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8-17 [Health and Lifestyle] Cooking During the Pandemic 词词
汇表汇表

1 ab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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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chievements 1 [ət'ʃiː vmənts] n. 成绩 名词achievement的复数形式.

3 active 1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4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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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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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gent 1 ['eidʒənt] n.代理人，代理商；药剂；特工 vt.由…作中介；由…代理 adj.代理的 n.(Agent)人名；(罗)阿真特

9 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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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lmost 2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1 already 2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2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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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5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6 and 23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7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8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19 ano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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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nything 2 ['eniθiŋ] pron.任何事

21 ap 1 abbr.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Press）；空气污染（AirPollution）；大气规划（AirProgram）；汇编程序
（AssemblyProgram） n.(Ap)人名；(中)鸭(广东话·威妥玛)

22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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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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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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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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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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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28 bac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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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ake 1 [beik] vt.烤，烘焙 vi.烘面包；被烤干；受热 n.烤；烘烤食品 n.(Bake)人名；(德、瑞典)巴克

30 baked 1 ['beikid] adj.烤的；烘焙的 v.烘培；烧制（bake的过去分词）

31 batter 1 ['bætə] n.击球手；（用鸡蛋、牛奶、面粉等调成的）糊状物；墙面的倾斜 vt.猛击；打坏；使向上倾斜 vi.接连猛击；向
上倾斜 n.(Batter)人名；(罗)巴特尔

32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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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een 5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35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36 begun 1 [bi'gʌn] v.开始（begin的过去分词） n.(Begun)人名；(俄)别贡；(英)贝根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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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ought 1 [bɔ:t] v.买（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9 brag 2 [bræg] n.吹牛，自夸 vi.吹牛，自夸 vt.吹牛，吹嘘 n.(Brag)人名；(瑞典)布拉格

40 bread 2 [bred] n.面包；生计 vt.在…上洒面包屑

41 breakfast 1 ['brekfəst] n.早餐；早饭 vi.吃早餐 vt.为…供应早餐

42 brighten 1 ['braitən] vi.明亮；变亮；活跃；快乐高兴 vt.使闪亮；使生辉；使快乐高兴 n.(Brighten)人名；(英)布赖滕

43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44 bu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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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uying 2 n.买进 v.购买；获得；收买（buy的ing形式）

46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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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ake 1 [keik] n.蛋糕；块状物；利益总额 vt.使结块 vi.结成块状 n.(Cake)人名；(英)凯克；(塞)察凯

48 cakes 1 [keɪk] n. 蛋糕；块状物

49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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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51 car 1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52 chicken 1 n.鸡肉；小鸡；胆小鬼，懦夫 adj.鸡肉的；胆怯的；幼小的

53 children 4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54 Chinese 2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55 choices 1 ['tʃɔɪsɪs] n.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

56 city 3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57 closed 1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58 Colorado 1 [,kʌlə'rɑ:dəu] n.（美）科罗拉多；（美）科罗拉多河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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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ook 11 [kuk] vt.烹调，煮 vi.烹调，做菜 n.厨师，厨子 n.(Cook)人名；(英、印)库克

61 cooked 2 [kukt] adj.煮熟的 v.煮（cook的过去式、过去分词形式）

62 cookies 1 ['kʊki] n. 饼干；<俚>家伙

63 cooking 13 n.烹饪 adj.烹调的 v.烹调；筹划（cook的ing形式）

64 cooks 2 [kʊk] n. 厨师；炊事员 v. 烹调；烧煮；捏造；纂改(账目)

65 coronavirus 2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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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rave 1 [kreiv] vt.渴望；恳求 vi.渴望；恳求 n.(Crave)人名；(法)克拉夫

68 craved 1 [kreɪv] v. 渴望；热望；迫切需要；恳求

69 crisis 1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70 Cuban 1 ['kju:bən] n.古巴人 adj.古巴的；古巴人的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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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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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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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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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Denver 2 ['denvə] n.丹佛（地名，美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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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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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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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dinner 1 ['dinə] n.晚餐，晚宴；宴会；正餐 n.(Dinner)人名；(法)迪内

81 disease 3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82 dish 1 n.盘；餐具；一盘食物；外貌有吸引力的人 vt.盛于碟盘中；分发；使某人的希望破灭；说（某人）的闲话 vi.成碟状；闲
谈

83 dishes 3 ['dɪʃɪz] pl. 餐具；碗盘 dish的复数形式.

84 distanced 1 ['dɪstəns] n. 距离；路程；远方 vt. 与 ... 保持距离；把(对手)甩在后面

85 DIY 1 [,di: ai 'wai] abbr.自己动手做（DoItYourself）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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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dough 1 [dəu] n.生面团；金钱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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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driving 1 ['draiviŋ] adj.强劲的；推进的；精力旺盛的 n.驾驶；操纵 v.驾驶（drive的ing形式）

90 d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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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dumplings 2 ['dʌmplɪŋz] n. 饺子；汤圆；团子 名词dumpling的复数形式.

92 during 4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93 duties 1 [djː tɪs] n. 税；职责 名词duty的复数形式.

94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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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at 3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97 eats 1 [i:ts] abbr.设备准确度测试站（EquipmentAccuracyTestStation）

98 ed 1 [ed] abbr.Edmund，Edward，Edwin等的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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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ither 1 adj.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任何一个 conj.也（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根本 pron.任一，两方，随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101 emmie 2 ['emiː ] n. Emma的昵称

102 empowered 1 英 [ɪm'paʊə(r)] 美 [ɪm'paʊər] vt. 授权；使能够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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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njoys 1 [ɪn'dʒɔɪ] v. 享受；喜欢

105 erika 1 ['εrikə] n.埃里卡（女名）

106 etc 2 adv.等等，及其他

107 Evans 1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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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very 2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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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112 experiences 1 英 [ɪk'spɪəriəns] 美 [ɪk'spɪriəns] n. 经验；经历 v. 经历；体验；感受

113 explains 1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114 exploring 1 [ɪks'plɔː rɪŋ] n. 探索；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

115 facilities 1 [fə'sɪlɪtɪz] n. 设施；设备；工具 名词facility的复数形式.

116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117 family 8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118 fat 1 [fæt] adj.肥的，胖的；油腻的；丰满的 n.脂肪，肥肉 vt.养肥；在…中加入脂肪 vi.长肥 n.(Fat)人名；(法、西、塞)法特；(东
南亚国家华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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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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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feels 3 [fiː l] v. 感觉；觉得；触摸；摸起来；认为；摸索 n. 感觉；触觉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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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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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food 6 [fu:d] n.食物；养料

125 foods 2 [fuːdz] n. 食品 名词food的复数形式.

126 for 1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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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friends 2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129 from 9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30 fru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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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fry 1 [frai] n.鱼苗；油炸食物 vt.油炸；油煎 vi.油炸；油煎 n.(Fry)人名；(芬)弗吕；(英)弗赖伊；(德、英、法、西)弗里

132 garlic 1 ['gɑ:lik] n.大蒜；蒜头

133 George 1 [dʒɔ:dʒ] n.乔治（男子名）；自动操纵装置；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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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global 1 ['gləubəl] adj.全球的；总体的；球形的

136 go 2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137 goals 1 ['ɡəʊlz] n.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

138 goo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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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goods 1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140 got 1 [gɔt] v.得到，明白（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Got)人名；(法)戈；(西、匈、瑞典)戈特

141 gre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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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grew 1 [gru:] v.成长，种植（grow的过去式） n.(Grew)人名；(芬)格雷夫；(英、葡)格鲁

143 grocer 1 ['grəusə] n.杂货店；食品商

144 groceries 2 n.杂货；食品；生活用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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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guy 1 [gai] n.男人，家伙 vt.嘲弄，取笑 vi.逃跑 n.(Guy)人名；(西)吉；(法)居伊；(英)盖伊

147 ha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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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happy 1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149 ha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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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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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he 8 [hi:, 弱 hi, i:, i] n.男孩，男人；它（雄性动物） pron.他 n.(He)人名；(日)户(姓)；(朝)海；(柬)赫

152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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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he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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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herself 2 [hə:'self] pron.她自己（she的反身代词）；她亲自

156 him 1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157 himself 1 [him'self] pron.他自己；他亲自，他本人

158 his 9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59 home 3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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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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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husband 1 ['hʌzbənd] vt.节约地使用（或管理） n.丈夫 n.(Husband)人名；(英)赫斯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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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immediately 1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165 i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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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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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john 1 [dʒɔn] n.厕所

169 Jonathan 1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170 jumped 1 [dʒʌmp] n. 跳跃；跳动；上涨 v. 跳越；暴涨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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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katie 1 ['keiti] n.卡蒂（女子名，等于Kate）

173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4 kitchen 2 ['kitʃin] n.厨房；炊具；炊事人员 n.(Kitchen)人名；(英)基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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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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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law 1 [lɔ:] n.法律；规律；法治；法学；诉讼；司法界 vi.起诉；控告 vt.控告；对…起诉 n.(La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
(英、缅、柬)劳

178 learn 3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179 learned 1 ['lə:nid] adj.博学的；有学问的；学术上的 n.(Learned)人名；(英)勒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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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lee 6 [li:] n.保护；背风处 adj.保护的；庇荫的；避风的 n.(Lee)人名；(朝)李；(中)李(普通话·威妥玛)；(柬)利；(中)李(广东话·威
妥玛)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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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likes 2 n.好恶；爱好的事物 v.喜欢；愿意（lik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Likes)人名；(英)莱克斯

184 limited 1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185 litt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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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87 looks 1 [lʊks] n. 外貌(恒用复数)

188 lo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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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lunch 1 n.午餐 vt.吃午餐；供给午餐 vi.吃午餐；供给午餐

190 mai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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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mak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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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making 3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193 mandatory 2 ['mændətəri:, -,tɔ:ri] adj.强制的；托管的；命令的 n.受托者（等于manda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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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map 1 [mæp] vt.映射；计划；绘制地图；确定基因在染色体中的位置 n.地图；示意图；染色体图 vi.基因被安置 n.(Map)人名；
(法)马普

196 march 2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197 matteo 2 n. 马泰奥

198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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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meal 1 [mi:l] n.一餐，一顿饭；膳食 vi.进餐

201 meals 7 [miː lz] n. 伙食 名词meal的复数形式.



202 meaning 1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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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meat 2 [mi:t] n.肉，肉类（食用）

205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206 methods 1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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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09 mo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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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mother 2 ['mʌðə] n.母亲；大娘；女修道院院长 vt.生下；养育；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母亲的；出生地的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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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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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nagle 3 n. 内格尔

214 navarrete 3 纳瓦雷特

215 never 2 ['nevə] adv.从未；决不

216 new 5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17 nor 1 [nɔ:, 弱 nə] conj.也不；也不是 adv.也不；也没有 n.(Nor)人名；(中)挪(广东话·威妥玛)；(马来、俄)诺尔；(柬)诺

218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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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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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of 1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22 offering 1 ['ɔfəriŋ, 'ɔ:-] n.提供；祭品；奉献物；牲礼 v.提供（offer的ing形式）

223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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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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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on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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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Onions 1 ['ʌnjənz] n.奥尼恩斯（姓氏）；奥尼恩斯（英国语言学家、词典编纂家）

228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29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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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ordered 1 ['ɔ:dəd] adj.[数]有序的；整齐的；安排好的 v.命令；点餐（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1 ordering 3 ['ɔ:dəriŋ] n.订购；[计]排序；[计]定序 v.订购（order的ing形式）；命令；指挥

232 organize 1 ['ɔ:gənaiz] vt.组织；使有系统化；给予生机；组织成立工会等 vi.组织起来；成立组织

233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34 others 3 pron.其他人

235 outdoor 1 ['əutdɔ:] adj.户外的；露天的；野外的（等于out-of-door）

236 oven 1 ['ʌvən] n.炉，灶；烤炉，烤箱 n.(Oven)人名；(荷)奥芬

237 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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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own 1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239 pandemic 5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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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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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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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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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picks 1 ['pɪks] 精选



245 piece 2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246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247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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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plans 2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249 plus 1 [plʌs] n.正号，加号；好处；附加额 adj.正的；附加的 prep.加，加上 n.(Plus)人名；(德)普卢斯

250 prepare 1 [pri'pεə] vt.准备；使适合；装备；起草 vi.预备；做好思想准备

251 preparing 1 [prɪ'peərɪŋ] adj. 准备的；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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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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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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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producer 2 [prəu'dju:sə] n.制作人，制片人；生产者；发生器

256 progress 1 ['prəugres, 'prɔ-, prəu'gres] n.进步，发展；前进 vi.前进，进步；进行 n.(Progress)人名；(赞)普罗格雷斯

257 projects 1 [p'rədʒekts] [ projected ]的第三人称单数

258 quarantine 3 ['kwɔrənti:n] vt.检疫；隔离；使隔离 n.检疫；隔离；检疫期；封锁 vi.实行隔离

259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260 restaurants 5 餐馆

261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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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room 1 n.房间；空间；余地；机会；房间里所有的人 vt.为…提供住处；租房，合住；投宿，住宿；留…住宿 vi.居住；住宿 n.
（英）鲁姆（人名）；（俄）罗姆（人名）

264 rule 1 [ru:l] vi.统治；管辖；裁定 n.统治；规则 vt.统治；规定；管理；裁决；支配 n.(Rule)人名；(英)鲁尔；(塞)鲁莱

265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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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saut 2 [səu] n.跳跃，三级跳远

267 saving 1 ['seiviŋ] n.节约；挽救；存款 adj.节约的；挽救的；补偿的；保留的 prep.考虑到；除...之外 n.(Saving)人名；(瑞典)萨温

268 says 4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69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270 several 2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71 she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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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273 simple 1 ['simpl] adj.简单的；单纯的；天真的 n.笨蛋；愚蠢的行为；出身低微者 n.(Simple)人名；(法)桑普勒

274 since 2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75 single 1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276 sister 1 n.姐妹；（称志同道合者）姐妹；修女；护士 adj.姐妹般的；同类型的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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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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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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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ocially 1 ['səuʃəli] adv.在社会上；在社交方面；善于交际地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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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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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84 something 1 ['sʌmθiŋ] pron.某事；某物 n.重要的人；值得重视的事 adv.非常；有点；大约 adj.大约；有点象

285 spend 2 [spend] vt.度过，消磨（时光）；花费；浪费；用尽 vi.花钱；用尽，耗尽 n.预算



286 spreading 1 ['spredɪŋ] n.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

287 started 6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8 st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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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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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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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struck 1 adj.受罢工影响的 v.罢工，打击，撞击（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truck)人名；(英)斯特拉克；(瑞典)斯特鲁克；
(德)施特鲁克

292 such 3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93 summ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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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sunset 1 ['sʌnset] n.日落，傍晚

295 supermarkets 1 ['suːpəmɑːkɪts] 超市

296 takeout 1 ['teikaut] n.外卖；（桥牌中）示意搭档改叫的叫牌 adj.外卖的，供顾客带出外吃的

297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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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teenage 1 ['ti:neidʒ] adj.青少年的；十几岁的 n.青少年时期

300 television 1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301 than 2 [ðæn, 弱ðən, ðn] conj.比（用于形容词、副词的比较级之后）；除…外（用于other等之后）；与其…（用于rather等之
后）；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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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the 2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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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306 then 4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307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08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09 things 3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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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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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313 tim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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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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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tire 1 ['taiə] vi.疲劳；厌倦 vt.使…疲倦；使…厌烦 n.轮胎；头饰 n.(Tire)人名；(土)蒂雷

316 tired 1 ['taiəd] adj.疲倦的；厌倦的，厌烦的 v.疲倦；对…腻烦（tire的过去分词形式）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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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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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20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21 took 2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22 travel 1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323 tried 1 adj.可靠的；试验过的 v.尝试，审问，审理，审讯，审判（try的过去分词）

324 TV 1 ['ti:'vi:] abbr.电视（television）

325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26 u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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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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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used 3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29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30 usual 1 ['ju:ʒuəl] adj.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331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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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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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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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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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want 2 [wɔnt, wɔ:nt] vt.需要；希望；应该；缺少 n.需要；缺乏；贫困；必需品 vi.需要；缺少

337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38 way 2 [wei] n.方法；道路；方向；行业；习惯 adv.大大地；远远地 adj.途中的 n.(Way)人名；(中)见Wei；(英、缅)韦

339 wh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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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41 who 4 pron.谁；什么人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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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wing 5 n.翼；翅膀；飞翔；派别；侧厅，耳房，厢房 vt.使飞；飞过；空运；增加…速度；装以翼 vi.飞行 n.(Wing)人名；(英、
印尼)温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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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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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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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workaholic 1 [,wə:kə'hɔlik, 'wə:kə,hɔlik] n.专心工作的人；醉心于工作的人；为免遭辞退而工作过份卖力的人 adj.醉心于工作的

348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349 workman 1 ['wə:kmən] n.工匠；技工；男工 n.(Workman)人名；(英)沃克曼

350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51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52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53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54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55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356 York 4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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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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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yourself 2 [jɔ:'self, juə-, jə-] pron.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