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7-05 [Words and Their Stories] 'Rolling Stones Gather No
Mos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2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and 1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3 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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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mos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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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olling 12 ['rəuliŋ] n.旋转；动摇；轰响 adj.旋转的；起伏的；波动的

6 ston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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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of 1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8 to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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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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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bou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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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thi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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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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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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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n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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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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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 6 pron.谁；什么人

18 expression 5 [英 [ɪk'spreʃn] 美 [ɪkˈsprɛʃən] n.表现，表示，表达；表情，脸色，态度，腔调，声调；式，符号；词句，语句，措
辞，说法

19 plac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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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1 w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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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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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move 4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24 now 4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25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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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stones 4 n.石子（stone的复数）；小石头 v.向…扔石子；用石块铺（stone的三单形式） n.(Stones)人名；(英)斯通斯

27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8 word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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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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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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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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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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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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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gather 3 ['gæðə] vt.收集；收割；使…聚集；使…皱起 vi.聚集；化脓；皱起 n.聚集；衣褶；收获量 n.(Gather)人名；(德)加特



35 gathers 3 英 ['ɡæðəz] 美 ['ɡæðərz] n. 衣褶

36 nomadic 3 [nəu'mædik, nɔ-] adj.游牧的；流浪的；游动的

37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8 often 3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39 o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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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pers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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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rock 3 [rɔk] n.岩石；摇滚乐；暗礁 vt.摇动；使摇晃 vi.摇动；摇晃 n.(Rock)人名；(英、德、匈、意、瑞典)罗克

42 rocks 3 n.[岩]岩石，岩礁；岩石礁石（rock复数形式） v.轻轻摇摆；发抖；演唱摇滚乐（rock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Rocks)
人名；(英、德)罗克斯

43 stori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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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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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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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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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we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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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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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50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51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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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bob 2 [bɔb] n.短发；摆动；浮子；轻敲；悬挂的饰品 vt.剪短；敲击；使上下快速摆动 vi.上下跳动；振动 n.(Bob)人名；(英)鲍勃
(男子教名Robert的昵称)

54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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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arefree 2 ['kεəfri:] adj.无忧无虑的；不负责的

56 choose 2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57 creek 2 [kri:k] n.小溪；小湾

58 describe 2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59 down 2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60 Dylan 2 ['dilən] n.狄伦（男子名）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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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plained 2 [ɪksp'leɪnd] v. 解释；说明 vbl. 解释；说明

63 fact 2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64 fr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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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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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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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know 2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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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leaves 2 [li:vz] n.树叶；花瓣（leaf的复数） v.离开（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

71 long 2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72 matteo 2 n. 马泰奥

73 moving 2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74 never 2 ['nevə] adv.从未；决不

75 nomad 2 ['nəumæd, 'nɔ-] n.游牧民；流浪者 adj.游牧的；流浪的



76 nomads 2 游牧民族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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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papa 2 ['pɑ:pə] n.爸爸（儿语，等于poppa） n.(Papa)人名；(俄、意、葡、罗、几)帕帕

79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80 pl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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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responsibilities 2 英 [rɪˌspɒnsə'bɪləti] 美 [rɪˌspɑːnsə'bɪləti] n. 责任；职责；责任心

82 shady 2 ['ʃeidi] adj.成荫的；阴暗的；名声不好的 n.(Shady)人名；(阿拉伯)沙迪

83 singing 2 ['siŋiŋ] n.歌唱；歌声；耳鸣；振鸣 adj.唱歌的；音乐般的 v.唱歌（sing的ing形式）

84 slowly 2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85 song 2 [sɔŋ, sɔ:ŋ] n.歌曲；歌唱；诗歌；鸣声 n.(Song)人名；(泰)颂；(柬)松；(英)桑；(老)宋；(越)双；(东南亚国家华语)松

86 spirit 2 ['spirit] n.精神；心灵；情绪；志气；烈酒 vt.鼓励；鼓舞；诱拐

87 spreads 2 [spred] v. 传播；展开；散布；铺开；伸展；涂撒 n. 范围；传播；差额；幅度；盛宴

88 temptations 2 n. 引诱物；诱惑物 temptation 的复数

89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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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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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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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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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wa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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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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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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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with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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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98 Acts 1 [ækts] abbr.声控遥测系统（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声控制与遥测系统
（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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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01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102 anywhere 1 ['enihwεə] adv.在任何地方；无论何处 n.任何地方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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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attachments 1 [ə'tætʃmənts] n. 附属物；附属装置 名词attachment的复数形式.

105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106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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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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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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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brook 1 [bruk] vt.忍受；容忍 n.小溪；小河

111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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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14 Caty 1 卡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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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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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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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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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couple 1 ['kʌpl] n.对；夫妇；数个 vi.结合；成婚 vt.结合；连接；连合 n.(Couple)人名；(法)库普勒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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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123 define 1 [di'fain] vt.定义；使明确；规定 n.(Define)人名；(英)德法恩；(葡)德菲内

124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5 dictionary 1 ['dikʃənəri] n.字典；词典

126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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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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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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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istence 1 [ig'zistəns] n.存在，实在；生存，生活；存在物，实在物

132 experts 1 英 ['ekspɜːt] 美 ['ekspɜːr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33 explain 1 [ik'splein] v.说明；解释

134 explored 1 [ɪks'plɔː d] adj. 探究的；被勘测的 动词expl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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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father 1 ['fɑ:ðə] n.父亲，爸爸；神父；祖先；前辈 vt.发明，创立；当…的父亲

137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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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flower 1 ['flauə] n.花；精华；开花植物 vi.成熟，发育；开花；繁荣；旺盛 vt.使开花；用花装饰 n.(Flower)人名；(英)弗劳尔

140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41 for 1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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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144 gard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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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g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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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gollust 1 n. 戈勒斯特

147 go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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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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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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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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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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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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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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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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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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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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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knew 1 [nju:, nu:] v.知道；认识；记得（know的过去式） n.(Knew)人名；(英)纽



159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160 lasting 1 ['lɑ:stiŋ, 'læstiŋ] adj.持久的；永恒的 n.[纺]厚实斜纹织物 v.持续；维持（last的ing形式）

161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162 let 1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163 lifestyle 1 ['laifstail] n.生活方式 保健的

164 light 1 n.光；光线；灯；打火机；领悟；浅色；天窗 adj.轻的；浅色的；明亮的；轻松的；容易的；清淡的 vi.点着；变亮；着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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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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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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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lots 1 [lɔts] n.大量，许多；一堆；命运（lot的复数） adv.很，非常 v.抽签；分组；把（土地）划分成块（lot的三单形式）

169 loves 1 [lʌv] v. 爱；热爱；喜欢 n. 爱；热爱；爱情；恋爱；喜爱；情人；(网球)零分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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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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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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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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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175 merriam 1 n. 梅里亚姆

176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77 mossy 1 ['mɔsi, 'mɔ:-] adj.生苔的，被苔覆盖的；青苔状的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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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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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moves 1 [muːv] n.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

181 muddy 1 ['mʌdi] adj.泥泞的；模糊的；混乱的 vt.使污浊；使沾上泥；把…弄糊涂 vi.变得泥泞；沾满烂泥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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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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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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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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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probably 1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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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relationships 1 [rɪ'leɪʃnʃɪps] 关系[式]

190 represents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191 restrictions 1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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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Rivers 1 ['rivə:s] n.里弗斯（人名）；河流州（尼日利亚州名）；河水钻

194 roaming 1 英 ['rəʊmɪŋ] 美 ['roʊmɪŋ] n. 漫游的 动词roam的现在分词形式.

195 roll 1 [rəul] vt.卷；滚动，转动；辗 vi.卷；滚动；转动；起伏，摇晃 n.卷，卷形物；名单；摇晃 n.(Roll)人名；(英、法、德、
俄、罗、葡、捷、挪、西、瑞典)罗尔

196 rootless 1 ['ru:tlis, 'ru-] adj.无根的；无根据的；无所寄托的

197 rules 1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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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200 section 1 n.截面；部分；部门；地区；章节 vi.被切割成片；被分成部分 vt.把…分段；将…切片；对…进行划分

201 settles 1 ['setl] v. 解决；定居；安顿；平静；结算 n. 背长椅，座位；定居，安顿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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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Shelley 1 ['ʃeli] n.谢莉（女子名）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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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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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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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210 soft 1 [sɔft, sɔ:ft] adj.软的，柔软的；温柔的，温和的；软弱的；笨的 adv.柔软地；温和地 n.柔性；柔软的东西；柔软部分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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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son 1 [sʌn] n.儿子；孩子（对年轻人的称呼）；男性后裔 n.(Son)人名；(土、老、柬)松；(法、罗)索恩；(日)存(名)；(日)孙
(姓)；(越)山

213 songs 1 ['sɒŋz] n.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

214 stay 1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215 stream 1 [stri:m] n.溪流；流动；潮流；光线 vi.流；涌进；飘扬 vt.流出；涌出；使飘动

216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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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surfaces 1 英 ['sɜːfɪs] 美 ['sɜːrfɪs] n. 表面；外表；平面 adj. 表面的；肤浅的 vt. 在 ... 上加表层；使 ... 成平面 vi. 浮到水面；显
露；在表面工作

219 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220 ter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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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22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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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25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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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thinks 1 [θɪŋk] v. 认为；想；记起；考虑 n. 想

228 tied 1 [taid] v.系（ti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系住的

229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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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traditional 1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232 tre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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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tries 1 [traɪ] v. 试验；尝试；设法；努力；审判；考验 n. 尝试；试验；（橄榄球）持球触地得分

234 troubles 1 英 ['trʌbl] 美 ['trʌbəl] n. 困难；烦恼；麻烦 v. 使烦恼；麻烦；苦恼；费神

235 turning 1 ['tə:niŋ] n.转向；旋转；回转；转弯处 v.旋转（turn的ing形式）

236 understood 1 [,ʌndə'stud] adj.被充分理解的；心照不宣的 v.明白；懂得（understand的过去分词）；熟悉

237 uninhibited 1 [,ʌnin'hibitid] adj.无拘束的；不受禁止的

238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239 us 1 pron.我们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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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42 view 1 [vju:] n.观察；视野；意见；风景 vt.观察；考虑；查看

243 Waters 1 ['wɔ:təz] n.沃特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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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wealth 1 [welθ] n.财富；大量；富有

246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247 Webster 1 ['webstə] n.韦伯斯特（姓氏或男子名）

248 w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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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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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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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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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253 wor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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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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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worries 1 ['wʌrɪs] n. 烦恼；令人担忧的事物 名词worry的复数形式.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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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worrying 1 ['wʌriiŋ, -'wə:-] adj.令人担心的；烦恼的 v.担心（worry的ing形式）

258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259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60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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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