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7-31 [Arts and Culture] New York's 200 French Fries Offer
'Escape' from Daily Life 词汇表词汇表

1 acidic 1 [ə'sidik] adj.酸的，酸性的；产生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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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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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6 airy 1 ['εəri] adj.空气的；通风的；幻想的；轻快的；空中的 n.(Airy)人名；(英)艾里

7 alcohol 1 ['ælkəhɔl] n.酒精，乙醇

8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9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0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1 and 1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2 andy 1 ['ændi] n.安迪（男子名，等于Andrew）

13 angela 1 ['ændʒilə] n.安吉拉（女子名）

14 announce 1 [ə'nauns] vt.宣布；述说；预示；播报 vi.宣布参加竞选；当播音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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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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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8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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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0 beef 1 [bi:f] n.牛肉；肌肉；食用牛；牢骚 vi.抱怨，告发；发牢骚 vt.养；加强

21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22 begins 1 [bɪ'ɡɪn] v. 开始；着手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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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oiling 1 ['bɔiliŋ] adj.沸腾的；激昂的 n.沸腾；煮沸；起泡 adv.沸腾

25 briefly 1 ['bri:fli] adv.短暂地；简略地；暂时地

26 broken 1 ['brəukən] adj.破碎的；坏掉的 v.折断；打碎；损坏（break的过去分词）

27 brown 1 [braun] adj.棕色的，褐色的；太阳晒黑的 vi.变成褐色 n.褐色，棕色 vt.使变成褐色 n.(Brown)人名；(英、意、芬、捷、
德、法、西、葡)布朗

28 bun 1 [bʌn] n.小圆面包 屁股 圆髻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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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alderone 3 n. 考尔德伦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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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celebrate 1 vt.庆祝；举行；赞美；祝贺；宣告 vi.庆祝；过节；举行宗教仪式

33 champagne 1 [,ʃæm'pein] n.香槟酒；香槟酒色 n.(Champagne)人名；(法)尚帕涅；(英)尚帕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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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f 3 [ʃef] n.厨师，大师傅 n.(Chef)人名；(法)谢夫

36 Cher 1 [ʃεə] n.谢尔河（法国）

37 chopped 1 [tʃɔpt] v.砍；斩碎；大量削减（chop的过去分词）

38 city 2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39 claims 2 [kleɪm] n. 要求；要求权；主张；断言；声称；要求物 vt. 要求；请求；主张；声称；断言

40 closed 1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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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old 1 [kəuld] adj.寒冷的；冷淡的，不热情的；失去知觉的 n.寒冷；感冒 adv.完全地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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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ook 1 [kuk] vt.烹调，煮 vi.烹调，做菜 n.厨师，厨子 n.(Cook)人名；(英、印)库克

44 cookbook 1 ['kuk,buk] n.食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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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ooks 1 [kʊk] n. 厨师；炊事员 v. 烹调；烧煮；捏造；纂改(账目)

47 corporate 1 adj.法人的；共同的，全体的；社团的；公司的；企业的

48 cost 1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49 costing 1 ['kɔstiŋ] n.成本计算；生产费用 v.花费（cost的ing形式） n.(Costing)人名；(罗)科斯廷格

50 costliest 2 ['kɒstlɪɪst] adj. 最昂贵的

51 costly 1 ['kɔstli] adj.昂贵的；代价高的 n.(Costly)人名；(英)科斯特利

52 costs 1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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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R 2 n. 镉比值(呼叫率；阻容；托架折回)

55 cream 1 [kri:m] n.奶油，乳脂；精华；面霜；乳酪

56 creation 1 [kri:'eiʃən] n.创造，创作；创作物，产物

57 creative 1 [kri'eitiv] adj.创造性的

58 credited 1 [k'redɪtɪd] v. 记入贷方；信用 vbl. 记入贷方；信用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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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rispy 2 ['krispi] adj.酥脆的；易碎的；干净利落的；生气勃勃的 n.(Crispy)人名；(法)克里斯皮

61 daily 1 ['deili] adj.日常的；每日的 n.日报；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日常地；每日；天天 n.(Daily)人名；(英)戴利

62 de 1 [di:] abbr.判定元件（DecisionElement） n.(De)人名；(朝)大

63 de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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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deep 1 [di:p] n.深处；深渊 adj.深的；低沉的；深奥的 adv.深入地；深深地；迟 n.(Deep)人名；(英)迪普

65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66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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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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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70 east 1 [i:st] n.东方；东风；东方国家 adj.东方的；向东的；从东方来的 adv.向东方，在东方 n.(East)人名；(英)伊斯特

71 eat 1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72 eaten 2 [英 [ˈi:tn] 美 [ˈitn] v.吃（ea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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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ight 1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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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scape 2 vt.逃避，避开，避免；被忘掉；被忽视 vi.逃脱；避开；溜走；（气体，液体等）漏出；（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
而）逃脱；声音（不自觉地）由…发出 n.逃跑；逃亡；逃走；逃跑工具或方法；野生种；泄漏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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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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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ecutive 1 adj.行政的；经营的；执行的，经营管理的 n.总经理；执行委员会；执行者；经理主管人员

80 expensive 2 [ik'spensiv] adj.昂贵的；花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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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f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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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Federal 1 ['fedərəl] adj.联邦的；同盟的 n.北部联邦同盟盟员；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84 finely 1 ['fainli] adv.非常地；细微地；美好地；雅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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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flat 1 adj.平的；单调的；不景气的；干脆的；平坦的；扁平的；浅的 adv.（尤指贴着另一表面）平直地；断然地；水平地；直
接地，完全地 n.平地；公寓；平面 vt.使变平；[音乐]使（音调）下降，尤指降半音 vi.逐渐变平；[音乐]以降调唱（或奏）
n.（法）弗拉特（人名）；（英）弗莱特（人名）

86 flesh 1 [fleʃ] n.肉；肉体 vt.喂肉给…；使发胖 vi.长胖 n.(Flesh)人名；(英)弗莱什

87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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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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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Frederick 1 ['fredrik] n.弗雷德里克（男子名）

91 French 5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92 fried 1 [fraid] adj.油炸的，油煎的；喝醉了的 v.油炸（fry的过去分词）

93 fries 8 [fraiz] n.炸薯条（Frenchfries） n.(Fries)人名；(英、瑞典、德、荷)弗里斯；(西)弗列斯

94 frites 1 [fri:t] n.薯条；炸薯条；油炸土豆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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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fun 1 [fʌn] n.乐趣；玩笑；有趣的人或事 adj.供娱乐用的 vi.开玩笑

97 fungus 1 ['fʌŋgəs] n.真菌，霉菌；菌类

98 gold 1 [gəuld] n.金，黄金；金色；金币 adj.金的，金制的；金色的 n.(Gold)人名；(英、法、德、西、罗、捷、瑞典)戈尔德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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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goose 1 [gu:s] n.鹅；鹅肉；傻瓜；雌鹅 vt.突然加大油门；嘘骂 n.(Goose)人名；(德)戈泽；(英)古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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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Guinness 1 ['ginis] n.吉尼斯黑啤酒（英国产强性黑啤酒的一种）

103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104 hamburger 2 n.汉堡包，火腿汉堡；牛肉饼，肉饼；碎牛肉 n.(Hamburger)人名；(英)汉堡；(瑞典)汉布里耶；(德)汉布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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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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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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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09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10 high 2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111 ice 1 [[ais] n.冰；冰淇淋；矜持；（俚）钻石 vt.冰镇；结冰 vi.结冰 adj.冰的 n.(Ice)人名；(英)艾斯；(法)伊斯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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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14 inflation 1 [in'fleiʃən] n.膨胀；通货膨胀；夸张；自命不凡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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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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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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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120 July 2 [dʒʊˈlaɪ] n.七月

121 kitchen 1 ['kitʃin] n.厨房；炊具；炊事人员 n.(Kitchen)人名；(英)基钦

122 known 2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23 la 1 [lɑ:] n.全音阶中的第6个音；A音的唱名 n.(La)人名；(中)辣(广东话·威妥玛)；(越)罗；(朝)罗；(缅、老)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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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life 2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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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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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li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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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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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list 1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130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131 lo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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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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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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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135 Manhattan 1 [mæn'hætən; mən-] n.曼哈顿岛（美国的一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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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marilyn 1 ['mærilin] n.玛里琳（女子名）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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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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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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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Monroe 1 [mən'rəu] n.门罗（男子名）；门罗（美国第五任总统）

142 Moore 1 [muə; mɔ:] n.摩尔（男子名）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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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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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146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47 neighborhood 1 n.附近；街坊；接近；街区

148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49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50 of 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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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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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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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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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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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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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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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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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plant 1 [plɑ:nt, plænt] n.工厂，车间；植物；设备；庄稼 vt.种植；培养；栽培；安置 vi.种植 n.(Plant)人名；(英、西、意)普兰
特；(法)普朗

161 pleasantly 1 ['plezntli] adv.愉快地；和蔼地，亲切地；友好地

162 pomme 1 n.（法）苹果 n.(Pomme)人名；(法)波姆

163 potato 3 [pə'teitəu] n.[作物]土豆，[作物]马铃薯

164 potatoes 2 [pə'teɪtəʊz] n. 马铃薯；土豆；甘薯 名词potato的复数形式.

165 priciest 1 adj.价格高的，昂贵的( pricey的最高级 )

166 professional 1 [prə'feʃənəl] adj.专业的；职业的；职业性的 n.专业人员；职业运动员

167 rare 1 adj.稀有的；稀薄的；半熟的 adj.杰出的；极度的；非常好的 adv.非常；极其 vi.用后腿站起；渴望

168 reality 1 [ri'æləti, ri:-] n.现实；实际；真实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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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reconsider 1 [,ri:kən'sidə] vt.重新考虑；重新审议 vi.重新考虑

171 record 2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172 records 1 [rɪ'kɔː ds] n.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

173 red 1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174 reopened 1 英 [ˌriː 'əʊpən] 美 [ˌriː 'oʊpən] v. 重开；再开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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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reserve 1 n.储备，储存；自然保护区；预备队；缄默；[金融]储备金 vt.储备；保留；预约 vi.预订 n.(Reserve)人名；(法)勒塞尔
夫

177 restaurant 9 ['restərɔŋ, -rɔnt, -rənt] n.餐馆；[经]饭店

178 restaurants 1 餐馆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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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81 roll 1 [rəul] vt.卷；滚动，转动；辗 vi.卷；滚动；转动；起伏，摇晃 n.卷，卷形物；名单；摇晃 n.(Roll)人名；(英、法、德、
俄、罗、葡、捷、挪、西、瑞典)罗尔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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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rough 2 [rʌf] adj.粗糙的；粗略的；粗野的；艰苦的；未经加工的 vt.使粗糙；粗暴对待；草拟 n.艰苦；高低不平的地面；未经
加工的材料；粗糙的部分 vi.举止粗野 adv.粗糙地；粗略地；粗暴地 n.(Rough)人名；(英)拉夫

184 round 2 [raund] n.圆；循环；一回合；圆形物 adj.圆的；完全的；大概的；肥胖的 adv.在周围；迂回地；朝反方向；挨个 vt.完
成；围捕；绕行；弄圆 vi.进展；变圆；环行；发胖 prep.附近；绕过；大约；在…周围 n.(Round)人名；(英)朗德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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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schoen 2 n. 舍恩

187 serendipity 5 [,serən'dipəti] n.意外发现珍奇事物的本领；有意外发现珍宝的运气

188 served 1 英 [sɜːv] 美 [sɜ rː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189 serves 1 英 [sɜːv] 美 [sɜ rː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190 si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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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singer 1 ['siŋə] n.歌手，歌唱家 n.(Singer)人名；(英、德、瑞典、塞、罗、捷、葡、土)辛格；(法)桑热

192 skin 1 [skin] n.皮肤；外皮 vt.剥皮 vi.愈合；长皮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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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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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196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197 specialty 1 ['speʃəlti] n.专业，专长；特产；特性；招牌菜 adj.特色的；专门的；独立的

198 stachel 2 n. 施塔赫尔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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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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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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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sundae 1 ['sʌndei, -di:] n.圣代冰淇淋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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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tasty 1 ['teisti] adj.美味的；高雅的；有趣的 n.可口的东西；引人入胜的东西

205 temperature 1 n.温度；体温；气温；发烧

206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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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the 3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08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209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10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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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thin 3 [θin] adj.薄的；瘦的；稀薄的；微弱的 vt.使瘦；使淡；使稀疏 vi.变薄；变瘦；变淡 adv.稀疏地；微弱地 n.细小部分 n.
(Thin)人名；(越)辰；(柬)廷

212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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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14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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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t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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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topped 2 选取肥畜 拔顶的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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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truffle 1 ['trʌfl, 'tru:-] n.[植]松露；块菌；松露巧克力糖

220 truffles 1 [t'rʌflz] 块菌(微)

221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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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unpleasant 1 [,ʌn'plezənt] adj.讨厌的；使人不愉快的

224 upper 1 ['ʌpə] adj.上面的，上部的；较高的 n.(Upper)人名；(英)厄珀

225 usually 3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26 vegetable 1 ['vedʒitəbl] n.蔬菜；植物；植物人 adj.蔬菜的；植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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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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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vinegar 1 ['vinigə] n.醋

230 visiting 1 ['vizitiŋ] n.拜访，访问；参观 adj.参观的；游览的 v.参观（visit的现在分词）；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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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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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Warhol 1 沃霍尔 n.(Warhol)人名；(英)沃霍尔

23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35 watches 1 英 [wɒtʃ] 美 [wɑ tːʃ] v. 注视；看守；观看 n. 手表；监视；看守；值班

236 w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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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w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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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week 1 [wi:k] n.周，星期

239 well 1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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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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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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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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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world 5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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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48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49 yellow 2 adj.黄色的；黄皮肤的 adj.胆小的 n.黄色；黄种人；黄色颜料 vi.变黄或发黄 vt.使变黄或发黄

250 York 3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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