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4-26 [Health and Lifestyle] Eight Garden Flowers Worth
Revisiting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n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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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nd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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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1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flowers 14 英 ['flaʊə(r)] 美 ['flaʊər] n. 花；开花植物；精华；盛时 v. 开花；成熟；用花装饰

6 plan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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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for 11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 to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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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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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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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de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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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flow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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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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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them 6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15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6 grow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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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heliotrope 5 ['hi:liətrəup, 'he-] n.天芥菜属植物；[植]向阳植物；淡紫色；鸡血石

18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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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5 n.部分；角色；零件；一些；片段 vt.分离；分配；分开 vi.断裂；分手 adv.部分地 adj.部分的 n.(Part)人名；(英、瑞典)帕
特；(泰)巴；(法)帕尔

21 pink 5 [piŋk] n.粉红色；化身，典范；石竹花；头面人物 vt.扎，刺，戳；使…变粉红色；使…面红耳赤 vi.变粉红色 adj.粉红的；
比较激进的；石竹科的；脸色发红的 n.(Pink)人名；(英、德、匈)平克；(法)潘克

22 purple 5 ['pə:pl] adj.紫色的；帝王的；华而不实的 n.紫色；紫袍 vi.变成紫色 vt.使成紫色

23 scent 5 [sent] n.气味；嗅觉；痕迹；察觉能力 vt.闻到；发觉；使充满…的气味；循着遗臭追踪 vi.发出…的气味；有…的迹象；
嗅着气味追赶 n.(Scent)人名；(英)森特

24 shad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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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spring 5 [spriŋ] n.春天；弹簧；泉水；活力；跳跃 adj.春天的 vi.生长；涌出；跃出；裂开 vt.使跳起；使爆炸；突然提出；使弹开
n.(Spring)人名；(德)施普林；(英、芬、瑞典)斯普林

26 su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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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full 4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28 plant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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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red 4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30 s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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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swee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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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these 4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3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4 white 4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35 yellow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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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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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afternoon 3 [,ɑ:ftə:'nu:n, ,æf-, 'ɑ:ftə'nu:n, 'æf-] n.午后，下午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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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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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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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limates 3 [k'laɪməts] 气象条件

41 cosmos 3 ['kɔzmɔs] n.宇宙；和谐；秩序；大波斯菊 n.(Cosmos)人名；(法)科斯莫斯

42 damiano 3 n. 达米亚诺

43 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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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gardens 3 ['gɑːdnz] n. 公园；花园；园林 名词garden的复数形式.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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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play 3 [plei] vt.游戏；扮演；演奏；播放；同…比赛 vi.演奏；玩耍；上演；参加比赛 n.游戏；比赛；剧本 n.(Play)人名；(法、瑞
典)普莱

47 soapwort 3 ['səupwə:t] n.肥皂草；肥皂草属之植物（等于BouncingBet）

48 sout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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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summer 3 ['sʌmə] n.夏季；全盛时期 vi.避暑；过夏天 adj.夏季的 n.(Summer)人名；(德)祖默；(英)萨默

50 t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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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there 3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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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writes 3 [raɪt] v. 写；书写；填写；作曲

54 year 3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55 yearly 3 ['jə:li, 'jiə-] adj.每年的 adv.每年；一年一次 n.年刊；年鉴

56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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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areas 2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58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9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60 blooms 2 [bluːm] n. 花；开花；最佳时期；花期 v. 开花；繁盛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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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c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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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locks 2 英 [klɒk] 美 [klɑːk] n. 时钟 v. 计时；打卡

64 col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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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olor 2 ['kʌlə] n.颜色；肤色；颜料；脸色 vt.粉饰；给...涂颜色；歪曲 vi.变色；获得颜色

66 colors 2 ['kɒlərz] n. 彩色 名词color的复数形式.

67 c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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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dark 2 adj.黑暗的，深色的；模糊的；无知的；忧郁的 n.黑暗；夜；黄昏；模糊 n.（Dark）人名；（英）达克 n.（Dark）《暗
黑》（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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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arly 2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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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cept 2 [ik'sept] vt.不计；把…除外 vi.反对 prep.除…之外 conj.除了；要不是

73 flowering 2 ['flauəriŋ] n.开花；饰以花 adj.开花的

74 four 2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75 frost 2 [frɔst] vt.结霜于；冻坏 vi.结霜；受冻 n.霜；冰冻，严寒；冷淡 n.(Frost)人名；(英、捷、葡、瑞典、德、匈、罗、丹、俄)
弗罗斯特

76 gardening 2 ['gɑ:dəniŋ] n.园艺；园林工人的工作

77 gate 2 [geit] n.大门；出入口；门道 vt.给…装大门 n.(Gate)人名；(英)盖特；(法、瑞典)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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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grows 2 英 [ɡrəʊ] 美 [ɡroʊ] v. 增加；生长；变成；种植；逐渐开始

79 hollyhock 2 ['hɔlihɔk] n.蜀葵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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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82 jessica 2 ['dʒesikə] n.杰西卡（女子名）

83 kiss 2 [kis] vt.吻；（风等）轻拂 vi.接吻；（风等）轻触 n.吻；轻拂 n.(Kiss)人名；(德、英、俄)基斯；(匈、罗)基什

84 late 2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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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87 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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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meter 2 [mi:tə] n.米；仪表；[计量]公尺；韵律 vt.用仪表测量 vi.用表计量 n.(Meter)人名；(英)米特；(塞)梅特

89 mirabilis 2 [mi'ræbilis] n.健神露

90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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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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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nearly 2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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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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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partly 2 ['pɑ:tli] adv.部分地；在一定程度上

96 peas 2 ['piː z] n. 豌豆 名词pea的复数形式.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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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planting 2 ['plɑ:ntiŋ, 'plæn-] n.栽培，种植；花圃 v.播种；移植（plant的ing形式）；安置 n.(Planting)人名；(芬、瑞典)普兰廷

99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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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primroses 2 [p'rɪmrəʊzɪz] 报春花

101 scene 2 [si:n] n.场面；情景；景象；事件

102 se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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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seeds 2 [siː dz] n. 籽 名词seed的复数形式. 动词s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04 sel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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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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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should 2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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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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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stem 2 [stem] n.干；茎；船首；血统 vt.阻止；除去…的茎；给…装柄 vi.阻止；起源于某事物；逆行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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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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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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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Thornton 2 ['θɔ:ntən] n.桑顿（姓氏）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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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16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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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Victorian 2 [vik'tɔ:riən] adj.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 n.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

118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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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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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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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wilder 2 ['wildə] vt.使迷惑；使迷途 vi.迷失；迷惑 n.撒野者

123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24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125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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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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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almond 1 ['ɑ:mənd] n.扁桃仁；扁桃树 n.(Almond)人名；(英)阿尔蒙德；(法)阿尔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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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31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32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133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134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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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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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autumn 1 ['ɔ:təm] n.秋天；成熟期；渐衰期，凋落期 adj.秋天的，秋季的 n.(Autumn)人名；(英)奥特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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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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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bedding 1 ['bediŋ] n.寝具；（建筑）[建]基床；（家畜）草垫 adj.适于花坛种植的 vt.把…栽入苗床（bed的ing形式） vi.睡（bed
的ing形式）

142 bees 1 ['biː z] 蜜蜂

143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144 beloved 1 [bi'lʌvid, -'lʌvd] adj.心爱的；挚爱的 n.心爱的人；亲爱的教友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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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biennial 1 [bai'eniəl] adj.两年一次的 n.[植]二年生植物

147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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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blocked 1 [blɔkt] adj.堵塞的；被封锁的 v.阻塞（block的过去分词）

150 bloom 1 [blu:m] n.花；青春；旺盛 vt.使开花；使茂盛 vi.开花；茂盛 n.(Bloom)人名；(瑞典、西)布洛姆；(英)布卢姆

151 boiling 1 ['bɔiliŋ] adj.沸腾的；激昂的 n.沸腾；煮沸；起泡 adv.沸腾

152 bottom 1 ['bɔtəm] n.底部；末端；臀部；尽头 adj.底部的 vt.装底；测量深浅；查明真相 vi.到达底部；建立基础 n.(Bottom)人名；
(英)博顿

153 bring 1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154 brings 1 [brɪŋz] v. 带来；促使；引起；劝诱（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55 bunches 1 [bʌntʃ] n. 串；束；一群；捆 n. 突出物；凸起 vt. 使成一束(或一群等) vi. 隆起；成束成群

156 butterflies 1 英 ['bʌtəflaɪ] 美 ['bʌtərflaɪ] n. 蝴蝶；蝶状物；蝶泳 vt. (烹饪时把鱼肉等）切开摊平

157 candidate 1 n.候选人，候补者；应试者

158 carries 1 ['kæri] v. 携带；运送；搬运；带有；传播；承载 n. 【计】进位；运载

159 cherry 1 ['tʃeri] n.樱桃；樱桃树；如樱桃的鲜红色；处女膜，处女 n.(Cherry)人名；(法、阿拉伯)谢里；(英)彻丽(女子教名
Charity的昵称)

160 cleanser 1 ['klenzə] n.清洁剂；清洁工；擦亮粉；使清洁的东西

161 colored 1 ['kʌləd] adj.有色的；着色的；有色人种的 v.把...染色，粉饰，脸红（color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形式）

162 colorful 1 ['kʌləful] adj.华美的；有趣的；富有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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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combining 1 [kəm'bainiŋ] adj.化合的，结合性的 v.结合（combine的ing形式）

164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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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connects 1 [kə'nekt] v. 连接；接通；联系

167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168 cook 1 [kuk] vt.烹调，煮 vi.烹调，做菜 n.厨师，厨子 n.(Cook)人名；(英、印)库克

169 cool 1 [ku:l] adj.凉爽的；冷静的；出色的 vt.使…冷却；使…平静下来 vi.变凉；平息 n.凉爽；凉爽的空气 adv.冷静地 n.(Cool)人
名；(法)科尔；(英)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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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cover 1 vt.包括；采访，报导；涉及；行走（一段路程）；掩护；翻唱 n.封面，封皮；盖子；掩蔽物;幌子，借口 vi.覆盖；代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172 cut 1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173 daily 1 ['deili] adj.日常的；每日的 n.日报；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日常地；每日；天天 n.(Daily)人名；(英)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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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dan 1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176 dead 1 [ded] adj.无生命的；呆板的；废弃了的 adv.完全地 n.死者

177 deep 1 [di:p] n.深处；深渊 adj.深的；低沉的；深奥的 adv.深入地；深深地；迟 n.(Deep)人名；(英)迪普

178 deeply 1 ['di:pli] adv.深刻地；浓浓地；在深处

179 dense 1 [dens] adj.稠密的；浓厚的；愚钝的

180 disappearance 1 [,disə'piərəns] n.消失；不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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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d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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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184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185 easy 1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186 eight 1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187 elsewhere 1 [,els'hwεə] adv.在别处；到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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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nsuring 1 英 [ɪn'ʃʊə(r)] 美 [ɪn'ʃʊr] vt. 担保；保证；使安全；确保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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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192 everywhere 1 ['evrihwεə] adv.到处 n.每个地方

193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佩

194 famous 1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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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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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fence 1 ['fens] n.栅栏；围墙；剑术 vt.防护；用篱笆围住；练习剑术 vi.击剑；搪塞；围以栅栏；跳过栅栏

198 flowered 1 ['flauəd] adj.用花装饰的；花开着的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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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formed 1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201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202 friedell 1 n. 弗里德尔

203 fruit 1 [fru:t] n.水果；产物 vi.结果实 vt.使……结果实 n.(Fruit)人名；(法)弗吕；(英)弗鲁特

204 gardeners 1 n.园丁，园艺爱好者( gardener的名词复数 )

205 ga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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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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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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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grapes 1 [greɪps] n. 葡萄 名词grape的复数形式.

209 groundcover 1 ['grɑʊndˌkʌvə] n. 地被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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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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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213 hang 1 ['hæŋ] vt.悬挂，垂下；装饰；绞死；使悬而未决 vi.悬着，垂下；被绞死；悬而不决 n.悬挂；暂停，中止 n.(Hang)人名；
(罗)汉格；(东南亚国家华语)康；(老)汉；(柬)韩(用于名字第一节)，杭

214 heat 1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215 Heliotropium 1 天芥菜属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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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herb 1 [hə:b, ə:b] n.香草，药草 n.(Herb)人名；(德、英、瑞典)赫布

218 high 1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219 hot 1 [hɔt] adj.热的；辣的；热情的；激动的；紧迫的 adv.热；紧迫地 vi.变热 vt.增加；给…加温 n.(Hot)人名；(塞)霍特；(法)奥
特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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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hummingbirds 1 n. 蜂鸟科

222 hybrid 1 ['haibrid] n.杂种，混血儿；混合物 adj.混合的；杂种的

223 hybrids 1 杂交种

224 ice 1 [[ais] n.冰；冰淇淋；矜持；（俚）钻石 vt.冰镇；结冰 vi.结冰 adj.冰的 n.(Ice)人名；(英)艾斯；(法)伊斯

225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26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227 instruments 1 ['ɪnstrəmənt] n. 仪器；乐器；工具；器械 v. 用器械（或仪器）装备；向…提交文书

228 Jefferson 1 ['dʒefəsn] n.杰弗逊（姓氏）

229 Jill 1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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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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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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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Lathyrus 1 山黧豆属

234 leaf 1 [li:f] n.叶子；（书籍等的）一张；扇页 vi.生叶；翻书页 vt.翻…的页，匆匆翻阅 n.(Leaf)人名；(英)利夫

235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236 leaved 1 [li:vd] adj.有…叶的，由叶造成的（常用于复合字中）

237 leaves 1 [li:vz] n.树叶；花瓣（leaf的复数） v.离开（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

238 lemony 1 ['leməni] adj.柠檬的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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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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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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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lived 1 [livd, 'laivd] adj.有生命的 v.居住（live的过去分词）；活着；度过；以…为生

243 l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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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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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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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247 maroon 1 n.褐红色；逃亡黑人奴隶；孤立的人 v.使孤立；放逐到无人岛上 adj.褐红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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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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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memorable 1 ['memərəbl] adj.显著的，难忘的；值得纪念的

250 meters 1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251 milliliter 1 ['mili,li:tə] n.毫升

252 minutes 1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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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moonlight 1 adj.月夜的；有月光的 n.月光 v.兼职，夜袭 n.（Moonlight）《月光男孩》（电影名）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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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multiflora 1 [,mʌlti'flɔ:rə] n.野蔷薇

257 musical 1 ['mju:zikəl] adj.音乐的；悦耳的 n.音乐片

258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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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northern 1 ['nɔ:ðən] adj.北部的；北方的 n.北部方言

261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62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3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264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265 only 1 ['əunli] adv.只，仅仅；不料 adj.唯一的，仅有的；最合适的 conj.但是；不过；可是

266 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267 oran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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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oriental 1 [,ɔ:ri'entəl, ,əu-] adj.东方的；东方人的 n.东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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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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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273 overgrowth 1 ['əuvəgrəuθ] n.增生；繁茂；生长过度；过度发育

274 overnight 1 [,əuvə'nait, 'əuvənait] adv.通宵；突然；昨晚 adj.晚上的；通宵的；前夜的 n.头天晚上；一夜的逗留 vt.连夜快递 vi.过一
夜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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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peach 1 [pi:tʃ] n.桃子；桃树；桃红色；受人喜欢的人（或物） adj.桃色的；用桃子制成的 vi.告密 vt.告发 n.(Peach)人名；(英)皮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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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perfect 1 ['pə:fikt, pə'fekt] adj.完美的；最好的；精通的 vt.使完美；使熟练 n.完成式 n.(Perfect)人名；(英)珀费克特

279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280 persicaria 1 [,pə:si'kεəriə] n.红脚鹬

281 petal 1 n.花瓣

282 petals 1 [petlz] n. 花瓣 名词petal的复数形式.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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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prefer 1 [pri'fə:] vt.更喜欢；宁愿；提出；提升 vi.喜欢；愿意

285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86 primula 1 ['primjulə] n.报春花；樱草属植物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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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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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rarely 1 ['rεəli] adv.很少地；难得；罕有地

291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92 regrets 1 [rɪ'ɡret] v. 后悔；惋惜；为 ... 感到遗憾 n. 遗憾；抱歉；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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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remo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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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renews 1 英 [rɪ'nju ]ː 美 [rɪ'nu ]ː v. 重新开始；更新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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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297 requires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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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returns 1 [rɪ'tɜːnz] n. 报告；统计表；研究成果 名词return的复数形式.

300 revisiting 1 [ˌriː 'vɪzɪt] v. 再访；重游；重临；重新讨论；回顾，重温

301 Robbins 1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302 round 1 [raund] n.圆；循环；一回合；圆形物 adj.圆的；完全的；大概的；肥胖的 adv.在周围；迂回地；朝反方向；挨个 vt.完
成；围捕；绕行；弄圆 vi.进展；变圆；环行；发胖 prep.附近；绕过；大约；在…周围 n.(Round)人名；(英)朗德

303 Saponaria 1 [sæpəʊ'nɑ rːiə] [化] 肥皂草,[医] 肥皂草属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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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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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setting 1 ['setiŋ] n.环境；安装；布置；[天]沉落 v.放置；沉没；使…处于某位置（set的ing形式）

307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308 shady 1 ['ʃeidi] adj.成荫的；阴暗的；名声不好的 n.(Shady)人名；(阿拉伯)沙迪

309 shaped 1 [ʃeipt] adj.合适的；成某种形状的；有计划的 vt.发展；成形（shape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

310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311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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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smelled 1 [生理]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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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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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southernmost 1 ['sʌðənməust] adj.最南的

317 spot 1 [spɔt] n.地点；斑点 vt.认出；弄脏；用灯光照射 vi.沾上污渍；满是斑点 adj.现场的；现货买卖的 adv.准确地；恰好

318 stalk 1 [stɔ:k] n.（植物的）茎，秆；（支持叶子、果实和花的）梗，柄；追踪；高视阔步 vt.追踪，潜近；高视阔步 vi.高视阔步
地走；潜近，偷偷接近

319 stalks 1 [stɔː k] n. 茎；梗 n. 跟踪；高视阔步 v. 悄悄靠近；跟踪；蔓延；高视阔步地走

320 starts 1 [s'tɑ tːs] v. 开始；启动；开创（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 开始；开创（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

321 States 1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322 stems 1 [stem] n. 柄；茎；干；船首 vi. 起源于 vt. 抽去 ... 的梗；给 ... 装柄；逆 ... 而行；阻止，遏制

323 stopped 1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324 strong 1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325 structure 1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326 substitutes 1 英 ['sʌbstɪtju tː] 美 ['sʌbstɪtu tː] n. 代用品；代替者；替补队员 vt. 代替；用 ... 代替；代以

327 suggests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328 sunny 1 ['sʌni] adj.阳光充足的，和煦的；快活的；性情开朗的

329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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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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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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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thin 1 [θin] adj.薄的；瘦的；稀薄的；微弱的 vt.使瘦；使淡；使稀疏 vi.变薄；变瘦；变淡 adv.稀疏地；微弱地 n.细小部分 n.
(Thin)人名；(越)辰；(柬)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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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336 Thomas 1 ['tɔməs] n.托马斯（男子名）；多马（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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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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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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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340 town 1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341 trumpet 1 ['trʌmpit] n.喇叭；喇叭声 vt.吹喇叭；吹嘘 vi.吹喇叭；发出喇叭般的声音

342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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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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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vanilla 1 [və'nilə] n.香子兰，香草 adj.香草味的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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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vine 1 [vain] n.藤；葡萄树；藤本植物；攀缘植物 vi.长成藤蔓；爬藤 n.(Vine)人名；(葡)维内；(英)瓦因

348 vulgaris 1 ['vʌlgəris] adj.寻常的

349 warm 1 [wɔ:m] adj.温暖的；热情的 vi.同情；激动；变温暖 vt.使…兴奋；使…温暖；使…感兴趣 n.取暖；加热 n.(Warm)人名；
(英)沃姆；(德)瓦姆

350 warmer 1 n.取暖器；加热器；加热工人 adj.warm的比较级，更加温暖的

351 week 1 [wi:k] n.周，星期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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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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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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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winters 1 n.温特斯（加利福尼亚州城市）；温特斯（美国警察剧系列）

356 wonderful 1 adj.极好的，精彩的，绝妙的；奇妙的；美妙；胜；神妙

357 wonderfully 1 ['wʌndəfəlli] adv.精彩地；惊人地；极好地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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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worth 1 [wə:θ] adj.值…的 n.价值；财产 n.(Worth)人名；(英)沃思；(德)沃特

360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61 zones 1 英 [zəʊn] 美 [zoʊn] n. 地域；地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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