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1-22 [Words and Their Stories] 'Let's Eat!' Thanksgiving
Dinner Idiom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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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3 ad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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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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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6 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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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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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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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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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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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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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ngry 1 ['æŋgri] adj.生气的；愤怒的；狂暴的；（伤口等）发炎的

18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19 anything 3 ['eniθiŋ] pron.任何事

20 apple 1 n.苹果，苹果树，苹果似的东西；[美俚]炸弹，手榴弹，（棒球的）球；[美俚]人，家伙。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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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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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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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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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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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e 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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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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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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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elongings 1 [bi'lɔŋiŋz] n.[经]财产，所有物；亲戚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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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34 b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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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igger 1 [bɪgə] adj.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

36 bread 1 [bred] n.面包；生计 vt.在…上洒面包屑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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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utt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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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uttered 2 英 ['bʌtə(r)] 美 ['bʌtər] n. 黄油；奶油 vt. 涂黄油；奉承

40 buttering 1 ['bʌtərɪŋ] n. 涂灰浆；隔离层；预堆边焊 动词butter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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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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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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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44 Caty 1 卡蒂

45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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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elery 1 ['seləri] n.[园艺]芹菜

48 cherry 1 ['tʃeri] n.樱桃；樱桃树；如樱桃的鲜红色；处女膜，处女 n.(Cherry)人名；(法、阿拉伯)谢里；(英)彻丽(女子教名Charity
的昵称)

49 city 2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50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除；
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51 collection 1 [kə'lekʃən] n.采集，聚集；[税收]征收；收藏品；募捐

52 combination 1 [,kɔmbi'neiʃən] n.结合；组合；联合；[化学]化合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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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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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ommon 3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57 compliment 1 ['kɔmplimənt] n.恭维；称赞；问候；致意；道贺 vt.恭维；称赞

58 compliments 1 ['kɒmplɪmənts] n. 贺词；问候 名词compliment的复数形式.

59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60 conversation 2 n.交谈，会话；社交；交往，交际；会谈；（人与计算机的）人机对话

61 cooked 1 [kukt] adj.煮熟的 v.煮（cook的过去式、过去分词形式）

62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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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deal 2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西)
迪尔

65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66 dessert 1 [di'zə:t] n.餐后甜点；甜点心 n.(Dessert)人名；(法)德塞尔

67 did 3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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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dinner 4 ['dinə] n.晚餐，晚宴；宴会；正餐 n.(Dinner)人名；(法)迪内

70 direct 2 [di'rekt, dai-] adj.直接的；直系的；亲身的；恰好的 vt.管理；指挥；导演；指向 vi.指导；指挥 adv.直接地；正好；按直系
关系

71 dis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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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d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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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74 d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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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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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as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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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at 2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78 eating 3 ['i:tiŋ] adj.侵蚀的；可生食的；进餐用的 n.吃；食物 v.吃（ea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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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ducation 1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81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82 Englis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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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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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84 e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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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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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ggerating 2 [ɪɡ'zædʒəreɪt] vt. 夸张；夸大；对...言过其实 vi. 夸张；夸大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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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pression 3 [英 [ɪk'spreʃn] 美 [ɪkˈsprɛʃən] n.表现，表示，表达；表情，脸色，态度，腔调，声调；式，符号；词句，语句，措
辞，说法

89 expressions 1 [ik'spreʃənz] n.[数]表达式；表情；公式；表示式（expression是复数形式）

90 facebook 1 ['feɪsbʊk] n. 肖像影集；脸谱网或脸书网（知名社交网站） v.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

91 fact 2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92 failing 1 ['feiliŋ] n.失败；缺点，过失；弱点 prep.如果没有… adj.失败的 v.失败；不及格（fail的ing形式） n.(Failing)人名；(英)费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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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fami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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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feel 1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96 fellowship 2 n.团体；友谊；奖学金；研究员职位

97 finally 1 ['fainəli] adv.最后；终于；决定性地

98 finder 1 n.发现者；探测器；（照相机的）[摄]取景器；（大望远镜上的）[天]寻星镜 n.（Finder）访达 n.（Finder）人名；(英、
德、瑞典、法)芬德

99 finishing 1 ['finiʃiŋ] adj.最后的；终点的 n.完成，结束；最后的修整 v.完成（finish的ing形式）

100 fix 1 [fiks] vt.使固定；修理；安装；准备 vi.固定；注视 n.困境；方位；贿赂 n.(Fix)人名；(英、法、德、瑞典)菲克斯

101 flatter 2 ['flætə] vt.奉承；谄媚；使高兴

102 flattered 1 ['flætəd] adj. 奉承的；过分夸赞的 动词flat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3 flattery 1 ['flætəri] n.奉承；谄媚；恭维话

104 food 5 [fu:d] n.食物；养料

105 for 10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6 friendly 1 ['frendli] adj.友好的；亲切的；支持的；融洽的，和睦的 adv.友善地；温和地 n.(Friendly)人名；(英)弗兰德利

107 friends 3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108 from 8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9 get 4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10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111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112 go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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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go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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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grade 1 [greid] n.年级；等级；成绩；级别；阶段 vt.评分；把…分等级 vi.分等级；逐渐变化 n.(Grade)人名；(英)格雷德；(法、
德、西、葡、塞、瑞典)格拉德

115 grain 3 [grein] n.粮食；颗粒；[作物]谷物；纹理 vi.成谷粒 vt.使成谷粒 n.(Grain)人名；(法)格兰

116 Greater 1 ['greitə] adj.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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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essed 1 [ɡes] v. 推测；猜中；以为 n. 猜测；猜想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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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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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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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24 heard 1 [hə:d] v.听到（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闻知 n.(Heard)人名；(英)赫德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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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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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herbs 1 [hɜːbs] n. 草本植物 名词herb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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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hi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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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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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h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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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hoping 1 ['həʊpɪŋ] n.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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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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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idiom 3 ['idiəm] n.成语，习语；土话

136 idioms 1 ['ɪdiəmz] 习语

137 if 4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38 important 3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39 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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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informal 2 adj.非正式的；不拘礼节的；随便的；通俗的；日常使用的

141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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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invite 1 [in'vait, 'invait] vt.邀请，招待；招致 n.邀请

144 involves 1 英 [ɪn'vɒlv] 美 [ɪn'vɑ lːv] vt. 包含；使忙于；牵涉；使卷入；使陷入

145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146 is 2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7 it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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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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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150 ju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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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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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54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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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157 le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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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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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60 l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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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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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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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lot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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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lying 1 adj.说谎的；躺着的，卧着的 n.说谎；横卧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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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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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m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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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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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168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169 many 4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70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171 mashed 4 [mæʃt] adj.捣碎的；捣烂的；被捣成糊状的 v.捣碎；调情（mash的过去分词）

172 matteo 2 n. 马泰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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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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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meal 1 [mi:l] n.一餐，一顿饭；膳食 vi.进餐

176 meals 1 [miː lz] n. 伙食 名词meal的复数形式.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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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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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meanings 1 ['miː nɪŋz] n. 含义 名词meaning的复数形式.

180 means 2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81 meeting 1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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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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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mixture 1 ['mikstʃə] n.混合；混合物；混合剂

185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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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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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move 2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89 mu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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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must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191 m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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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need 3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93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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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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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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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no 1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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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now 4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200 nowhere 1 ['nəuhwεə] adv.无处；任何地方都不；毫无结果 n.无处；任何地方；无名之地 adj.不存在的；毫无结果的；不知名的

201 of 2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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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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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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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on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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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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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o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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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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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210 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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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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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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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page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杰；(法)帕日

213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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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pecan 1 [pi'kæn] n.美洲山核桃；美洲山核桃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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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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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pie 11 [pai] n.馅饼；饼图；爱说话的人 vt.使杂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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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pies 2 abbr.图片兴趣探测调查（PictureInterestExplorationSurvey） n.(Pies)人名；(德)皮斯；(西)彼斯

220 pinch 4 [pintʃ] vt.捏；勒索；使苦恼；掐掉某物，修剪 n.匮乏；少量；夹痛 vi.夹痛；节省 n.(Pinch)人名；(英)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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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poet 1 ['pəuit] n.诗人

223 politicians 1 [pɒlɪ'tɪʃnz] 政治家

224 popular 2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225 potatoes 6 [pə'teɪtəʊz] n. 马铃薯；土豆；甘薯 名词potato的复数形式.

226 praise 1 [preiz] n.赞扬；称赞；荣耀；崇拜 vt.赞美，歌颂；表扬 vi.赞美；赞扬

227 probably 1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228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229 profits 1 n.[会计]收益，红利；盈利（profit的复数）

230 program 2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231 pumpkin 1 ['pʌmpkin, 'pʌŋ-] n.南瓜

232 real 1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233 really 2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34 rea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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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related 2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36 relationship 1 [ri'leiʃənʃip] n.关系；关联

237 remark 1 [ri'mɑ:k] n.注意；言辞 vt.评论；觉察 vi.谈论

238 remember 1 [ri'membə] vt.记得；牢记；纪念；代…问好 vi.记得，记起

239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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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salt 9 [sɔ:lt] n.盐；风趣，刺激性 adj.咸水的；含盐的，咸味的；盐腌的；猥亵的 vt.用盐腌；给…加盐；将盐撒在道路上使冰或
雪融化 n.(Salt)人名；(西)萨尔特；(英)索尔特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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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ay 7 [sei] vt.讲；说明；例如；声称；假设；指明 vi.讲；表示；念；假定；背诵 n.(Say)人名；(土)萨伊；(法、老、柬)赛；(英)
塞伊；(匈、罗)绍伊

244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245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46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47 schools 1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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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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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separ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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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separately 1 ['sepəritli] adv.分别地；分离地；个别地

252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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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seriously 2 ['siəriəsli, 'si:r-] adv.认真地；严重地，严肃地

254 serve 1 [sə:v]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n.发球，轮到发
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255 served 2 英 [sɜːv] 美 [sɜ rː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256 shared 1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7 side 3 [said] n.方面；侧面；旁边 vi.支持；赞助；偏袒 adj.旁的，侧的 vt.同意，支持 n.(Side)人名；(英)赛德

258 sincere 1 [sin'siə] adj.真诚的；诚挚的；真实的

259 slice 2 [slais] n.薄片；部分；菜刀，火铲 vt.切下；把…分成部分；将…切成薄片 vi.切开；割破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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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smallest 1 ['smɔː lɪst] adj. 最小的

262 s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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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olve 1 [sɔlv, sɔ:lv] vt.解决；解答；溶解 vi.作解答

264 som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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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66 somethin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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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ometimes 2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68 star 1 [stɑ:] n.星，恒星；明星；星形物 vt.用星号标于；由…主演，由…担任主角 vi.担任主角 adj.明星的，主角的；星形的 n.
(Star)人名；(瑞典)斯塔尔；(德)施塔尔

269 start 3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270 Sta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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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tories 2 [s'tɔː rɪz] n. 故事，传说（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 v. 讲…的故事；说假话（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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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straight 1 adj.直的；连续的；笔直的；正直的；整齐的；异性恋的 adv.直接地；不断地；立即；坦率地 n.直；直线；直男，直
女，异性恋者 n.(Straight)人名；(英)斯特雷特

274 strong 1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275 stuff 1 [stʌf] n.东西；材料；填充物；素材资料 vt.塞满；填塞；让吃饱 vi.吃得过多

276 stuffed 4 [stʌft] adj. 塞满了的；喂饱的 动词stuff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7 stuffing 1 ['stʌfiŋ] n.填料，填塞物

278 swe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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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take 4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280 talk 5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281 talking 5 ['tɔ:kiŋ] adj.说话的，多嘴的；有表情的 n.讲话，谈论 v.谈论；讲话（talk的ing形式） n.(Talking)人名；(英)托金

282 tas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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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teacher 1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284 tell 1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285 tells 1 [tel] v. 告诉；吩咐；讲述；表达；辨别；判断；泄露；告发；产生效果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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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thanks 1 n.谢谢（只用复数） int.谢谢

288 thanksgiving 12 n.感恩

289 tha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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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the 2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91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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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them 6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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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95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96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97 thing 2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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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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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thi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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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302 thumb 1 [θʌm] vt.翻阅；以拇指拨弄；作搭车手势；笨拙地摆弄 vi.用拇指翻书页；竖起拇指要求搭车 n.拇指

303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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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to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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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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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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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too 6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08 true 1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309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310 turkey 9 ['tə:ki] n.火鸡；笨蛋；失败之作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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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13 understood 1 [,ʌndə'stud] adj.被充分理解的；心照不宣的 v.明白；懂得（understand的过去分词）；熟悉

314 unhealthy 1 [,ʌn'helθi] adj.不健康的；危险的；有害身心健康的

315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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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u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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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us 1 pron.我们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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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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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ve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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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visit 1 ['vizit] n.访问；参观；逗留 vt.访问；参观；视察 vi.访问；暂住；闲谈 n.(Visit)人名；(老)维西；(泰)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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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wa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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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27 wa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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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w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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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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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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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whi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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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34 whole 1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335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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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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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without 1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338 wonderful 1 adj.极好的，精彩的，绝妙的；奇妙的；美妙；胜；神妙

339 word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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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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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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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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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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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44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345 you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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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