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7-19 [Words and Their Stories] Two Flowers to Describe
Quiet, Shy People 词频表词频表

1 t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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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 and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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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olet 14 ['vaiələt] n.紫罗兰；堇菜；羞怯的人 adj.紫色的；紫罗兰色的 n.(Violet)人名；(西)比奥莱特；(法)维奥莱；(印、匈、英)维
奥莱特

5 is 1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or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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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r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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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they 1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9 shrinking 11 [ʃrɪŋkɪŋ] adj. 畏缩的；犹豫不决的；收缩的 v. 萎缩，收缩（动词shrink的现在分词形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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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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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wallflower 10 ['wɔ:l,flauə] n.壁花（舞会中没有舞伴而坐着看的人）；桂竹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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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from 8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5 not 7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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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thei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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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people 6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9 someone 6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0 ab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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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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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s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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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dj 4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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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7 flowers 4 英 ['flaʊə(r)] 美 ['flaʊər] n. 花；开花植物；精华；盛时 v. 开花；成熟；用花装饰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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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30 shy 4 [ʃai] adj.害羞的；畏缩的，胆怯的 vi.投；畏缩；惊退；厌恶 vt.投；乱掷 n.投掷；惊跳 n.(Shy)人名；(英)夏伊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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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two 4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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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who 4 pron.谁；什么人

35 anoth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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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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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describe 3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38 difficult 3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39 Englis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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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get 3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41 h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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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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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know 3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44 modest 3 ['mɔdist] adj.谦虚的，谦逊的；适度的；端庄的；羞怯的 n.(Modest)人名；(罗)莫代斯特；(德)莫德斯特；(俄)莫杰斯特

45 name 3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46 n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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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now 3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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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opposite 3 ['ɔpəzit, -sit] adj.相反的；对面的；对立的 n.对立面；反义词 prep.在…的对面 adv.在对面

50 showy 3 ['ʃəui] adj.艳丽的；炫耀的；显眼的

51 s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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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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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talk 3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54 where 3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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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word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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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able 2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58 afraid 2 [ə'freid] adj.害怕的；恐怕；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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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61 apart 2 [ə'pɑ:t] adv.相距；与众不同地；分离着 adj.分离的；与众不同的

62 ask 2 [ɑ:sk, æsk] vt.问，询问；要求；需要；邀请；讨价 vi.问，询问；要求 n.(Ask)人名；(芬、瑞典)阿斯克

63 audience 2 [ˈɔː diəns] n.观众；听众；读者；接见；正式会见；拜会

64 bod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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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bold 2 [bəuld] adj.大胆的，英勇的；黑体的；厚颜无耻的；险峻的 n.(Bold)人名；(英、德、罗、捷、瑞典)博尔德

66 dictionary 2 ['dikʃənəri] n.字典；词典

67 e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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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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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press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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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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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72 g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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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great 2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74 hardy 2 ['hɑ:di] adj.坚强的；勇敢的；能吃苦耐劳的；鲁莽的 n.强壮的人；耐寒植物；方柄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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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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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l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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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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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liquid 2 ['likwid] adj.液体的；清澈的；明亮的；易变的 n.液体，流体；流音

81 lotion 2 ['ləuʃən] n.洗液；洗涤剂

82 matteo 2 n. 马泰奥

83 microphone 2 ['maikrəfəun] n.扩音器，麦克风

84 need 2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85 olga 2 ['ɔlgə] n.奥尔加（女子名）

86 party 2 n.政党，党派；聚会，派对；当事人[复数parties] vi.参加社交聚会[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

87 perform 2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88 perfume 2 [pə'fju:m] n.香水；香味 vt.洒香水于…；使…带香味 vi.散发香气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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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quiet 2 adj.安静的；安定的；不动的；温顺的 n.安静；和平 vt.使平息；安慰 vi.平静下来

91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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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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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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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smell 2 [smel] vi.嗅，闻；有…气味 vt.嗅，闻；察觉到；发出…的气味 n.气味，嗅觉；臭味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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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stand 2 [stænd] vi.站立；位于；停滞 vt.使站立；忍受；抵抗 n.站立；立场；看台；停止

97 stori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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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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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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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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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02 thoughts 2 ['θɔː ts] n. 思维 名词thought的复数形式.

103 twice 2 [twais] adv.两次；两倍

104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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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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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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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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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abilities 1 [ə'bɪləti] n. 能力；才能

110 add 1 [æd] vi.加；增加；加起来；做加法 vt.增加，添加；补充说；计算…总和 n.加法，加法运算

111 adjective 1 ['ædʒiktiv] adj.形容词的；从属的 n.形容词

112 adv 1 ['ædvɜːb] abbr. 副词（=adv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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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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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Allen 1 ['ælən] n.艾伦（男子名）

116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17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118 appearance 1 [ə'piərəns] n.外貌，外观；出现，露面

119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20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121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22 beautiful 1 ['bju:tiful] adj.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

123 bees 1 ['biː z] 蜜蜂

124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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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bishop 1 n.（基督教的）主教；（国际象棋的）象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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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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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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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cold 1 [kəuld] adj.寒冷的；冷淡的，不热情的；失去知觉的 n.寒冷；感冒 adv.完全地

131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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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134 confident 1 ['kɔnfidənt] adj.自信的；确信的

135 confused 1 [kən'fju:zd] adj.困惑的；混乱的；糊涂的 v.困惑（confuse的过去式）

136 cosmetic 1 [kɔz'metik] adj.美容的；化妆用的 n.化妆品；装饰品

137 cracks 1 [kræk] v. 破裂；砸开；发出爆裂声；撞击；破解；变嘶哑；崩溃；制裁；<非正式>开玩笑 n. 裂缝；裂痕；爆裂声；猛
击；尝试；俏皮话 adj. 训练有素的

138 crowd 1 [[kraud] n.群众,一伙;一堆,许多,大众 v.拥挤,挤满,挤进 vt.挤满,将...塞进;催促,催逼 vi.挤,拥挤,聚集

139 daisy 1 ['deizi] n.雏菊；菊科植物；极好的东西 adj.极好的；上等的

140 dance 1 [dɑ:ns, dæns] n.舞蹈；舞会；舞曲 vi.跳舞；跳跃；飘扬 vt.跳舞；使跳跃 adj.舞蹈的；用于跳舞的 n.(Dance)人名；(英)丹
斯；(法)当斯

141 danger 1 ['deindʒə] n.危险；危险物，威胁 n.(Danger)人名；(法)当热

142 daughters 1 n. 多特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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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describes 1 [dɪ'skraɪb] vt. 描述；说成；形容；画(尤指几何图形)

145 Diana 1 [dai'ænə] n.黛安娜（女子名，罗马神话中之处女性守护神）；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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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distance 1 ['distəns] n.距离；远方；疏远；间隔 vt.疏远；把…远远甩在后面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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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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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drought 1 [draut] n.干旱；缺乏 n.(Drought)人名；(英)德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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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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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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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cessive 1 [ik'sesiv] adj.过多的，极度的；过分的

156 expressions 1 [ik'spreʃənz] n.[数]表达式；表情；公式；表示式（expression是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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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faced 1 [feist] adj.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有…表面的 v.面对（face的过去分词）

159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160 fearful 1 ['fiəful] adj.可怕的；担心的；严重的

161 feed 1 [fi:d] vt.喂养；供给；放牧；抚养（家庭等）；靠…为生 vi.吃东西；流入 n.饲料；饲养；（动物或婴儿的）一餐



162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163 feelings 1 ['fiː lɪŋs] n.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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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freely 1 ['fri:li] adv.自由地；免费地；大量地；慷慨地；直率地

166 friend 1 [frend] n.朋友；助手；赞助者 n.(Friend)人名；(英)弗兰德

167 fun 1 [fʌn] n.乐趣；玩笑；有趣的人或事 adj.供娱乐用的 vi.开玩笑

168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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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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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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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gr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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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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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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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heather 1 ['heðə] adj.杂色的；似石南的 n.石南属植物 n.(Heather)人名；(英)希瑟

176 herbs 1 [hɜːbs] n. 草本植物 名词herb的复数形式.

177 holly 1 ['hɔli] n.冬青树（等于holmoak） adj.冬青属植物的 n.(Holly)人名；(英、德、捷、罗)霍利；(西)奥利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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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insect 1 ['insekt] n.昆虫；卑鄙的人

180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81 jasmine 1 ['dʒæsmin] n.茉莉；淡黄色 n.(Jasmine)人名；(英)贾丝明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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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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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krall 1 n. 克拉尔

185 last 1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持，够用；持久 vt.度过，拖过；使维持 adv.最后地；上次，最近；最后一点 n.(Last)人名；(英、德、葡、罗、瑞典)拉斯特

186 lily 1 ['lili] n.百合花，百合；类似百合花的植物；洁白之物 adj.洁白的，纯洁的 n.(Lily)人名；(罗)莉莉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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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lonely 1 ['ləunli] adj.寂寞的；偏僻的 n.孤独者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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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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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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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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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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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merriam 1 n. 梅里亚姆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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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minds 1 [maɪnd] n. 头脑；精神；心；想法；意见；心思；注意力；有才智的人；记忆；心情；理智；[宗]追思弥撒；上帝 v. 留
心；注意；专心于；介意；照顾

198 much 1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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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nature 1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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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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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occasions 1 [ə'keɪʒn] n. 场合；时机；理由；机会；盛大场面 vt. 引起；致使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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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206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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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09 parents 1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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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ant 1 ['plezənt] adj.令人愉快的，舒适的；讨人喜欢的，和蔼可亲的 n.(Pleasant)人名；(英)普莱曾特

212 pollen 1 ['pɔlin] vt.传授花粉给 n.[植]花粉 n.(Pollen)人名；(英)波伦

213 pollinator 1 n.传粉者，传粉媒介，传粉昆虫；授花粉器

214 pollinators 1 ['pɒlɪneɪtəz] 传粉昆虫

215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216 practice 1 ['præktis] n.实践；练习；惯例 vi.练习；实习；实行 vt.练习；实习；实行

217 pride 1 n.自豪；骄傲；自尊心；狮群 vt.使得意，以...自豪 vi.自豪 n.（Pride）人名；（英）普赖德

218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219 produc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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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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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products 1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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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proud 1 [praud] adj.自豪的；得意的；自负的 n.(Proud)人名；(英)普劳德

224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225 ready 1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人名；(英)雷迪

226 rose 1 n.玫瑰；粉红色；蔷薇（花）；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玫瑰花的；玫瑰色的；粉红色的；带有玫瑰香味的 vt.使成玫瑰色，
使（面颊）发红；使有玫瑰香味 vi.起义(rise的过去式)；升起；（数量）增加；休会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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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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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230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31 seeds 1 [siː dz] n. 籽 名词seed的复数形式. 动词s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32 seems 1 [siː mz]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33 share 1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234 sharing 1 英 ['ʃeərɪŋ] 美 ['ʃerɪŋ] n. 共享；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

235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236 shrink 1 n.收缩；畏缩；<俚>精神病学家 vt.使缩小，使收缩 vi.收缩；畏缩

237 sing 1 vi.唱歌；歌颂；鸣叫；呼号 vt.唱；用诗赞颂；唱着使 n.演唱；鸣声；呼啸声 n.(Sing)人名；(老、德、泰)辛

238 singer 1 ['siŋə] n.歌手，歌唱家 n.(Singer)人名；(英、德、瑞典、塞、罗、捷、葡、土)辛格；(法)桑热

239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40 situations 1 [sɪtʃ'ʊeɪʃnz] 现状

241 skin 1 [skin] n.皮肤；外皮 vt.剥皮 vi.愈合；长皮

242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43 smelling 1 n.嗅诊；嗅气味 v.闻；发觉；发出气味（smell的ing形式）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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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speak 1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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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tanding 1 ['stændiŋ] adj.长期的；直立的；固定的 n.站立；持续；身分 v.站立；坚持不变；坐落于（stand的ing形式） n.
(Standing)人名；(英)斯坦丁；(德)施坦丁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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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strangely 1 ['streindʒli] adv.奇怪地；奇妙地；不可思议地

250 substance 1 ['sʌbstəns] n.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251 sweet 1 [[swi:t] adj.甜的；悦耳的；芳香的；亲切的 n.糖果；乐趣；芳香；宝贝 （俚）酷毙了 n.(Sweet)人名；(英)斯威特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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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thick 1 [θik] n.最拥挤部分；活动最多部分；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厚的；浓的；粗大的 adv.密集地；浓浓地，厚厚地 n.
(Thick)人名；(英)西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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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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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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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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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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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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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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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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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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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66 waiting 1 ['weitiŋ] n.等待；服侍 adj.等待的；服侍的 v.等待；伺候（wait的ing形式）；延缓 n.(Waiting)人名；(英)韦廷

267 wall 1 [wɔ:l] n.墙壁，围墙；似墙之物 vt.用墙围住，围以墙 adj.墙壁的 n.(Wall)人名；(英)沃尔；(德、芬、捷、瑞典)瓦尔

268 walls 1 ['wɔː lz] n. 墙壁

269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70 watching 1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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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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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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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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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76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77 yourself 1 [jɔ:'self, juə-, jə-] pron.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