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02 [Health and Lifestyle] Chrysanthemums_ Fall Flowers
That Bring Beauty Each Year 词汇表词汇表

1 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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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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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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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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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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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8 adding 1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9 adds 1 abbr.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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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fter 3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2 again 5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3 alive 1 [ə'laiv] adj.活着的；活泼的；有生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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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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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ndrew 1 ['ændru:] n.安德鲁（男子名）

19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20 annual 2 ['ænjuəl] adj.年度的；每年的 n.年刊，年鉴；一年生植物

21 annuals 2 [æn'juəlz] 一年生植物

22 answer 1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23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24 appears 1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25 ar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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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27 article 1 ['ɑ:tikəl] n.文章；物品；条款；[语]冠词 vt.订约将…收为学徒或见习生；使…受协议条款的约束 vi.签订协议；进行控告

28 a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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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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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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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ttached 1 [ə'tætʃt] adj.附加的；依恋的，充满爱心的 v.附上（attach的过去分词）

33 autum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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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way 2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35 bac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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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7 beautifies 1 ['bju tːɪfaɪ] v. 美化；变美；修饰

38 beauty 1 ['bju:ti] n.美；美丽；美人；美好的东西

39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40 begin 1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41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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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below 1 [bi'ləu] adv.在下面，在较低处；在本页下面 prep.在…下面 n.(Below)人名；(英、德、芬、瑞典)贝洛

43 be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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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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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etween 2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46 bloo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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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blooms 1 [bluːm] n. 花；开花；最佳时期；花期 v. 开花；繁盛

48 bothered 1 ['baðəd] adj. 烦恼的；感到讨厌的 动词bo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9 bright 1 [brait] adj.明亮的，鲜明的；聪明的；愉快的 adv.明亮地；光明地；欢快地 n.车头灯光 n.(Bright)人名；(英)布赖特

50 br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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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buds 1 [bʌd] n. 芽；花蕾 vi. 发芽；萌芽 vt. 使发芽

52 bushier 1 [bʊʃi] adj. 浓密的；灌木一样的；灌木茂密的；多毛的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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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bu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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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56 ca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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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annot 2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58 celebrate 1 vt.庆祝；举行；赞美；祝贺；宣告 vi.庆祝；过节；举行宗教仪式

59 Celsius 1 ['selsiəs] adj.摄氏的 n.摄氏度

60 china 2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61 chrysanthemum 2 [kri'sænθəməm] n.菊花

62 chrysanthemums 8 菊花

63 city 2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64 clean 1 [kli:n] adj.清洁的，干净的；清白的 vt.使干净 vi.打扫，清扫 adv.完全地 n.打扫 n.(Clean)人名；(英)克林

65 climates 2 [k'laɪməts] 气象条件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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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loth 1 [klɔθ, klɔ:θ] n.布；织物；桌布 adj.布制的 n.(Cloth)人名；(德)克洛特

68 coffee 1 ['kɔfi] n.咖啡；咖啡豆；咖啡色 n.(Coffee)人名；(英)科菲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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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older 1 英 [kəʊdə] 美 [koʊdə] adj. 更冷的 形容词cold的比较级形式.

71 col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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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columns 1 ['kɒləm] 名词column的复数形式

73 c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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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compost 2 ['kɔmpɔst] n.堆肥；混合物 vt.堆肥；施堆肥

75 condition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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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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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container 1 [kən'teinə] n.集装箱；容器

78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79 coo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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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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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cream 1 [kri:m] n.奶油，乳脂；精华；面霜；乳酪

83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84 crowding 1 [krɑʊdɪŋ] n. 拥挤 动词crowd的现在分词.

85 c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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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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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86 cuts 1 [kʌts] n.切口；（分摊到的）份额；近路（cut的复数） v.剪（cut的第三人称单数）；[机]切割；砍倒

87 damiano 7 n. 达米亚诺

88 darkness 1 ['dɑ:knis] n.黑暗；模糊；无知；阴郁

89 decayed 1 [dɪ'keɪd] adj. 腐败的；被蛀的 动词dec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90 decorates 1 ['dekəreɪt] v. 装饰；布置；装修；授予某人奖章或其他奖状

91 decoration 1 [dɛkə'reɪʃ(ə)n] n.装饰，装潢；装饰品；奖章

92 decorations 1 [dekə'reɪʃəns] n. 装饰品 名词decoration的复数形式.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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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degrees 1 英 [di'ɡri:z] 美 [dɪ'ɡri:z] n. 度；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

95 depending 1 [dɪ'pendɪŋ] n. 依赖；信任；决定于 动词depend的现在分词形式.

96 depth 1 [depθ] n.[海洋]深度；深奥

97 describe 2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98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99 diseases 1 [dɪ'ziː zɪz] 病害

100 do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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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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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drainage 1 ['dreinidʒ] n.排水；排水系统；污水；排水面积

104 draining 1 ['dreɪnɪŋ] n. 排水；泄水 动词drain的现在分词形式.

105 dries 1 [draɪz] dry的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时

106 drop 2 [drɔp] vt.滴；使降低；使终止；随口漏出 vi.下降；终止 n.滴；落下；空投；微量；滴剂

107 dry 4 [drai] adj.干的；口渴的；枯燥无味的；禁酒的 vt.把…弄干 vi.变干 n.干涸 n.(Dry)人名；(法)德里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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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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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111 edges 1 [edʒ] n. 边缘；优势；边；刀口 vt. 给 ... 加上边；缓慢横过；使锋利 vi. 徐徐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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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merges 1 英 [i'mɜːdʒ] 美 [i'mɜ rːdʒ] vi. 浮现；(由某种状态)脱出；(事实)显现出来

114 Englis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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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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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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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nrich 1 [in'ritʃ] vt.使充实；使肥沃；使富足 n.(Enrich)人名；(西)恩里奇

118 evaporation 1 [i,væpə'reiʃən] n.蒸发；消失

119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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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plained 1 [ɪksp'leɪnd] v. 解释；说明 vbl. 解释；说明

122 extreme 1 [ik'stri:m] adj.极端的；极度的；偏激的；尽头的 n.极端；末端；最大程度；极端的事物

123 face 1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124 fall 2 [fɔ:l] vi.落下；变成；来临；减弱 n.下降；秋天；瀑布 vt.砍倒；击倒 adj.秋天的 n.(Fall)人名；(法、芬、瑞典)法尔；(英、
匈)福尔；(阿拉伯)法勒

125 familiar 1 [fə'miljə] adj.熟悉的；常见的；亲近的 n.常客；密友 n.(Familiar)人名；(西)法米利亚尔

126 famous 2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127 feeders 1 n. 饲养员；供料器 feeder的复数形式

128 fertilize 1 ['fə:tilaiz] vt.使受精；使肥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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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fertilizing 1 ['fɜ tːɪlaɪzɪŋ] n. 施肥 动词fertilize的现在分词形式.

130 festival 1 ['festəvəl] n.节日；庆祝，纪念活动；欢乐 adj.节日的，喜庆的；快乐的

131 festivals 1 岁时节庆

132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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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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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flat 1 adj.平的；单调的；不景气的；干脆的；平坦的；扁平的；浅的 adv.（尤指贴着另一表面）平直地；断然地；水平地；直
接地，完全地 n.平地；公寓；平面 vt.使变平；[音乐]使（音调）下降，尤指降半音 vi.逐渐变平；[音乐]以降调唱（或奏）
n.（法）弗拉特（人名）；（英）弗莱特（人名）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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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flowering 1 ['flauəriŋ] n.开花；饰以花 adj.开花的

138 flowers 8 英 ['flaʊə(r)] 美 ['flaʊər] n. 花；开花植物；精华；盛时 v. 开花；成熟；用花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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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freezing 5 ['fri:ziŋ] adj.冰冻的；严寒的；冷冻用的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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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frozen 1 ['frəuzn] adj.冻结的；冷酷的 v.结冰（freeze的过去分词）；凝固；变得刻板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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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fruits 1 [f'ru tːs] n. 成果 名词fruit的复数.

145 fu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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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fuller 1 ['fulə] n.漂洗工；套柄铁锤 n.(Fuller)人名；(英、德、匈、葡、捷)富勒；(法)菲莱

147 fungal 1 ['fʌŋgəl] adj.真菌的（等于fungous）

148 further 1 ['fə:ðə] adv.进一步地；而且；更远地 adj.更远的；深一层的 vt.促进，助长；增进

149 gard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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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gardening 1 ['gɑ:dəniŋ] n.园艺；园林工人的工作

151 Germany 1 ['dʒə:məni] n.德国

152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53 gift 1 [gift] n.礼物；天赋；赠品 vt.赋予；向…赠送 n.(Gift)人名；(英)吉夫特

154 goo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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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grass 1 [grɑ:s, græs] n.草；草地，草坪 vt.放牧；使……长满草；使……吃草 vi.长草 n.(Grass)人名；(法、德、俄、瑞典、英)格拉
斯

156 grinds 1 [ɡraɪnd] v. 磨；压迫；碾碎；磨得吱吱响；逐渐停顿 n. 苦事；磨；碾

157 groun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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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gro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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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growing 4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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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growth 3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162 had 1 v.有；吃；得到（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ux.已经（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

163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164 Halloween 1 [,hæləu'i:n] n.万圣节前夕（指十月三十一日夜晚）

165 hard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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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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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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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heat 3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169 heavy 1 adj.沉重的；繁重的，巨大的；拥挤的；阴沉的 n.重物；严肃角色 adv.大量地；笨重地

170 height 1 [hait] n.高地；高度；身高；顶点

171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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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172 help 2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普

173 Henan 1 ['hə'næn] n.河南，河南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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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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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77 holds 1 英 [həʊldz] 美 [hoʊldz] n. 货舱；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

178 holiday 1 ['hɔlədi] n.假日；节日；休息日 vi.外出度假 n.(Holiday)人名；(英)霍利迪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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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181 idea 2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182 identify 1 vt.确定；鉴定；识别，辨认出；使参与；把…看成一样vi.确定；认同；一致

183 if 9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84 improves 1 [ɪm'pruːv] vt. 改善；改进；提高 vi. 变得更好；改进

185 in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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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indoors 1 ['indɔ:z] adv.在室内，在户内

187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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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90 island 1 ['ailənd] n.岛；岛屿；安全岛；岛状物 adj.岛的 vt.孤立；使成岛状 n.(Island)人名；(英)艾兰

191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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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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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jack 2 [dʒæk] n.千斤顶；[电]插座；男人 vt.增加；提醒；抬起；用千斤顶顶起某物 adj.雄的

194 japan 1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195 jessica 2 ['dʒesikə] n.杰西卡（女子名）

196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197 June 1 n.六月；琼（人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年轻气盛的六月”）

198 Kaifeng 1 ['kai'fʌŋ] n.开封（中国河南城市）

199 kee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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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201 Korea 1 [kə'riə] n.韩国；朝鲜

202 label 2 ['leibl] vt.标注；贴标签于 n.标签；商标；签条 n.(Label)人名；(法)拉贝尔

203 labeled 1 ['leɪbld] adj. 有标签的 动词lab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04 la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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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lantern 2 ['læntən] n.灯笼；提灯；灯笼式天窗

206 lanterns 1 ['læntənz] 灯具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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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largely 1 ['lɑ:dʒli] adv.主要地；大部分；大量地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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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211 lead 2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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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leave 1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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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leaves 4 [li:vz] n.树叶；花瓣（leaf的复数） v.离开（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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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lightness 1 ['laitnis] n.轻盈；轻松；明亮；（颜色）浅淡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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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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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location 1 [ləu'keiʃən] n.位置（形容词locational）；地点；外景拍摄场地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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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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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loss 1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224 made 1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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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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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matteo 2 n. 马泰奥

228 matter 3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229 mature 1 [mə'tjuə] adj.成熟的；充分考虑的；到期的；成年人的 vi.成熟；到期 vt.使…成熟；使…长成；慎重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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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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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me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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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middle 1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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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mildew 1 ['mildju:, -du:] n.霉；霉病 vt.使发霉 vi.发霉；生霉

236 mixture 1 ['mikstʃə] n.混合；混合物；混合剂

237 moderately 1 ['mɔdərətli] adv.适度地；中庸地；有节制地

238 moist 2 [mɔist] adj.潮湿的；多雨的；含泪的 n.潮湿

239 moisture 1 ['mɔistʃə] n.水分；湿度；潮湿；降雨量

240 mold 1 [məuld] vt.塑造；使发霉；用模子制作 vi.发霉 n.霉菌；模子 n.(Mold)人名；(英)莫尔德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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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243 mulch 3 [mʌltʃ] n.覆盖物，护盖物；护根 vt.做护根；以护盖物覆盖

244 mums 14 [mʌm] n. <英口>妈妈，母亲

245 na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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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narrow 1 ['nærəu] adj.狭窄的，有限的；勉强的；精密的；度量小的 n.海峡；狭窄部分，隘路 vt.使变狭窄 vi.变窄

247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48 neighbors 1 ['neɪbɔː z] n. 邻居 名词neighbor的复数形式. =neighbours.

249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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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not 10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52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253 of 2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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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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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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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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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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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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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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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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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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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outdoors 2 ['aut'dɔ:z] adv.在户外 n.户外 adj.户外的（等于outdoor）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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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overgrown 1 [,əuvə'grəun] adj.蔓生的；生长过快的 v.生长过度（overgrow的过去分词）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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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Pakistan 1 ['pækistæn] n.巴基斯坦（南亚国家名）

268 paper 1 ['peipə] n.纸；论文；文件；报纸 adj.纸做的 vt.用纸糊；用纸包装 vi.贴糊墙纸；发交通违章传票 n.(Paper)人名；(俄)帕
佩尔

269 parts 2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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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per 1 [强pə:, 弱pə] prep.每；经；按照；每一 n.(Per)人名；(德、挪、丹、瑞典)佩尔

272 perennial 5 [pə'reniəl] adj.多年生的；常年的；四季不断的；常在的；反复的 n.多年生植物

273 perennials 2 [pə'renɪəls] n. 多年生植物 名词perennial的复数.

274 pin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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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plan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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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plantin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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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plant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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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plot 1 [plɔt] n.情节；图；阴谋 vt.密谋；绘图；划分；标绘 vi.密谋；策划；绘制 n.(Plot)人名；(捷)普洛特；(法)普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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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81 potted 3 ['pɔtid] adj.盆栽的；罐装的；密封的；喝醉的 v.把…装罐；装在盆中（p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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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prevent 2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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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protect 2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86 protects 1 [prə'tekt] v. 保护；投保

287 province 1 ['prɔvins] n.省；领域；职权

288 pumpkin 1 ['pʌmpkin, 'pʌŋ-] n.南瓜

289 pumpkins 1 n. 南瓜（pumpkin的复数）

290 purp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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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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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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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94 r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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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regular 1 ['regjulə] adj.定期的；有规律的；合格的；整齐的；普通的 n.常客；正式队员；中坚分子 adv.定期地；经常地 n.
(Regular)人名；(以)雷古拉尔

296 regularly 1 ['regjələli] adv.定期地；有规律地；整齐地；匀称地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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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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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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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resemble 1 [ri'zembl] vt.类似，像

300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301 roots 3 [ru tː] n. 根；根源；根本 v. 生根；扎根；根除

302 rotting 1 [rɒtɪŋ] adj. 正在腐烂的 动词rot的现在分词形式.

303 rust 1 [rʌst] n.锈；生锈；[植保]锈病 vt.使生锈；腐蚀 vi.生锈；成铁锈色；变迟钝 n.(Rust)人名；(英)拉斯特；(德、捷、瑞典)鲁
斯特；(法)吕斯特

304 said 3 adj.上述的，该 v.说（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aid)人名；(西、塞、哈萨克、乌兹、吉尔、塔吉、土库、阿塞、阿
拉伯)赛义德

305 sa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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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sawdust 1 ['sɔ:dʌst] n.[木]锯屑 adj.撒木屑的；无实质的 vt.在…上撒木屑；用木屑填塞

307 season 3 ['si:zən] n.时期；季节；赛季 vt.给…调味；使适应 vi.变得成熟；变干燥

308 seasons 1 ['siː znz] n. 季节 名词season的复数形式.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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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sell 1 [sel] vt.销售；推销；出卖；欺骗 vi.卖；出售；受欢迎；有销路 n.销售；失望；推销术 n.(Sell)人名；(德)泽尔；(英、芬、
瑞典)塞尔

311 separate 1 vt.使分离；使分开；使分居 vi.分开；隔开；分居 adj.单独的；分开的；不同的；各自的； n..分开；抽印本

312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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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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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shades 2 ['ʃeɪdz] n. 墨镜；夜幕；阴间；回忆 名词shade的复数形式.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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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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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319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320 simply 1 ['simpli] adv.简单地；仅仅；简直；朴素地；坦白地

321 sit 1 [sit] vi.坐；位于 vt.使就座 n.(Si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硕；(罗)西特

322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323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324 slightly 1 ['slaitli] adv.些微地，轻微地；纤细地

325 slip 1 [slip] vi.滑动；滑倒；犯错；失足；减退 vt.使滑动；滑过；摆脱；塞入；闪开 n.滑，滑倒；片，纸片；错误；下跌；事故
adj.滑动的；有活结的；活络的 abbr.串行线路接口协议，是旧式的协议（SerialLineInterfaceProtocol） n.(Slip)人名；(芬)斯利
普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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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smith 1 [smiθ] n.铁匠；锻工；制作者 vt.锻制 vi.锻打金属；当锻工

328 s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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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soil 8 [sɔil] n.土地；土壤；国家；粪便；务农；温床 vt.弄脏；污辱 vi.变脏

330 sold 1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331 som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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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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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sou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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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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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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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sprin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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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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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starting 1 ['stɑ tː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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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State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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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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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st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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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stop 1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344 store 1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345 stores 3 [s'tɔː z]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

346 sto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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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straw 1 [strɔ:] n.稻草；吸管；一文不值的东西 adj.稻草的；无价值的 n.(Straw)人名；(英)斯特劳

348 strawberries 1 [st'rɔː brɪz] n. 草莓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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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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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352 survive 4 [sə'vaiv] vt.幸存；生还；幸免于；比...活得长 vi.幸存；活下来

353 temperatures 5 ['temprətʃəz] 温度

354 t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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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the 5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56 thei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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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them 1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358 then 3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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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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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third 2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363 thi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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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thoroughly 1 ['θʌrəli, 'θə:rəu-] adv.彻底地，完全地

365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66 three 2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367 threw 1 [θru:] v.抛（throw的过去式）；丢弃

368 thrown 1 [θrəun, 'θrəun] v.抛（throw的过去分词）；扔掉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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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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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Tips 2 英 [tips] 美 [tɪps] abbr. =Techn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技术情报处理系统[美] n. 顶端；消费；小部件；脏乱的地
方；实用的小建议（名词tip的复数形式）

372 to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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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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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too 3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75 tradition 1 [trə'diʃən] n.惯例，传统；传说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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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378 turns 1 ['tɜːnz] n.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

379 unfavorable 1 [,ʌn'feivərəbl] adj.不宜的；令人不快的；不顺利的

380 united 4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381 until 3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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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unwanted 1 [,ʌn'wɔntid] adj.不需要的；有害的；讨厌的；空闲的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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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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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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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usually 2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87 vegetables 1 ['vedʒɪtəblz] 蔬菜,vegetabl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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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wait 1 [weit] vt.等候；推迟；延缓 vi.等待；耽搁；伺候用餐 n.等待；等候 n.(Wait)人名；(英)韦特；(捷)魏特

390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391 warmer 2 n.取暖器；加热器；加热工人 adj.warm的比较级，更加温暖的

392 warming 1 ['wɔ:miŋ] n.加温，暖和；气温升高 adj.让人感到暖和的 v.加温；兴奋；同情（warm的ing形式） n.(Warming)人名；
(丹、瑞典)瓦明

393 warns 1 英 [wɔː n] 美 [wɔː 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394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95 wa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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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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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weather 2 ['weðə] n.天气；气象；气候；处境 vt.经受住；使风化；侵蚀；使受风吹雨打 vi.风化；受侵蚀；经受风雨 adj.露天
的；迎风的 n.(Weather)人名；(英)韦瑟

398 weeds 1 [wi:dz] n.野草（weed的复数形式）；丧服；（悼念用的）黑纱 v.清除（w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除去杂草；除去
无用的东西

399 week 1 [wi:k] n.周，星期

400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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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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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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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 whe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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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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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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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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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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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411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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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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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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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writes 1 [raɪt] v. 写；书写；填写；作曲

417 year 4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418 yearly 1 ['jə:li, 'jiə-] adj.每年的 adv.每年；一年一次 n.年刊；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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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yello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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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422 you 6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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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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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