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1-19 [Health and Lifestyle] Thanksgiving Plans and Turkey
Sales Uncertain 词汇表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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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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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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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ffect 1 [ə'fekt, 'æfekt] vt.影响；感染；感动；假装 vi.倾向；喜欢 n.情感；引起感情的因素

6 afraid 1 [ə'freid] adj.害怕的；恐怕；担心的

7 agrees 1 [ə'ɡriː ] v. 同意；赞成；承认；符合；一致

8 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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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lone 1 [ə'ləun] adj.独自的；单独的；孤独的 adv.独自地；单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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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2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3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14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5 and 1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6 animals 1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17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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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ny 1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20 a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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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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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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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ssociated 1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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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6 because 4 [bi'kɔz] conj.因为

27 been 4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28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29 beth 1 [beiθ, beθ] n.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

30 bi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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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iological 1 [,baiəu'lɔdʒik,-kəl] adj.生物的；生物学的

32 bird 1 [bə:d] n.鸟；家伙；羽毛球 vt.向…喝倒彩；起哄 vi.猎鸟；观察研究野鸟 n.(Bird)人名；(英、西)伯德

33 birds 5 ['bɜːdz] n. 鸟，鸟类；禽（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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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oies 4 n. 博伊斯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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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o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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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rand 2 [brænd] vt.铭刻于，铭记；打烙印于；印…商标于 n.商标，牌子；烙印 n.(Brand)人名；(英、德、俄、西、意、罗、葡、
捷、芬、瑞典、匈)布兰德；(法)布朗

39 breasts 1 [brest] n. 乳房；胸脯 vt. (以胸)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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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breeding 1 ['bri:diŋ] n.繁殖；饲养；教养；再生 v.生产；培育；使…繁殖（breed的ing形式） n.(Breeding)人名；(英)布里丁

41 Bryan 1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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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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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butterball 2 ['bʌtəbɔ:l] n.小鸭的一种；胖子（口语）

45 Buyers 3 n. 买主，买方，买家，采购员（名词buyer的复数形式）；拜尔斯（姓氏）

46 buying 1 n.买进 v.购买；获得；收买（buy的ing形式）

47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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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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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all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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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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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53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54 category 1 ['kætigəri] n.种类，分类；[数]范畴

55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56 celebrate 2 vt.庆祝；举行；赞美；祝贺；宣告 vi.庆祝；过节；举行宗教仪式

57 celebrated 1 ['selibreitid] adj.著名的；有名望的 v.庆祝（celeb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8 celebration 1 [,seli'breiʃən] n.庆典，庆祝会；庆祝；颂扬

59 celebrations 1 n.庆祝( celebration的名词复数 ); 庆祝会（仪式）

60 centerpiece 2 ['sentəpi:s] n.中心装饰品；放在餐桌中央的摆饰

61 certai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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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certainly 1 ['sə:tənli] adv.当然；行（用于回答）；必定

63 chain 3 n.链；束缚；枷锁 vt.束缚；囚禁；用铁链锁住

64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65 chickens 1 ['tʃɪkɪn] n. 鸡；鸡肉；胆小者 adj. 懦弱的；胆小的 vi. 失去勇气

66 children 1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67 closest 1 [k'ləʊsɪst] adj. 最靠近的

68 commodity 2 [kə'mɔditi] n.商品，货物；日用品

69 company 1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70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71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72 consisting 1 [kən'sɪst] vi. 由 ... 组成；构成；在于；符合

73 contain 1 [kən'tein] vt.包含；控制；容纳；牵制（敌军） vi.含有；自制

74 contributed 2 [kən'trɪbju tː] vt. 捐助；投稿 vi. 投稿；贡献；是原因之一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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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cooking 1 n.烹饪 adj.烹调的 v.烹调；筹划（cook的ing形式）

77 Daley 1 n.戴利（男子名）

78 danica 1 n. 丹妮卡

79 dede 2 德德

80 different 3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81 d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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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doubt 1 [daut] n.怀疑；疑问；疑惑 v.怀疑；不信；恐怕；拿不准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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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ducks 1 n.鸭子（duck的复数）；薄帆布工作服，帆布裤子 v.闪避；没入水中（duck的第三人称单数） n.(Ducks)人名；(匈)杜克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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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arlier 2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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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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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nergy 1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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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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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92 families 1 ['fæməlɪz] n.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

93 famil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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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famous 1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95 farm 2 [fɑ:m] vi.种田，务农；经营农场 n.农场；农家；畜牧场 vt.养殖；耕种；佃出（土地）

96 Farmers 1 n.[农]农民（farmer的复数）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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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federation 1 ['fedəreiʃən] n.联合；联邦；联盟；联邦政府

99 female 1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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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final 1 ['fainl] adj.最终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 n.决赛；期末考试；当日报纸的末版

102 flavor 2 ['fleivə] n.情味，风味；香料；滋味 vt.加味于

103 food 2 [fu:d] n.食物；养料

104 for 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5 fourth 1 [fɔ:θ] adj.第四的，第四个的；四分之一的 n.第四，月的第四日；四分之一 num.第四

106 Francisco 1 [fræn'siskəu] n.弗朗西斯科（男子名，等于Francis）

107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108 fright 1 [frait] n.惊吓；惊骇 vt.使惊恐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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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gain 1 [gein] n.增加；利润；收获 vt.获得；增加；赚到 vi.增加；获利 n.(Gain)人名；(英、匈、法)盖恩

111 gather 1 ['gæðə] vt.收集；收割；使…聚集；使…皱起 vi.聚集；化脓；皱起 n.聚集；衣褶；收获量 n.(Gather)人名；(德)加特

112 gathering 1 ['gæðəriŋ] n.聚集；集会；收款 v.聚集（gather的ing形式）

113 gatherings 1 ['ɡæðərɪŋz] n. 聚集，集会（名词gathering的复数形式）

114 g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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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going 2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116 gre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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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18 happens 1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119 harvest 1 ['hɑ:vist] n.收获；产量；结果 vt.收割；得到 vi.收割庄稼

120 harvested 1 英 ['hɑːvɪst] 美 ['hɑ rːvɪst] n. 收成；收获；收割；成果；后果 v. 收获；收割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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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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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haven 1 ['heivən] n.港口；避难所，安息所 vt.为……提供避难处；安置……于港中 n.(Haven)人名；(英)黑文

124 having 2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125 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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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hol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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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holiday 4 ['hɔlədi] n.假日；节日；休息日 vi.外出度假 n.(Holiday)人名；(英)霍利迪

128 holidays 1 ['hɔlədiz] adv.每逢假日，在假日 v.度假（holiday的单三形式） n.假日（holida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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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hoping 1 ['həʊpɪŋ] n.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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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32 howe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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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ideas 1 观念

134 immediate 3 [i'mi:diət] adj.立即的；直接的；最接近的

135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36 i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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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38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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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invested 1 [ɪn'vest] v. 投资；投入

141 is 1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2 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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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44 journalist 1 ['dʒə:nəlist] n.新闻工作者；报人；记日志者

145 jus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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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kirka 1 n. 克尔卡(在土耳其；东经 30º31' 北纬 39º16')

147 know 2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48 kroger 1 n.克罗格（美国跨国公司名）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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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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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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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left 1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154 leftovers 2 英 ['leftəʊvə] 美 ['leftoʊvə] n. 剩余物；残羹剩菜 名词leftover的复数形式.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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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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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litt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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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London 1 ['lʌndən] n.伦敦

159 lo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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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love 1 [lʌv] n.恋爱；亲爱的；酷爱；喜爱的事物 vt.喜欢；热爱；爱慕 vi.爱 n.(Love)人名；(英)洛夫

161 Lynn 1 [lin] n.林恩（姓氏）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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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major 1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164 manager 1 ['mænidʒə] n.经理；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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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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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marriage 1 ['mæridʒ] n.结婚；婚姻生活；密切结合，合并 n.(Marriage)人名；(英)马里奇

168 matteo 2 n. 马泰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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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meal 2 [mi:l] n.一餐，一顿饭；膳食 vi.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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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meals 1 [miː lz] n. 伙食 名词meal的复数形式.

172 mean 1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173 message 1 ['mesidʒ] n.消息；差使；启示；预言；广告词 vi.报信，报告；[通信]报文 vt.通知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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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million 1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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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months 3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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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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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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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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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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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84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85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186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87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88 offer 1 [ˈɒfə] vt.提供；出价；试图 n.提议；出价；意图；录取通知书 vi.提议；出现；献祭；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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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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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on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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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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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operated 1 ['ɒpəreɪtɪd] v. 操作；运动；运算；作战；见效；完成；开刀 动词op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4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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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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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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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owned 1 [əund] v.拥有；承认（own的过去分词） adj.自身拥有的

199 owner 1 ['əunə] n.[经]所有者；物主

200 parents 1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201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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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particular 2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203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04 people 8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05 perc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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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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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Pescadero 1 n. 佩斯卡德罗(在美国；西经 122º25' 北纬 37º15')

208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209 planning 1 ['plæniŋ] n.规划；计划编制 v.计划；设计；预期（plan的ing形式）

210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211 playing 1 ['pleiiŋ] n.比赛；演奏 v.玩耍（play的ing形式）

212 plenty 1 ['plenti] n.丰富，大量；充足 adj.足够的，很多的 adv.足够 n.(Plenty)人名；(英)普伦蒂

213 point 1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214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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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pr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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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producer 1 [prəu'dju:sə] n.制作人，制片人；生产者；发生器

217 products 2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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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raises 1 ['reɪzɪz] n. 加薪；增加 名词raise的复数形式.

220 raising 1 ['reiziŋ] n.高地；提高；举；浮雕装饰 v.饲养；升起；举起（raise的ing形式）

221 re 3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222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23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224 rebecca 1 [ri'bekə] n.丽贝卡（女子名，寓意迷人的美）

225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26 relatives 2 [relə'tɪvz] n. 亲戚

227 re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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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resear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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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risky 1 ['riski] adj.危险的；冒险的；（作品等）有伤风化的

230 root 1 [ru:t, rut] n.根；根源；词根；祖先 vi.生根；根除 vt.生根，固定；根源在于 n.(Root)人名；(英)鲁特；(德、瑞典)罗特

231 s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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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ales 1 [seilz] adj.销售的，售货的；有关销售的 n.销售（sale的复数）；销售额 n.(Sales)人名；(意、西、葡)萨莱斯；(法)萨勒；
(英)塞尔斯

233 sa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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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San 1 [sa:n] abbr.存储区域网（StorageAreaNetworking） n.(San)人名；(泰)讪；(俄、罗、刚)萨恩；(土、柬)桑；(缅)山

235 says 3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36 scary 2 adj.（事物）可怕的；恐怖的；吓人的；（人）提心吊胆的；引起惊慌的；胆小的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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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sellers 1 n. 塞勒斯

239 sells 1 [sel] v. 出售；卖

240 sending 1 ['sendɪŋ] 发送； 派遣

241 senior 1 ['si:njə] adj.高级的；年长的；地位较高的；年资较深的，资格较老的 n.上司；较年长者；毕业班学生 n.(Senior)人名；
(英)西尼尔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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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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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hould 2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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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siblings 1 ['sɪblɪŋz] n. 同胞；同科 名词sibling的复数形式.

247 size 3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248 smaller 5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49 smallest 1 ['smɔː lɪst] adj. 最小的

250 s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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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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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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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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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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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56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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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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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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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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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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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62 supplies 1 [səp'laɪz] n. 物资；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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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thanksgiving 7 n.感恩

265 th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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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the 2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67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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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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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70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71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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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thinking 2 ['θiŋkiŋ] adj.思考的；思想的；有理性的；好思考的 n.思考；思想；想法；意见；见解 v.思考（think的现在分词）

274 thinks 1 [θɪŋk] v. 认为；想；记起；考虑 n. 想

275 thi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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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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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throug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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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Thursday 1 ['θə:zdi; -dei] n.星期四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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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to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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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82 traditional 1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283 traditionally 1 [trə'diʃənəli] adv.传统上；习惯上；传说上

284 turkey 12 ['tə:ki] n.火鸡；笨蛋；失败之作

285 turkeys 8 英 ['tɜːki] 美 ['tɜ rːki] n. 火鸡；笨蛋；失败之作 n. [T-]土耳其

286 uncertain 1 [,ʌn'sə:tən] adj.无常的；含糊的；靠不住的；迟疑不决的

287 unit 1 ['ju:nit] n.单位，单元；装置；[军]部队；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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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useful 1 ['ju:sful] adj.有用的，有益的；有帮助的

290 usually 4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91 valued 1 ['vælju:d] adj.重要的；宝贵的；贵重的；经估价的

292 ve 6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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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vice 1 [vais] n.恶习；缺点；[机]老虎钳；卖淫 prep.代替 vt.钳住 adj.副的；代替的 n.(Vice)人名；(塞)维采

295 video 1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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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walmart 1 ['wɔlma:t] n.沃尔玛（世界连锁零售企业）

298 wa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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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00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01 w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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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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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303 welch 2 [welʃ; weltʃ] n.韦尔奇（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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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whatever 1 [hwɔt'evə, 'hwət-] adj.不管什么样的 pron.无论什么；诸如此类 conj.无论什么

306 wh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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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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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10 whole 3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311 wi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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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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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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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worried 1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315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316 year 6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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