf 1 n.巴斯夫（德国化学公司名）

131 bayer 1 ['baiə] n.拜耳（财富500强公司之一，总部所在地德国）；月球表面第三象限内大坑名

132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133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134 belief 1 [bi'li:f] n.相信，信赖；信仰；教义

135 bigger 1 [bɪgə] adj.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

136 body 1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137 bo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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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call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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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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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141 cell 1 [sel] n.细胞；电池；蜂房的巢室；单人小室 vi.住在牢房或小室中 n.(Cell)人名；(英)塞尔

142 certainly 1 ['sə:tənli] adv.当然；行（用于回答）；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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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characteristic 1 [,kærəktə'ristik] adj.典型的；特有的；表示特性的 n.特征；特性；特色

145 characteristics 1 [ˌkærɪktə'rɪstɪk] n. 特性；特征；特点 名词characteristic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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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Chinese 1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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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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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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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152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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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containing 1 [kən'teɪnɪŋ] n. 包含；包括 v. 容纳；包含；抑制；克制（动词contain的现在分词）

155 costly 1 ['kɔstli] adj.昂贵的；代价高的 n.(Costly)人名；(英)科斯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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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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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Dakota 1 [də'kəutə] n.达科他（美国过去一地区名，现分为南、北达科他州） adj.达科他人的

159 dave 1 [deiv] n.戴夫（男子名）

160 decreasing 1 [di'kri:siŋ] adj.渐减的 v.减少；缩减（decrease的ing形式）

161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162 depend 1 [di'pend] vi.依赖，依靠；取决于；相信，信赖

163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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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developers 1 [dɪ'veləpəz] 开发商

166 directly 1 [英 [də̍ rektli] 美 [dɪˈrɛktli, daɪ-]] adv.直接地；立即；马上；正好地；坦率地 conj.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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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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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gg 1 n.蛋；卵子；家伙；鸡蛋 vt.煽动；怂恿 n.(Egg)人名；(法、英)埃格

170 elements 1 ['elɪmənts] n. 要素，元素；基本原则；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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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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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ngineering 1 [,endʒi'niəriŋ] n.工程，工程学 v.设计；管理（engineer的ing形式）；建造

173 environments 1 [en'vaɪərənmənts] 环境

174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175 fail 1 [feil] vi.失败，不及格；破产；缺乏；衰退 vt.不及格；使失望；忘记；舍弃 n.不及格 n.(Fail)人名；(葡、捷)法伊尔；(法)法
伊

176 farmland 1 ['fɑ:mlænd] n.农田

177 fertilization 1 [,fə:tilai'zeiʃən] n.[农]施肥；[胚]受精；肥沃

178 fertilize 1 ['fə:tilaiz] vt.使受精；使肥沃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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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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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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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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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genetic 1 [dʒi'netik] adj.遗传的；基因的；起源的

185 German 1 ['dʒə:mən]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n.德语；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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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grain 1 [grein] n.粮食；颗粒；[作物]谷物；纹理 vi.成谷粒 vt.使成谷粒 n.(Grain)人名；(法)格兰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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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growth 1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190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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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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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hectares 1 n.公顷（等于2。471英亩）( hectare的名词复数 )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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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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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197 hybridization 1 [,haibridai'zeiʃən, -di'z-] n.杂交；配种；[化学]杂化；杂种培殖

198 hybrids 1 杂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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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201 improved 1 [ɪm'pruːvd] adj. 改良的；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2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3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204 insects 1 ['ɪnsekts] n. 昆虫；虫子；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

205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206 introduced 1 [ɪntrəd'juːst] v. 介绍，引进（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7 joining 1 ['dʒɔiniŋ] n.连接；接缝；连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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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launches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210 launching 1 ['lɔ:ntʃiŋ, 'lɑ:n] n.发射；下水；创设 v.发射；发动；开始从事（launch的ing形式）

211 lead 1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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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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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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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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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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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market 1 ['mɑ:kit] n.市场；行情；股票市场；市面；集市；销路；商店 vt.在市场上出售 vi.做买卖 n.(Market)人名；(塞)马尔凯特

218 mid 1 [mid] adj.中间的；中央的 prep.在…之中 n.(Mid)人名；(柬)米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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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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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modifying 1 英 ['mɒdɪfaɪ] 美 ['mɑːdɪfaɪ] v. 修改；更改；缓和；修饰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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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naming 1 ['neɪmɪŋ] n. 命名 动词name的现在分词形式.

224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225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26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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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noticeable 1 ['nəutisəbl] adj.显而易见的，显著的；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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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numerous 1 ['nju:mərəs] adj.许多的，很多的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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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Onions 1 ['ʌnjənz] n.奥尼恩斯（姓氏）；奥尼恩斯（英国语言学家、词典编纂家）

233 opinion 1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234 organism 1 ['ɔ:gənizəm] n.有机体；生物体；微生物

235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36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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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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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owned 1 [əund] v.拥有；承认（own的过去分词） adj.自身拥有的

240 owns 1 英 [əʊn] 美 [oʊn] adj. 自己的；特有的 n. 自己的东西 v. 承认；拥有

241 parent 1 ['pεərənt] n.父亲（或母亲）；父母亲；根源 n.(Parent)人名；(法)帕朗；(英、西)帕伦特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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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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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partly 1 ['pɑ:tli] adv.部分地；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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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perc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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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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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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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planning 1 ['plæniŋ] n.规划；计划编制 v.计划；设计；预期（plan的ing形式）

250 poisons 1 ['pɔɪzn] n. 毒药；毒害；败坏道德之事 vt. 毒害；摧毁；中毒 adj. 有毒的；危险的

251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52 pollinated 1 授粉

253 pollination 1 [pɔli'neiʃn] n.[农学]授粉（作用）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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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product 1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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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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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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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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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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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reacts 1 [ri'ækt] v. 反应；反攻

261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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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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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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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266 reproduce 1 [,ri:prə'dju:s] vt.复制；再生；生殖；使…在脑海中重现 vi.复制；繁殖

267 researchers 1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268 resist 1 [ri'zist] vi.抵抗，抗拒；忍耐 vt.抵抗；忍耐，忍住 n.[助剂]抗蚀剂；防染剂

269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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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river 1 ['rivə] n.河，江 n.(River)人名；(英)里弗

272 safer 1 ['seɪfər] adj. 更安全的 形容词safe的比较级.

273 saw 1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274 seasons 1 ['siː znz] n. 季节 名词season的复数形式.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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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seek 1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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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sel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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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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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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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sizes 1 ['saɪzɪz] n. 大小

282 s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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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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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spinach 1 ['spinidʒ, -itʃ] n.菠菜

285 stands 1 [stænd] v. 站立；忍受；位于；停滞 n. 站立；货摊；停顿；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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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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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supplies 1 [səp'laɪz] n. 物资；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

289 syngenta 1 农药企业

290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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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293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294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95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296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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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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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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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01 tomatoes 1 英 [tə'mɑ tːəʊz] 美 [tə'mɑ tːoʊz] n. 番茄；西红柿 名词tomato的复数形式.

302 typical 1 ['tipikəl] adj.典型的；特有的；象征性的

303 unpredictable 1 [,ʌnpri'diktəbl] adj.不可预知的；不定的；出乎意料的 n.不可预言的事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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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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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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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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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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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w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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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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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while 1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313 widespread 1 ['waid'spred] adj.普遍的，广泛的；分布广的

314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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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winds 1 ['waɪndz] [ wind ]的第三人称单数

316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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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19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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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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