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10 [Ask a Teacher] American Breakfast 词汇表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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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lcoholic 1 [,ælkə'hɔlik] adj.酒精的，含酒精的 n.酒鬼，酗酒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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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5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6 americans 9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7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8 and 1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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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nswer 3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11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12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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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sk 1 [ɑ:sk, æsk] vt.问，询问；要求；需要；邀请；讨价 vi.问，询问；要求 n.(Ask)人名；(芬、瑞典)阿斯克

14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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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bacon 1 ['beikən] n.咸肉；腌肉；熏猪肉

16 bagel 2 ['beigəl] n.百吉饼（先蒸后烤的发面圈）；（体育比赛中）零蛋

17 bagels 1 n.硬面包圈( bagel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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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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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born 1 [bɔ:n] v.出世（bear的过去分词） adj.天生的 n.(Born)人名；(柬)邦；(英、西、俄、捷、德、瑞典、匈)博恩

21 bread 2 [bred] n.面包；生计 vt.在…上洒面包屑

22 breakfast 9 ['brekfəst] n.早餐；早饭 vi.吃早餐 vt.为…供应早餐

23 breakfasts 2 ['brekfəst] n. 早餐 v. 吃早餐；用早餐

24 brunch 4 [brʌntʃ] n.早午餐

25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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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utter 1 ['bʌtə] vt.涂黄油于；讨好 n.黄油；奶油；奉承话 n.(Butter)人名；(英)巴特；(德、匈)布特

27 c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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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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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can 1 vt.将…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能；能够；可以；可能 n.罐头；（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容器；（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
的）食品罐头

30 cereal 2 ['siəriəl] n.谷类，谷物；谷类食品；谷类植物 adj.谷类的；谷类制成的

31 circle 1 ['sə:kl] n.循环，周期；圆；圈子；圆形物 vi.盘旋，旋转；环行 vt.画圆圈；环绕…移动

32 coffee 2 ['kɔfi] n.咖啡；咖啡豆；咖啡色 n.(Coffee)人名；(英)科菲

33 com 1 abbr.组件对象模型（ComponentObjectModel）；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Computer-OutputMicrofilm）

34 combined 1 [kəm'baind] adj.结合的；[数]组合的 v.使结合；联合（combine的过去分词）

35 combines 1 [kəm'baɪn] v. 联合；使结合；结合 n. 集团；联合收割机；联合企业

36 c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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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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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39 cook 2 [kuk] vt.烹调，煮 vi.烹调，做菜 n.厨师，厨子 n.(Cook)人名；(英、印)库克

40 cooked 3 [kukt] adj.煮熟的 v.煮（cook的过去式、过去分词形式）

41 culturally 1 ['kʌltʃərəli] adv.从文化角度，文化意义上；在人文学方面

42 culture 1 ['kʌltʃə] n.文化，文明；修养；栽培 vt.[细胞][微]培养（等于cult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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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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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dear 1 [diə] adj.亲爱的；尊敬的；昂贵的 adv.高价地；疼爱地 int.哎呀 n.亲爱的人 n.(Dear)人名；(英、西)迪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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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diverse 2 [dai'və:s, di-] adj.不同的；多种多样的；变化多的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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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donut 1 ['dəunət] n.炸面圈；环状线圈（等于doughnut）

49 donuts 1 n. 甜甜圈（donut的复数）；油炸圈饼

50 drinks 1 [drɪŋks] n. 饮料 名词drink的复数形式.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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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at 4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53 eaten 1 [英 [ˈi:tn] 美 [ˈitn] v.吃（ea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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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gg 1 n.蛋；卵子；家伙；鸡蛋 vt.煽动；怂恿 n.(Egg)人名；(法、英)埃格

56 eggs 5 [egz] n. 蛋；鸡蛋 名词egg的复数形式.

57 email 1 ['i:'meil] n.电子信函 vt.给…发电子邮件 n.(Email)人名；(法)埃马伊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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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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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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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plore 1 [ik'splɔ:] vt.探索；探测；探险 vi.探索；探测；探险

62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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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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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flour 1 ['flauə] n.面粉；粉状物质 vt.撒粉于；把…磨成粉 n.(Flour)人名；(法)弗卢尔

66 food 4 [fu:d] n.食物；养料

67 foods 1 [fuːdz] n. 食品 名词food的复数形式.

68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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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French 1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71 from 7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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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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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gathered 1 ['gæðəɒ] adj. 聚集的；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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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g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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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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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grains 1 [greins] n.[作物]谷粒（grain的复数）；双齿鱼叉，多齿鱼叉

79 Gregory 2 ['gregəri] n.格雷戈里（男子名，古代罗马教皇之名）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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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har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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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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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hav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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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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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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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heated 2 ['hi:tid] adj.热的；激昂的；激动的 v.加热；使兴奋（heat的过去分词）

87 helps 1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88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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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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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in 10 [in] prep.按照（表示方式）；从事于；在…之内 adv.进入；当选；（服装等）时髦；在屋里 adj.在里面的；时髦的 n.执政
者；门路；知情者 n.(In)人名；(中)演(广东话·威妥玛)；(柬)殷(用于名字第一节)，因；(日)寅(名)

92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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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is 1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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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juice 2 [dʒu:s] n.（水果）汁，液；果汁

97 kinds 2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98 larger 2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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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l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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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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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like 2 [laik] vt.喜欢；想；愿意 vi.喜欢；希望 prep.像；如同 adj.同样的；相似的 n.爱好；同样的人或物 adv.可能 conj.好像

103 liquid 1 ['likwid] adj.液体的；清澈的；明亮的；易变的 n.液体，流体；流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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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mad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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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manufactured 1 [mænjʊ'fæktʃəd] adj. 制成的；人造的 动词manufactu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7 many 5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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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meal 4 [mi:l] n.一餐，一顿饭；膳食 vi.进餐

110 meat 2 [mi:t] n.肉，肉类（食用）

111 mid 1 [mid] adj.中间的；中央的 prep.在…之中 n.(Mid)人名；(柬)米

112 milk 1 [milk] n.牛奶；乳状物 vt.榨取；挤…的奶 vi.挤奶 n.(Milk)人名；(英)米尔克

113 milky 1 ['milki] adj.乳白色的；牛奶的；乳状的；柔和的；混浊不清的 n.(Milky)人名；(巴基)米尔基

114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115 mixture 2 ['mikstʃə] n.混合；混合物；混合剂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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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morning 3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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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20 nice 1 [nais] adj.精密的；美好的；细微的；和蔼的 n.(Nice)人名；(英)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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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of 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23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24 oil 1 [ɔil] n.油；石油；油画颜料 vt.加油；涂油；使融化 vi.融化；加燃油

125 On 4 [ɔn, ɔ:n, ən, n] adv.向前地；作用中，行动中；继续着 prep.向，朝……；关于；在……之上；在……时候 adj.开着的；发生着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126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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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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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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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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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pancakes 1 ['pænkeɪks] n. 薄煎饼（名词pancake复数形式） v. (飞机)平坠着陆，平降；垂直降落；（使）平伸，（使）平展（动
词panc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132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33 percent 1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134 pigs 1 n.猪（pig的复数）

135 popular 5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136 poured 1 英 [pɔː (r)] 美 [pɔː r] v. 不断流动；倒；倾泻；蜂涌而来 n. 倾泻

137 prefer 2 [pri'fə:] vt.更喜欢；宁愿；提出；提升 vi.喜欢；愿意

138 preference 1 ['prefərəns] n.偏爱，倾向；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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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processed 1 [p'rəsest] adj. 经加工的；处理的 动词proc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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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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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question 4 ['kwestʃən] n.问题，疑问；询问；疑问句 vt.询问；怀疑；审问 vi.询问；怀疑；审问

144 rich 1 adj.富有的；肥沃的；昂贵的 adj.油腻的，含有很多脂肪 n.(Rich)人名；(丹)里克；(捷)里赫；(英、西)里奇；(葡、法)里什

145 ring 2 [riŋ] vi.按铃；敲钟；回响；成环形 n.戒指；铃声，钟声；拳击场；环形物 vt.按铃；包围；敲钟；套住 n.(Ring)人名；
(英、西、德、匈、瑞典、芬)林

146 sausage 1 ['sɔsidʒ, 'sɔ:-] n.香肠；腊肠；装香肠的碎肉

147 save 1 vt.节省；保存；储蓄；解救 vi.节省；挽救 prep.除...之外 n.救援 n.(Save)人名；(法)萨夫；(意、保、西、罗、塞、瑞典)
萨薇(女名)，萨韦

148 section 1 n.截面；部分；部门；地区；章节 vi.被切割成片；被分成部分 vt.把…分段；将…切片；对…进行划分

149 send 1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150 shape 1 [ʃeip] n.形状；模型；身材；具体化 vt.形成；塑造，使成形；使符合 vi.形成；成形；成长 n.(Shape)人名；(瑞典)沙佩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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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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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sof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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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some 1 adj.一些；某个；大约；相当多的 pron.一些；若干；其中的一部分；（数量不确切时用）有些人 adv.非常；相当；<美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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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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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158 somewhat 1 ['sʌmhwɔt, -hwət] n.几分；某物 adv.有点；多少；几分；稍微

159 stachel 2 n. 施塔赫尔

160 Stat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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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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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sugar 1 ['ʃugə] n.糖；食糖；甜言蜜语 vt.加糖于；粉饰 vi.形成糖 n.(Sugar)人名；(英)休格

163 swee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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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taste 1 [teist] n.味道；品味；审美 vt.尝；体验 vi.尝起来；有…的味道 n.(Taste)人名；(法)塔斯特

165 teacher 2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166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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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thank 1 [θæŋk] vt.感谢 n.感谢 int.谢谢

169 t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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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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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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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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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173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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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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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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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to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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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toast 1 n.干杯；烤面包；接受敬酒的人；（在某领域）广受赞誉的人 vt.向…祝酒，为…干杯 vi.烤火，取暖；使暖和；烘烤
（面包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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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81 Ukraine 1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182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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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us 4 pron.我们

185 usual 2 ['ju:ʒuəl] adj.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186 usually 3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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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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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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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waffles 1 英 ['wɒfl] 美 ['wɑ fːl] v. 闲聊；胡扯 n. 废话；无聊的话 n. 华夫饼干

191 wa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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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93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194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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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week 1 [wi:k] n.周，星期

196 weekday 1 n.平日，普通日；工作日

197 weekend 2 [,wi:k'end, 'wi:kend] n.周末，周末休假；周末聚会 adj.周末的，周末用的 vi.度周末

198 weekends 1 [,wi:k'ends, 'wi:kendz] adv.在每周末 n.周末（weekend的复数）

199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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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when 2 conj.考虑到；既然；当…时；在…时；如果 adv.什么时候，何时；（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在那时；其时；当时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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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whi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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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04 will 1 [wɪl] n.意志；决心；情感；遗嘱；意图；心愿 vt.决心要；遗赠；用意志力使 vi.愿意；下决心 aux.将；愿意；必须

205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06 wonder 1 [ˈwʌndə(r)] n.惊奇；奇迹；惊愕 vi.怀疑；想知道；惊讶 vt.怀疑；惊奇；对…感到惊讶 adj.奇妙的；非凡的 n.Wonder，
旺德（人名）

207 word 1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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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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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211 writes 1 [raɪt] v. 写；书写；填写；作曲

212 writing 1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213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14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15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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