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18 [Arts and Culture] Prague Restaurant Creates
Coronavirus-Shaped Dessert 词汇表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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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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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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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head 1 adj.向前；在前的；领先 adv.向前地；领先地；在（某人或某事物的）前面；预先；在将来，为未来

5 alcohol 1 ['ælkəhɔl] n.酒精，乙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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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lready 2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8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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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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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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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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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ttempt 1 [ə'tempt] n.企图，试图；攻击 vt.企图，试图；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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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ball 1 [bɔ:l] n.球；舞会 vi.成团块 vt.捏成球形 n.(Ball)人名；(土)巴勒；(英、西)鲍尔；(法、德、俄、罗、捷)巴尔

17 battling 1 ['bætl] n.战役；斗争 vi.斗争；作战 vt.与…作战 n.(Battle)人名；(英)巴特尔；(法)巴特勒；(西)巴特莱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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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20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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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bit 1 n.[计]比特（二进位制信息单位）；少量；马嚼子；辅币；老一套；一点，一块 vt.控制 adj.很小的；微不足道的 adv.有点
儿；相当 vt.咬（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 bla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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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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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budnik 2 布德尼克

26 business 3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27 businesses 1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28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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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ut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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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ak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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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32 center 1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33 chance 1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34 charge 1 [tʃɑ:dʒ] n.费用；电荷；掌管；控告；命令；负载 vt.使充电；使承担；指责；装载；对…索费；向…冲去 vi.充电；控
告；索价；向前冲；记在账上 n.(Charge)人名；(法)沙尔热；(英)查奇

35 chocolate 2 ['tʃɔkəlit] n.巧克力，巧克力糖；巧克力色 adj.巧克力色的；巧克力口味的 n.(Chocolate)人名；(葡)绍科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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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ocoa 1 ['kəukəu] n.可可粉；可可豆；可可饮料；深褐色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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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oronavirus 6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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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country 1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乐
的

41 covered 1 ['kʌvəd] adj.覆盖了的；隐蔽着的；有屋顶的 v.覆盖；包括；掩护（cover的过去分词）

42 covid 1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43 creates 1 [kri'ː eɪts] n. 创立 创建.

44 creator 1 [kri'eitə] n.创造者；创建者

45 crisis 2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46 Czech 2 [tʃek] adj.捷克的，捷克人的，捷克语的 n.捷克人；捷克语

47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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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decreased 1 [dɪ'kriː s] v. 减少；减小；降低 n. 减少；降低

49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50 dessert 2 [di'zə:t] n.餐后甜点；甜点心 n.(Dessert)人名；(法)德塞尔

51 detail 1 ['di:teil, di'teil] n.细节，详情 vt.详述；选派 vi.画详图

52 diners 1 n. 用餐者，路边小饭馆；大莱卡（信用卡公司）

53 dried 1 [draid] adj.干燥的；弄干了的 v.使干（原形是dry）

54 dro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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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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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ateries 1 ['iː təri] n. 小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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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ggs 1 [egz] n. 蛋；鸡蛋 名词egg的复数形式.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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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tc 2 adv.等等，及其他

62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63 Evans 2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64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65 everything 1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66 expresses 1 [ɪk'spres] n. 快车；快递；专使 adj. 明确的；急速的；直接的 adv. 用快递 vt. 表达；表示；挤压出；快递

67 figured 1 ['figəd] adj.华丽的；有形状的；用图画表现的；有图案的 v.以图画或图表描绘；设想（figu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8 filling 1 ['filiŋ] n.填充；填料 v.填满；遍及（fill的ing形式） n.(Filling)人名；(瑞典)菲林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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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71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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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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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h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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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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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78 hermanek 1 赫尔马内克

79 highest 1 ['haiist] adj.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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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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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i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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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increa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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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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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infections 1 [ɪn'fekʃnz] n.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

86 ingredients 1 [ɪŋ'riː diənts] n. 配料；作料；材料 名词ingredient的复数形式.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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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89 invented 1 [ɪn'ventɪd] v. 发明；创造，捏造（动词inv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 已发明的

90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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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jiri 1 伊里

93 Jonathan 2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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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li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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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lime 1 [laim] n.石灰；酸橙；绿黄色 vt.撒石灰于；涂粘鸟胶于 adj.绿黄色的 n.(Lime)人名；(法)利姆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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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99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100 lots 1 [lɔts] n.大量，许多；一堆；命运（lot的复数） adv.很，非常 v.抽签；分组；把（土地）划分成块（lot的三单形式）

101 m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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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Madonna 2 [mə'dɔnə] n.圣母玛利亚；圣母像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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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manager 2 ['mænidʒə] n.经理；管理人员

105 marketing 1 ['mɑ:kitiŋ] n.行销，销售 v.出售；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使…上市（market的ing形式）

106 mixture 1 ['mikstʃə] n.混合；混合物；混合剂

107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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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mo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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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nail 1 [neil] vt.钉；使固定；揭露 n.[解剖]指甲；钉子 n.(Nail)人名；(法)纳伊；(土、阿拉伯、罗)纳伊尔

110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11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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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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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nut 1 [nʌt] n.螺母，螺帽；坚果；难对付的人，难解的问题 vi.采坚果 n.(Nut)人名；(阿拉伯)努特；(柬)努

115 object 1 ['ɔbdʒikt, -dʒekt, əb'dʒekt] n.目标；物体；客体；宾语 vt.提出…作为反对的理由 vi.反对；拒绝

116 of 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17 olga 2 ['ɔlgə] n.奥尔加（女子名）

118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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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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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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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22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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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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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photo 1 ['fəutəu] n.照片

125 pointed 1 ['pɔintid] adj.尖的；突出的；锐利的；率直的 v.指出；瞄准（point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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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Prague 4 n.布拉格（前捷克斯洛伐克首都；现捷克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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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prepared 1 adj.准备好的 v.准备（prepar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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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131 raspberries 2 n. 树莓；红草莓，山竹果（raspberry 复数形式）

132 raspberry 1 ['rɑ:zbəri, 'ræ-] n.覆盆子；舌头放在唇间发出的声音；（表示轻蔑，嘲笑等的）咂舌声 n.(Raspberry)人名；(英)拉斯伯
里

133 rates 1 [reɪt] n. 比率；速度；价格；费用；等级 v. 认为；估价；定等级；值得；怒斥；责骂

134 reported 1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135 represents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136 republic 2 [ri'pʌblik] n.共和国；共和政体

137 restaurant 5 ['restərɔŋ, -rɔnt, -rənt] n.餐馆；[经]饭店

138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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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sa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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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sauce 1 [sɔ:s] n.酱油；沙司；调味汁 vt.使增加趣味；给…调味 n.(Sauce)人名；(西)绍塞；(法)索斯

142 selling 1 ['seliŋ] n.销售；出售 v.出售（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 n.(Selling)人名；(英、德、瑞典)塞林

143 service 2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144 shap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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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s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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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147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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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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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spike 1 [spaik] n.长钉，道钉；钉鞋；细高跟 vt.阻止；以大钉钉牢；用尖物刺穿 n.(Spike)人名；(瑞典)斯皮克

151 spikes 2 ['spaɪks] pl. 钉鞋

152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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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success 1 [sək'ses] n.成功，成就；胜利；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

154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155 suffered 1 ['sʌfəd] v. 遭受，允许，宽恕（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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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surf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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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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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symbol 2 ['simbəl] n.象征；符号；标志

160 tastes 1 [teɪst] n. 味觉；味道；尝试；品味；爱好 v. 品尝；有 ... 味道的；体验

161 tennis 1 n.网球（运动） n.（英）坦尼斯（人名）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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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t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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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the 2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65 themed 1 [θi:md] adj.以…为主题的 v.以一个主题提供（theme的过去分词）

166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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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168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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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t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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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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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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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treat 1 [tri:t] vt.治疗；对待；探讨；视为 vi.探讨；请客；协商 n.请客；款待 n.(Treat)人名；(英)特里特

173 vaccination 1 [,væksi'neiʃən] n.接种疫苗；种痘

174 virus 2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17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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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w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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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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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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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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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who 1 pron.谁；什么人

182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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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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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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