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5-24 [Health and Lifestyle] How to Grow Plants with Little
Sun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8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and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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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4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to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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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s 3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in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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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or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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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shade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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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for 2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 that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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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nts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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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ligh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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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you 20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4 this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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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lso 16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6 damiano 16 n. 达米亚诺

17 says 16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8 ar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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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rea 14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0 sh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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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if 13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2 su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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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sunlight 13 ['sʌnlait] n.日光 n.(Sunlight)人名；(英)森莱特

24 ca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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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they 1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6 will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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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with 1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8 conditions 10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29 garde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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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gardeners 10 n.园丁，园艺爱好者( gardener的名词复数 )

31 i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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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need 10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33 O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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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plan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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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whe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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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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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an 8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7 a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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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ost 8 ['kɔmpɔst] n.堆肥；混合物 vt.堆肥；施堆肥

39 gardening 8 ['gɑ:dəniŋ] n.园艺；园林工人的工作

40 gardens 8 ['gɑːdnz] n. 公园；花园；园林 名词garden的复数形式.

41 growing 8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42 mor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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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plantin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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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shady 8 ['ʃeidi] adj.成荫的；阴暗的；名声不好的 n.(Shady)人名；(阿拉伯)沙迪

45 som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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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your 8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47 grow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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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less 7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49 lik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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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tree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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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abo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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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amount 6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53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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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b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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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lay 6 [klei] n.[土壤]粘土；泥土；肉体；似黏土的东西 vt.用黏土处理 n.(Clay)人名；(英、法、西、意、葡)克莱

56 har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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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information 6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58 low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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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met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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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not 6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61 right 6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62 soil 6 [sɔil] n.土地；土壤；国家；粪便；务农；温床 vt.弄脏；污辱 vi.变脏

63 suggests 6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64 take 6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65 tim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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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type 6 [taip] n.类型，品种；模范；样式 vt.打字；测定（血等）类型 vi.打字 n.(Type)人名；(英)泰普

67 wat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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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fu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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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how 5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70 little 5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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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throug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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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usually 5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74 ad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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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adds 4 abbr.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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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after 4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77 a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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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anna 4 ['ænə] n.安娜（女子名）

79 areas 4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80 around 4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81 associated 4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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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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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buy 4 [bai] vt.购买；获得；贿赂 vi.买，采购 n.购买，买卖；所购的物品 n.(Buy)人名；(法)比伊

85 certain 4 ['sə:tən] adj.某一；必然的；确信；无疑的；有把握的 pron.某些；某几个 n.(Certain)人名；(葡)塞尔塔因；(法)塞尔坦

86 consists 4 [kən'sɪst] vi. 由 ... 组成；构成；在于；符合

87 dappled 4 ['dæpld] adj.斑纹的；有斑点的；花的 v.起斑纹（dapp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8 da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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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deciduous 4 [di'sidjuəs] adj.落叶性的，脱落性的；非永久性的

90 direct 4 [di'rekt, dai-] adj.直接的；直系的；亲身的；恰好的 vt.管理；指挥；导演；指向 vi.指导；指挥 adv.直接地；正好；按直系
关系

91 drainage 4 ['dreinidʒ] n.排水；排水系统；污水；排水面积

92 Englis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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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per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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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gi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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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greens 4 n.绿地；绿叶蔬菜；生手；绿色物（green的复数） v.使变绿色；使恢复活力（green的三单形式）

96 groun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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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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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health 4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99 hours 4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100 howev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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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increase 4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102 jessica 4 ['dʒesikə] n.杰西卡（女子名）

103 know 4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04 leafy 4 ['li:fi] adj.多叶的；叶状的；叶茂盛的

105 learn 4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106 learning 4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07 leaves 4 [li:vz] n.树叶；花瓣（leaf的复数） v.离开（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

108 lifestyle 4 ['laifstail] n.生活方式 保健的

109 longer 4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10 lo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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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material 4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112 matteo 4 n. 马泰奥

113 may 4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14 mo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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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note 4 [nəut] n.笔记；音符；票据；注解；纸币；便笺；照会；调子 vt.注意；记录；注解 n.(Note)人名；(英)诺特

116 observe 4 vt.庆祝 vt.观察；遵守；说；注意到；评论 vi.观察；说；注意到；评论

117 off 4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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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overhead 4 adv.在头顶上；在空中；在高处 adj.高架的；在头上的；在头顶上的 n.天花板；[会计]经常费用；间接费用；吊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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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层

120 pay 4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121 pests 4 ['pests] 害虫

122 pres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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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reflect 4 vt.反映；反射，照出；表达；显示;反省 vi.反射，映现；深思

124 repor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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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research 4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126 shines 4 [ʃaɪn] v. 照耀；出色；发光；投光于；使发光 n. 光泽；光辉；阳光；擦皮鞋（美）；喜欢；鬼把戏（复）

127 spr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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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stage 4 [steidʒ] n.阶段；舞台；戏剧；驿站 vt.举行；上演；筹划 vi.举行；适于上演；乘驿车旅行 n.(Stage)人名；(英)斯特奇

129 summ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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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sweat 4 [swet] vt.使出汗；流出；使干苦活；剥削；藉出汗减轻；焦急地期待 n.汗；水珠；焦急；苦差使 vi.出汗；辛苦工作；
懊恼；结水珠

131 think 4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132 three 4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133 tre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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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types 4 ['taɪps] n. 类型 v.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

135 u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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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VOA 4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137 we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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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w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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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where 4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140 dee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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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gets 3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142 structures 3 [st'rʌktʃəz] n.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

143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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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act 2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145 actually 2 adv.实际上；事实上

146 adapted 2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7 adding 2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148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149 advantage 2 [əd'vɑ:ntidʒ, əd'væn-] n.优势；利益；有利条件 vi.获利 vt.有利于；使处于优势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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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arugula 2 [ə'ru:gələ] n.芝麻菜

152 Asian 2 ['eiʃən] n.亚洲人 adj.亚洲的；亚洲人的

153 attention 2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154 available 2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155 ba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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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baked 2 ['beikid] adj.烤的；烘焙的 v.烘培；烧制（bake的过去分词）

157 based 2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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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160 become 2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161 bed 2 [bed] n.床；基础；河底，海底 vt.使睡觉；安置，嵌入；栽种 vi.上床；分层

162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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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bend 2 [bend] vt.使弯曲；使屈服；使致力；使朝向 vi.弯曲，转弯；屈服；倾向；专心于 n.弯曲 n.(Bend)人名；(瑞典)本德

164 bet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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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biology 2 [bai'ɔlədʒi] n.（一个地区全部的）生物；生物学

166 block 2 n.块；街区；大厦；障碍物 vt.阻止；阻塞；限制；封盖 adj.成批的，大块的；交通堵塞的 n.(Block)人名；(英、法、
德、西、葡、芬、罗)布洛克

167 books 2 ['bʊks] n. 帐目；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

168 both 2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169 buds 2 [bʌd] n. 芽；花蕾 vi. 发芽；萌芽 vt. 使发芽

170 bulb 2 [bʌlb] n.电灯泡；鳞茎；球状物 vi.生球茎；膨胀成球状

171 bulbs 2 球茎；鳞茎,电灯泡,球状物,bulb的复数形式

172 called 2 [kɔː l] vt. 呼叫；打电话；把 ...称为 n. 打电话；访问；召唤；呼叫；把 ... 看作 vi. 呼叫；(短暂的)拜访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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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carefully 2 ['kɛəfəli] adv.小心地

175 caring 2 ['kεəriŋ] adj.有同情心的；表示或感到关怀或关心的 v.关心；照顾（care的现在分词）

176 case 2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177 caused 2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178 challenging 2 ['tʃælindʒiŋ] adj.挑战的；引起挑战性兴趣的 v.要求；质疑；反对；向…挑战；盘问（challenge的ing形式）

179 choices 2 ['tʃɔɪsɪs] n.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

180 choose 2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181 cilantro 2 n.芫荽叶；香菜

182 climate 2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183 clo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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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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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colorful 2 ['kʌləful] adj.华美的；有趣的；富有色彩的

186 community 2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187 conditioning 2 n.调节；条件作用；整修；训练，健身训练 v.以…为条件（condition的ing形式）

188 cooler 2 n.冷却器；清凉剂 adj.更冷的（cool的比较级）

189 cost 2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190 creates 2 [kri'ː eɪts] n. 创立 创建.

191 c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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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cycle 2 ['saikl] n.循环；周期；自行车；整套；一段时间 vt.使循环；使轮转 vi.循环；骑自行车；轮转

193 days 2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194 decayed 2 [dɪ'keɪd] adj. 腐败的；被蛀的 动词dec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95 describes 2 [dɪ'skraɪb] vt. 描述；说成；形容；画(尤指几何图形)

196 development 2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197 device 2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198 difference 2 n.差异；不同；争执

199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200 difficult 2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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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dirt 2 [də:t] n.污垢，泥土；灰尘，尘土；下流话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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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does 2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205 d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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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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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dormant 2 ['dɔ:mənt] adj.休眠的；静止的；睡眠状态的；隐匿的 n.(Dormant)人名；(法)多尔芒

207 drains 2 [dreɪn] v. 排出；排干；喝光；耗尽 n. 下水道；消耗

208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209 earth 2 n.地球；地表，陆地；土地，土壤；尘事，俗事；兽穴 vt.把（电线）[电]接地；盖（土）；追赶入洞穴 vi.躲进地洞

210 earthy 2 ['ə:θi] adj.土的；土质的；朴实的；粗俗的

211 easily 2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212 eat 2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213 entire 2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214 especially 2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215 example 2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216 experts 2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217 faced 2 [feist] adj.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有…表面的 v.面对（face的过去分词）

218 failures 2 ['feɪljəz] 故障

219 falling 2 ['fɔ:liŋ] adj.下降的；落下的 n.下降；落下；陷落 v.落下（fall的ing形式） n.(Falling)人名；(瑞典)法林

220 Falls 2 [fɔ:ls] n.[水文]瀑布；陨石 v.下降（fall的第三人称单数） n.(Falls)人名；(英)福尔斯

221 fertilizer 2 ['fə:tilaizə] n.[肥料]肥料；受精媒介物；促进发展者

222 fertilizing 2 ['fɜ tːɪlaɪzɪŋ] n. 施肥 动词fertilize的现在分词形式.

223 f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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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finding 2 ['faindiŋ] n.发现；裁决；发现物 v.找到；感到（find的ing形式）；遇到

225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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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flow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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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food 2 [fu:d] n.食物；养料

228 forget 2 [fə'gɛt] vt.忘记；忽略 vi.忘记 n.(Forget)人名；(法)福尔热

229 formed 2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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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32 gardener 2 ['gɑ:dənə] n.园丁；花匠；园艺家 n.(Gardener)人名；(英)加德纳

233 glass 2 [glɑ:s, glæs] n.玻璃；玻璃制品；镜子 vt.反映；给某物加玻璃 vi.成玻璃状 n.(Glass)人名；(英、法、德、意)格拉斯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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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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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healthy 2 ['helθi] adj.健康的，健全的；有益于健康的

237 heat 2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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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hi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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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hold 2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241 ho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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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impossible 2 [im'pɔsəbl] adj.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的；难以忍受的；不真实的 n.不可能；不可能的事

243 improve 2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244 instrument 2 ['instrumənt, 'instrə-, -ment] n.仪器；工具；乐器；手段；器械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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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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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ju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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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kale 2 [keil] n.[植]羽衣甘蓝；蔬菜汤 n.(Kale)人名；(匈)考莱；(乌干)卡利；(塞、埃塞)卡莱

249 kee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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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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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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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lar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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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largely 2 ['lɑ:dʒli] adv.主要地；大部分；大量地

253 lets 2 abbr.地方交易系统（LocalExchangeTradingSystem）

254 life 2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55 likely 2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256 limited 2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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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local 2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259 magazines 2 ['mæɡəziː nz] 杂志

260 main 2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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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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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matter 2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264 measuring 2 ['meʒəriŋ] n.测量；衡量 v.测量（measure的ing形式） adj.测量用的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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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mirrored 2 ['mirəd] adj.装有镜子的；如镜子的 v.反映（mirro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反射

267 mixture 2 ['mikstʃə] n.混合；混合物；混合剂

268 moisture 2 ['mɔistʃə] n.水分；湿度；潮湿；降雨量

269 molded 2 ['məʊldɪd] 模塑的

270 mu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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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mulch 2 [mʌltʃ] n.覆盖物，护盖物；护根 vt.做护根；以护盖物覆盖

272 nearby 2 ['niə'bai] adj.附近的，邻近的 adv.在附近 prep.在…附近

273 neighborhood 2 n.附近；街坊；接近；街区

274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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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nutrients 2 ['nju tːrɪənts] n. 营养素，营养物，营养品（名词nutrient的复数形式）

276 objects 2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277 often 2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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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online 2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80 on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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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organic 2 [ɔ:'gænik] adj.[有化]有机的；组织的；器官的；根本的

282 painting 2 ['peintiŋ] n.绘画；油画；着色 v.绘画（paint的ing形式）；涂色于 n.(Painting)人名；(英)佩因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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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peppers 2 英 ['pepə(r)] 美 ['pepər] n. 胡椒粉；辣椒 vt. 加胡椒粉于；不断打击

285 per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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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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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places 2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88 poorly 2 ['puəli, 'pɔ:-] adv.贫穷地；贫乏地；不充分地 adj.身体不舒服的；心情恶劣的

289 pores 2 ['pɔː z] n. 气孔 名词pore的复数形式.

290 possibility 2 [,pɔsə'biləti] n.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291 possible 2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92 problem 2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293 process 2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294 prune 2 [pru:n] vi.删除；减少 vt.修剪；删除；剪去 n.深紫红色；傻瓜；李子干 n.(Prune)人名；(罗)普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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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quality 2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296 rainfall 2 ['reinfɔ:l] n.降雨；降雨量

297 rea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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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reaches 2 [riː tʃ] v. 到达；伸出；达成；取得联系；延伸；（伸手）去够 n. 范围；影响力；河段；等级

299 read 2 [ri:d] vt.阅读；读懂，理解 vi.读；读起来 n.阅读；读物 adj.有学问的 n.(Read)人名；(英)里德

300 recently 2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301 recording 2 [ri'kɔ:diŋ] n.录音；唱片 adj.记录的；记录用的 v.录音；记录；录像（record的ing形式）

302 reflects 2 [rɪ'flekt] v. 反映；反射；反省；归咎；显示

303 removing 2 [riː 'muːvɪŋ] n. 消除；排除；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304 require 2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305 result 2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306 results 2 [rɪ'zʌlts] n. 结果

307 salty 2 ['sɔ:lti] adj.咸的；含盐的

308 season 2 ['si:zən] n.时期；季节；赛季 vt.给…调味；使适应 vi.变得成熟；变干燥

309 seasonally 2 ['si:znli] adv.季节性地；周期性地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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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shared 2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12 shed 2 [ʃed] vt.流出；摆脱；散发；倾吐 vi.流出；脱落；散布 n.小屋，棚；分水岭

313 sh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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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sho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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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skin 2 [skin] n.皮肤；外皮 vt.剥皮 vi.愈合；长皮

316 slugs 2 [slʌgz] n. [动]蛞蝓(俗称鼻涕虫；类似蜗牛的无硬壳动物)；未燃烧着的燃料；未蒸发的燃料液滴 名词slug的复数形式.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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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snails 2 [sneɪls] n. 蜗牛；慢吞吞的人或物 名词snail的复数形式.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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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sold 2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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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sometimes 2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323 sou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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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sources 2 英 [sɔː s] 美 [sɔː rs] n. 来源；发源地；原始资料 v. 从...获得

325 speci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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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spinach 2 ['spinidʒ, -itʃ] n.菠菜

327 springtime 2 ['spriŋtaim] n.春天；春季；初期

328 stay 2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329 stays 2 [steɪ] v. 停留；逗留；保持 n. 停留；逗留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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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step 2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332 sticky 2 ['stiki] adj.粘的；粘性的

333 still 2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334 stores 2 [s'tɔː z]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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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successes 2 [sək'sesɪz] 成功

337 suggestions 2 n. 意见；示意 名词suggestion的复数形式.

338 suit 2 vt.适合；使适应 n.诉讼；恳求；套装，西装；一套外衣 vi.合适；相称

339 suitable 2 ['sju:təbl] adj.适当的；相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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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surf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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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surrounded 2 [sə'raʊndɪd] adj. 被 ... 环绕着的 动词surrou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

342 talk 2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343 task 2 [tɑ:sk, tæsk] vt.分派任务 n.工作，作业；任务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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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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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347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348 thi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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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thing 2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350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351 throw 2 [θrəu] vt.投；抛；掷 vi.抛；投掷 n.投掷；冒险

352 tomatoes 2 英 [tə'mɑ tːəʊz] 美 [tə'mɑ tːoʊz] n. 番茄；西红柿 名词tomato的复数形式.

353 too 2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54 uncertain 2 [,ʌn'sə:tən] adj.无常的；含糊的；靠不住的；迟疑不决的

355 underground 2 ['ʌndəgraund] adv.在地下；秘密地 adj.地下的；秘密的；先锋派的 n.地下；地铁；地道；地下组织；秘密活动；
先锋派团体

356 understanding 2 [,ʌndə'stændiŋ] n.谅解，理解；理解力；协议 adj.了解的；聪明的；有理解力的 v.理解；明白（understand的ing
形式）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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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vegetables 2 ['vedʒɪtəblz] 蔬菜,vegetable的复数形式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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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walking 2 ['wɔ:kiŋ] n.步行；散步 v.步行（walk的ing形式） adj.步行的

361 war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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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watered 2 ['wɔ:təd, 'wɔ-] adj.掺水的；洒有水的，洒了水的；有波纹的；加虚股的（面值增加而实值未按比例增加） v.浇水，供
以水（wa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63 watering 2 n.浇水；灌溉；排水沟 adj.灌溉的；浇水用的；流口水的 v.浇水；灌溉；流口水（water的ing形式）

364 waves 2 [weivz] n.[物][军]波（wave的复数形式） v.波动；起伏（wa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挥动

365 ways 2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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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wetter 2 ['wetə] n.[助剂]湿润剂；（印刷前纸张的）湿润工 adj.湿的；多雨的（wet的比较级） n.(Wetter)人名；(德、法、捷、瑞
典)韦特尔

368 while 2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369 white 2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370 who 2 pron.谁；什么人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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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wor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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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wor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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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works 2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75 wrote 2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76 buildings 1 ['bɪldɪŋz] n.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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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Jill 1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379 morning 1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380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381 rarely 1 ['rεəli] adv.很少地；难得；罕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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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Robbins 1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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