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1-24 [Health and Lifestyle] Strange Green Growths on Your
Tree_ Fear Not!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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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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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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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cidic 1 [ə'sidik] adj.酸的，酸性的；产生酸的

5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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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8 aerate 2 ['eiəreit] vt.充气；让空气进入；使暴露于空气中

9 affected 1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 air 2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1 airflow 1 ['εəfləu] n.气流（尤指飞机等产生的）；空气的流动 adj.让空气自由流动的；气流产生的；流线型的

12 algae 9 ['ælgə-dʒi:, 'ældʒi:] n.[植]藻类；[植]海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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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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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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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7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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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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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ppeal 1 [ə'pi:l] vi.呼吁，恳求；上诉；诉诸，求助；有吸引力，迎合爱好；（体育比赛中）诉诸裁判 n.呼吁，请求；吸引力，
感染力；上诉；诉诸裁判 vt.将…上诉，对…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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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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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rea 3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4 areas 3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25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26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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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ssociated 1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 away 2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29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0 becomes 1 [bɪ'kʌm] v. 变成；成为；变得；适合（某人）；使（人）显得漂亮

31 begins 1 [bɪ'ɡɪn] v. 开始；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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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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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leach 1 [bli:tʃ] vt.使漂白，使变白 vi.变白，漂白 n.漂白剂

35 branches 4 英 [brɑːntʃ] 美 [bræntʃ] n. 分部；部门；分店；分支；树枝 v. 分岔；分支

36 branchy 1 ['brɑ:ntʃi] adj.枝繁的；多枝的

37 b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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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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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a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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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anopy 2 ['kænəpi] n.天篷；华盖；遮篷；苍穹 vt.用天蓬遮盖；遮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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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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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43 Caty 2 卡蒂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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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entimeters 1 ['sentɪ̩ miː təz] n. 厘米；公分 名词centimeter的复数形式.

46 characterized 1 ['kærəktəraɪz] vt. 表示 ... 的典型；赋予 ...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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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hlorine 1 ['klɔ:ri:n] n.[化学]氯（17号化学元素）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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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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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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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oncerned 1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53 conditions 3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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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ooperative 1 [kəu'ɔpərətiv] adj.合作的；合作社的 n.合作社

56 copper 1 n.铜；铜币；警察 adj.铜制的 vt.镀铜 n.(Copper)人名；(英)科珀

57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58 covered 1 ['kʌvəd] adj.覆盖了的；隐蔽着的；有屋顶的 v.覆盖；包括；掩护（cover的过去分词）

59 covering 1 ['kʌvəriŋ] adj.掩盖的，掩护的 n.遮盖物，覆盖物 v.覆盖；穿（cover的ing形式）；代替

60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61 crusty 2 ['krʌsti] adj.易怒的；执拗的；有壳的；像外壳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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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damiano 1 n. 达米亚诺

64 dense 1 [dens] adj.稠密的；浓厚的；愚钝的

65 directly 2 [英 [də̍ rektli] 美 [dɪˈrɛktli, daɪ-]] adv.直接地；立即；马上；正好地；坦率地 conj.一…就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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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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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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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70 environmental 1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71 ev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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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73 expose 1 [ik'spəuz] vt.揭露，揭发；使曝光；显示

74 extends 1 [ɪk'stend] v. 延伸；延长；伸展；扩展；提供；使竭尽全力

75 extra 1 ['ekstrə] adv.特别地，非常；另外 n.临时演员；号外；额外的事物；上等产品 adj.额外的，另外收费的；特大的

76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77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78 favor 1 vt.较喜欢；像；优惠，偏袒；有利于；赐予；证实 n.帮助；赞同；偏爱，喜爱

79 favorite 1 ['feivərit] n.幸运儿；喜欢的事物；特别喜欢的人 adj.最喜爱的；中意的；宠爱的 n.(Favorite)人名；(英)费沃里特

80 favors 1 ['feɪvə] n. 偏爱；好意；特权；赞成 vt. 偏爱；给予；支持；关心；利于；长得像

81 fear 1 [fiə] n.害怕；恐惧；敬畏；担心 vt.害怕；敬畏；为…担心 vi.害怕；敬畏；为…担心

82 fences 1 [fens] n. 栅栏；围墙；买卖赃物的人 v. 用篱笆围住；束缚；击剑；回避

83 fertility 1 [fə'tiliti] n.多产；肥沃；[农经]生产力；丰饶

84 fill 1 [fil] vt.装满，使充满；满足；堵塞；任职 vi.被充满，膨胀 n.满足；填满的量；装填物 n.(Fill)人名；(德、俄、匈)菲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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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86 for 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7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88 fungi 2 ['fʌŋgai] n.真菌；菌类；蘑菇（fungus的复数） n.(Fungi)人名；(意)丰吉

89 gently 1 ['dʒentli] adv.轻轻地；温柔地，温和地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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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go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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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grams 1 n. <非正式> 祖母； 外祖母 n. 克（重量单位） 名词gram的复数形式

93 gray 1 [grei] adj.灰色的；苍白的；灰白头发的；阴郁的 n.灰色；暗淡的光线 vi.成为灰色或灰白 vt.使成灰色或灰白 n.(Gray)人
名；(意)格拉伊；(英、法、葡、瑞典)格雷

94 gree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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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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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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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grows 2 英 [ɡrəʊ] 美 [ɡroʊ] v. 增加；生长；变成；种植；逐渐开始

98 growth 8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99 growths 2 [ɡ'rəʊθs] 生长

100 har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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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harmless 1 ['hɑ:mlis] adj.无害的；无恶意的

102 harms 1 英 [hɑːm] 美 [hɑ rːm] n. 危害；伤害；损害 vt. 伤害；损害

103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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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healing 1 ['hi:liŋ] adj.能治愈的 n.康复 v.治疗（heal的现在分词）

105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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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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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host 1 [həust] n.[计]主机；主人；主持人；许多 vt.主持；当主人招待 vi.群集；做主人

109 houses 1 ['hauziz] n.住宅；家园；洋房（house的复数）；房子的总称

110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11 howe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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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hurt 1 [hə:t] vt.使受伤；损害；使疼痛；使痛心 vi.感到疼痛；有坏处；带来痛苦 n.痛苦；危害；痛苦的原因 adj.受伤的；痛苦
的；受损的 n.(Hurt)人名；(德、匈、捷)胡特；(英)赫特

113 if 4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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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indirectly 1 [,indi'rektli] adv.间接地；不诚实；迂回地

116 interdependent 1 [,intədi'pendənt] adj.相互依赖的；互助的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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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9 i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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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21 jessica 1 ['dʒesikə] n.杰西卡（女子名）

122 just 1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123 kills 1 [kɪl] v. 杀死；终止；消灭；使痛苦；消磨；使精疲力竭 n. 杀；猎获物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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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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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layer 2 n.层，层次；膜；[植]压条；放置者，计划者 vt.把…分层堆放；借助压条法；生根繁殖；将（头发）剪成不同层次 vi.
形成或分成层次；[植]通过压条法而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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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leafy 1 ['li:fi] adj.多叶的；叶状的；叶茂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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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levels 1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30 lichens 6 ['laɪkənz] 地衣类,地衣

131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32 li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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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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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likes 2 n.好恶；爱好的事物 v.喜欢；愿意（lik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Likes)人名；(英)莱克斯

135 limit 2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136 liters 1 ['lɪtərz] 公升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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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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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low 1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140 masses 1 ['mæsɪz] n. 平民；群众

141 mats 1 abbr.军事空运局（MilitaryAirTransportService） n.(Mats)人名；(瑞典、芬、挪)马茨

142 m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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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milliliter 2 ['mili,li:tə] n.毫升

144 mix 1 [miks] vt.配制；混淆；使混和；使结交 vi.参与；相混合；交往 n.混合；混合物；混乱 n.(Mix)人名；(德、英)米克斯

145 mixed 1 [mikst] adj.混合的；形形色色的；弄糊涂的 v.混合；弄混（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6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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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moss 8 [mɔs] n.苔藓；泥沼 vt.使长满苔藓 n.(Moss)人名；(英、德、意、西、葡、波、挪、瑞典)莫斯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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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mulch 1 [mʌltʃ] n.覆盖物，护盖物；护根 vt.做护根；以护盖物覆盖

150 multiply 1 ['mʌltiplai] vt.乘；使增加；使繁殖；使相乘 vi.乘；繁殖；增加 adv.多样地；复合地 adj.多层的；多样的

151 must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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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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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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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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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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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none 1 [nʌn] pron.没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任何东西 adj.没有的，一点没有的 adv.决不，一点也不 n.(None)人名；(葡、罗)诺
内；(日)野根(姓)

158 normally 1 ['nɔ:məli] adv.正常地；通常地，一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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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nutrients 1 ['nju tːrɪənts] n. 营养素，营养物，营养品（名词nutrie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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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of 1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63 off 3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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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O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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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or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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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orange 2 ['ɔrindʒ, 'ɔ:-] adj.橙色的；橘色的 n.橙；橙色；桔子 n.(Orange)人名；(英)奥林奇；(法)奥朗热

168 ord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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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organism 3 ['ɔ:gənizəm] n.有机体；生物体；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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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organisms 2 有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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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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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pale 1 [peil] adj.苍白的；无力的；暗淡的 n.前哨；栅栏；范围 vt.使失色；使变苍白；用栅栏围 vi.失色；变苍白；变得暗淡 n.
(Pale)人名；(塞)帕莱

175 parasite 1 ['pærəsait] n.寄生虫；食客

176 parasites 1 ['pærəsaɪts] n. 寄生生物；寄生虫 名词parasite的复数形式.

177 parasitic 1 [,pærə'sitik] adj.寄生的（等于paras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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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paths 1 [pæθis] n.路径（path的复数）

180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181 pH 1 [,pi: 'eitʃ] abbr.酸碱度符号（描述氢离子活度的）

182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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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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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85 polluted 1 [pə'lju:tid] adj.受污染的；被玷污的 v.污染（pollu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6 poor 1 [puə, pɔ:] adj.贫穷的；可怜的；贫乏的；卑鄙的 n.(Poor)人名；(英、伊朗)普尔

187 possibly 1 ['pɔsəbli] adv.可能地；也许；大概

188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189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190 presents 1 [p'rɪzents] n. 礼物 名词present的复数形式.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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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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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rays 1 [reɪz] n. 射线 名词ray的复数形式.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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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regrow 1 [ri:'grəu] vt.再生；重新长出 vi.重新生长

196 relationship 1 [ri'leiʃənʃip] n.关系；关联

197 remain 1 [ri'mein] vi.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n.遗迹；剩余物，残骸

198 remo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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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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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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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roofs 1 屋顶

202 roo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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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scrape 1 [skreip] n.刮掉；擦痕；困境；刮擦声 vt.刮；擦伤；挖成 vi.刮掉；刮出刺耳声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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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206 shade 1 [ʃeid] n.树荫；阴影；阴凉处；遮阳物；（照片等的）明暗度；少量、些微；细微的差别 vt.使阴暗；使渐变；为…遮
阳；使阴郁；掩盖 vi.（颜色、色彩等）渐变 n.(Shade)人名；(英、德)谢德

207 shady 3 ['ʃeidi] adj.成荫的；阴暗的；名声不好的 n.(Shady)人名；(阿拉伯)沙迪

208 sheltered 1 ['ʃeltəd] adj.受保护的；掩蔽的；免税的；为弱者提供方便的 v.庇护（shelter的过去分词）

209 sick 2 adj.厌恶的；病态的；不舒服；渴望的；恶心的；生病的 n.病人 n.(Sick)人名；(德、西)西克 vt.使狗去咬；呕吐；追击

210 sign 1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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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slow 1 [sləu] adj.慢的；减速的；迟钝的 vi.变慢；变萧条 vt.放慢；阻碍 adv.慢慢地；迟缓地 n.(Slow)人名；(英)斯洛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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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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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soil 3 [sɔil] n.土地；土壤；国家；粪便；务农；温床 vt.弄脏；污辱 vi.变脏

215 solution 2 [sə'lju:ʃən] n.解决方案；溶液；溶解；解答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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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18 spray 1 n.喷雾，喷雾剂；喷雾器；水沫 vt.喷射 vi.喷 n.(Spray)人名；(英)斯普雷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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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spreading 2 ['spredɪŋ] n.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

221 state 1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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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strange 1 [streindʒ] adj.奇怪的；陌生的；外行的 adv.奇怪地；陌生地，冷淡地 n.(Strange)人名；(英)斯特兰奇；(瑞典、塞)斯特
朗格

224 sulfate 1 ['sʌlfeit] n.[无化]硫酸盐 vt.使成硫酸盐；用硫酸处理；使在上形成硫酸铅沉淀 vi.硫酸盐化

225 sun 1 [sʌn] n.太阳 vt.使晒 vi.晒太阳 n.(Sun)人名；(中)孙(普通话·威妥玛)；(柬)孙；(缅)素；(土)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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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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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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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survive 1 [sə'vaiv] vt.幸存；生还；幸免于；比...活得长 vi.幸存；活下来

230 symbiotic 2 [simbi'ɔtik, -bai-] adj.[生态]共生的；共栖的

231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32 tell 1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233 tells 1 [tel] v. 告诉；吩咐；讲述；表达；辨别；判断；泄露；告发；产生效果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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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the 3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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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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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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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41 threaten 1 ['θretən] vt.威胁；恐吓；预示 vi.威胁；可能来临

242 thrive 1 [θraiv] vi.繁荣，兴旺；茁壮成长

243 thrives 1 [θraɪv] vi. 兴旺；繁荣；茁壮成长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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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to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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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tre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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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tree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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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trunk 1 [trʌŋk] n.树干；躯干；象鼻；汽车车尾的行李箱 vt.把…放入旅行箱内 adj.干线的；躯干的；箱子的 n.(Trunk)人名；
(德、匈、西)特伦克

249 trunks 1 [trʌnks] n. 男用运动裤；游泳裤 名词trunk的复数形式.

250 uppermost 1 ['ʌpəməust] adj.至上的；最高的；最主要的 adv.最高地；最重要地；最突出地

251 us 1 pron.我们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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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usually 2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54 ve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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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vinegar 1 ['vinigə] n.醋

256 VOA 1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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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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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59 wash 1 [wɔʃ, wɔ:ʃ] n.洗涤；洗的衣服；化妆水；冲积物 vt.洗涤；洗刷；冲走；拍打 vi.洗澡；被冲蚀 n.(Wash)人名；(英)沃什；
(尼日利)瓦什

260 washed 1 [wɔʃt] adj.洗过的 v.洗，洗涤（wash的过去分词）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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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w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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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weaver 2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264 weight 1 [weit] n.重量，重力；负担；砝码；重要性 vt.加重量于，使变重 n.(Weight)人名；(英)韦特；(捷)魏格特

265 w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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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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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wetness 1 ['wetnis] n.湿润；下雨

268 wettish 2 ['wetiʃ] adj.潮湿的；有湿气的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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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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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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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with 7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73 wondered 1 英 ['wʌndə(r)] 美 ['wʌndər] n. 惊奇；惊愕；奇迹；奇观 v. 惊奇；想知道；怀疑 adj. 奇妙的；非凡的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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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76 worry 1 ['wʌri, 'wə:ri] n.担心；烦恼；撕咬 vt.担心；发愁；折磨 vi.担心；烦恼；撕咬

277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78 yeast 1 [ji:st] n.酵母；泡沫；酵母片；引起骚动因素

279 yellow 1 adj.黄色的；黄皮肤的 adj.胆小的 n.黄色；黄种人；黄色颜料 vi.变黄或发黄 vt.使变黄或发黄

280 you 1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81 your 3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282 zone 1 [zəun] n.地带；地区；联防 vi.分成区 vt.使分成地带；环绕 n.(Zone)人名；(塞)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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