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1-23 [Health and Lifestyle] Group of Ducks Helps Control
Pests for South African Wine Maker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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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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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cks 11 n.鸭子（duck的复数）；薄帆布工作服，帆布裤子 v.闪避；没入水中（duck的第三人称单数） n.(Ducks)人名；(匈)杜克
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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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they 9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7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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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of 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9 you 6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0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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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at 5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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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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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insects 4 ['ɪnsekts] n. 昆虫；虫子；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

15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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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vineyard 4 ['vinjəd] n.葡萄园

18 w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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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winemaker 4 ['wain,meikə] n.酿酒师（等于winegrower）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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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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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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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li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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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pests 3 ['pests] 害虫

25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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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them 3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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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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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vines 3 [vaɪn] n. 藤；蔓；攀爬植物

30 wine 3 [wain] n.酒，葡萄酒；紫红色 vi.喝酒 vt.请…喝酒 n.(Wine)人名；(英)瓦恩

31 your 3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32 birds 2 ['bɜːdz] n. 鸟，鸟类；禽（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

33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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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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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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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37 go 2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38 grape 2 [greip] n.葡萄；葡萄酒；葡萄树；葡萄色 n.(Grape)人名；(法)格拉普；(德、瑞典)格拉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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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grapes 2 [greɪps] n. 葡萄 名词grape的复数形式.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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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helps 2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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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h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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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45 land 2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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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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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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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pest 2 [pest] n.害虫；有害之物；讨厌的人 n.(Pest)人名；(德、捷)佩斯特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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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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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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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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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south 2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55 spray 2 n.喷雾，喷雾剂；喷雾器；水沫 vt.喷射 vi.喷 n.(Spray)人名；(英)斯普雷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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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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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t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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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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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vineyards 2 n.葡萄园( vineyard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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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who 2 pron.谁；什么人

64 works 2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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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abo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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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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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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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70 Africa 1 ['æfrikə] n.非洲

71 African 1 ['æfrikən] adj.非洲的，非洲人的 n.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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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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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75 amazing 1 [ə'meiziŋ] adj.令人惊异的 v.使吃惊（amaze的ing形式）

76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77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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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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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any 1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81 army 1 ['ɑ:mi] n.陆军，军队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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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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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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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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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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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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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behave 1 [bi'heiv] vi.表现；（机器等）运转；举止端正；（事物）起某种作用 vt.使守规矩；使表现得…

88 bird 1 [bə:d] n.鸟；家伙；羽毛球 vt.向…喝倒彩；起哄 vi.猎鸟；观察研究野鸟 n.(Bird)人名；(英、西)伯德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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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brown 1 [braun] adj.棕色的，褐色的；太阳晒黑的 vi.变成褐色 n.褐色，棕色 vt.使变成褐色 n.(Brown)人名；(英、意、芬、捷、
德、法、西、葡)布朗

91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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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93 care 1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94 caretakers 1 n.看门人( caretaker的名词复数 )

95 chemicals 1 ['kemɪklz] n. 化学药品；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

96 children 1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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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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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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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cori 1 ['kɔ:ri] n.科里（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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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day 1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土)达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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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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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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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mployees 1 [ˌemplɔɪ'iː ] n. 受雇者；雇工；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

108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109 enjoy 1 [in'dʒɔi] vt.欣赏，享受；喜爱；使过得快活

110 estate 1 n.房地产；财产；身份

111 farm 1 [fɑ:m] vi.种田，务农；经营农场 n.农场；农家；畜牧场 vt.养殖；耕种；佃出（土地）

112 fertilizer 1 ['fə:tilaizə] n.[肥料]肥料；受精媒介物；促进发展者

113 fishing 1 ['fiʃiŋ] n.渔业；捕鱼（术）；试探；装配 adj.钓鱼的；钓鱼用的 v.捕鱼（fish的ing形式）

114 floating 1 ['fləutiŋ] adj.流动的；漂浮的，浮动的 v.漂浮（float的现在分词）

115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16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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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grou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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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grounds 1 [ɡ'raʊndz] n. 木砖 名词groun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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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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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grower 1 ['grəuə] n.栽培者；生长物 n.(Grower)人名；(英)格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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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125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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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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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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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29 holdsworth 1 n. 霍尔兹沃思

130 hose 1 n.软管；长筒袜；男性穿的紧身裤 vt.用软管浇水；痛打

131 hunt 1 [hʌnt] vt.打猎；搜索 vi.打猎；搜寻 n.狩猎；搜寻 n.(Hunt)人名；(德、瑞典)洪特；(英)亨特；(法)安

132 Indian 1 ['indiən] adj.印度的；印第安人的；印第安语的 n.印度人；印第安人；印第安语

133 insect 1 ['insekt] n.昆虫；卑鄙的人

134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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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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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lake 1 [leik] n.湖；深红色颜料；胭脂红 vt.（使）血球溶解 vi.（使）血球溶解 n.(Lake)人名；(德、塞、瑞典)拉克；(英)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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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139 maker 1 ['meikə] n.制造者；造物主；出期票人 n.(Maker)人名；(英)马克尔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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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merle 1 [mə:l] n.鸫类，山鸟

142 morning 1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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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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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nice 1 [nais] adj.精密的；美好的；细微的；和蔼的 n.(Nice)人名；(英)尼斯

146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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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orderliness 1 ['ɔ:dəlinis] n.整洁，整齐；秩序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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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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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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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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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picturing 1 画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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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plan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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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poisonous 1 ['pɔizənəs] adj.有毒的；恶毒的；讨厌的

158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59 praised 1 [preɪz] vt. 赞美；称赞 n. 赞美；称赞；崇拜 vi. 赞美

160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161 provided 1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162 raising 1 ['reiziŋ] n.高地；提高；举；浮雕装饰 v.饲养；升起；举起（raise的ing形式）

163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164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165 reaction 1 [ri'ækʃən, ri:-] n.反应，感应；反动，复古；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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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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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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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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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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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run 1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172 runner 1 ['rʌnə] n.跑步者；走私者；推销员；送信人 n.(Runner)人名；(英)朗纳

173 runs 1 [rʌnz] n.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

174 saves 1 [seɪv] v. 救；节省；保存 n. 救援，救助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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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scholtz 1 朔尔茨

177 sell 1 [sel] vt.销售；推销；出卖；欺骗 vi.卖；出售；受欢迎；有销路 n.销售；失望；推销术 n.(Sell)人名；(德)泽尔；(英、芬、
瑞典)塞尔

178 send 1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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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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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soldiers 1 ['səuldʒə] n.[军]士兵；战士数量（soldier的复数）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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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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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somewhere 1 ['sʌmhwεə] adv.在某处；到某处 n.某个地方

185 sound 1 [saund] vt.听（诊）；测量，测…深；使发声；试探；宣告 n.声音，语音；噪音；海峡；吵闹；听力范围；[医]探条 adj.
健全的，健康的；合理的；可靠的；有效彻底的 adv.彻底地，充分地 vi.听起来；发出声音；回响；测深

186 stellenbosch 1 ['stelənbɔʃ] vt.调充闲职；调离要职

187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188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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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tall 1 [tɔ:l] adj.高的；长的；过分的；夸大的 adv.夸大地 n.(Tall)人名；(马里、阿拉伯)塔勒；(芬、罗、瑞典)塔尔；(英)托尔；
(土)塔勒

191 tank 1 [tæŋk] n.坦克；水槽；池塘 vt.把…贮放在柜内；打败 vi.乘坦克行进 n.(Tank)人名；(德、土、阿塞、土库、挪)汤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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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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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tube 1 [tju:b, tu:b] n.管；电子管；隧道；电视机 vt.使成管状；把…装管；用管输送 vi.乘地铁；不及格

195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196 unwanted 1 [,ʌn'wɔntid] adj.不需要的；有害的；讨厌的；空闲的

197 visiting 1 ['vizitiŋ] n.拜访，访问；参观 adj.参观的；游览的 v.参观（visit的现在分词）；拜访

198 visser 1 n. 维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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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walk 1 [wɔ:k] n.步行，走；散步 vt.散步；走过 vi.走，步行；散步 n.(Walk)人名；(德、葡)瓦尔克；(英)沃克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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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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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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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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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white 1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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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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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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