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8-02 [Health and Lifestyle] Book Explains Commonly
Confused Cooking Term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and 2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3 she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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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s 2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5 of 1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6 that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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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to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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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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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between 12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10 difference 12 n.差异；不同；争执

11 said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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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i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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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not 9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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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milk 8 [milk] n.牛奶；乳状物 vt.榨取；挤…的奶 vi.挤奶 n.(Milk)人名；(英)米尔克

16 warshaw 8 n. 沃肖

17 abou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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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they 7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9 a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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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be 6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1 book 6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22 sam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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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there 6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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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confused 5 [kən'fju:zd] adj.困惑的；混乱的；糊涂的 v.困惑（confuse的过去式）

26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7 h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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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know 5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29 mak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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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people 5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31 swee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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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w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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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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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you 5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5 answer 4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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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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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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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cooking 4 n.烹饪 adj.烹调的 v.烹调；筹划（cook的ing形式）

39 example 4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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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kind 4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42 n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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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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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on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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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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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rinaldi 4 里纳尔迪

47 s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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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someth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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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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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been 3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51 cheese 3 [tʃi:z] n.[食品]奶酪；干酪；要人 vt.停止 adj.叛变的；胆小的

52 condensed 3 [kən'denst] adj.浓缩的；扼要的 vt.浓缩（condense的过去分词）

53 differences 3 ['dɪfərəns] n.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

54 evaporated 3 [i'væpəreitid] adj.浓缩的；脱水的；蒸发干燥的 v.蒸发；消失（evaporate的过去式）；失去水分

55 explanation 3 [,eksplə'neiʃən] n.说明，解释；辩解

56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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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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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howe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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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li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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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may 3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61 oil 3 [ɔil] n.油；石油；油画颜料 vt.加油；涂油；使融化 vi.融化；加燃油

62 Parmesan 3 [,pɑ:mi'zæn] n.用脱脂乳制成的坚硬的意大利干酪；帕尔马干酪 adj.意大利帕尔马城的

63 parmigiano 3 adj.撒有帕尔马干酪的，用帕尔马干酪调制的 n.(Parmigiano)人名；(意)帕尔米贾诺

64 Reggiano 3 n.巴马干酪

65 says 3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66 shrimp 3 [ʃrimp] n.虾；小虾；矮小的人 vi.捕虾 adj.有虾的；虾制的

67 st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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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u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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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used 3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70 wh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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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actually 2 adv.实际上；事实上

72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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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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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76 an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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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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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9 baked 2 ['beikid] adj.烤的；烘焙的 v.烘培；烧制（bake的过去分词）

80 basics 2 ['beisiks] n.基础；基本要素（basic的复数） n.(Basics)人名；(匈)鲍希奇

81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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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commonly 2 ['kɔmənli] adv.一般地；通常地；普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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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confusing 2 [kən'fju:ziŋ] adj.混乱的；混淆的；令人困惑的 v.使迷惑；使混乱不清；使困窘（confuse的ing形式）

84 definitely 2 ['definitli] adv.清楚地，当然；明确地，肯定地

85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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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does 2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88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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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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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plains 2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91 fact 2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92 facts 2 n. 事实 名词fact的复数形式.

93 fill 2 [fil] vt.装满，使充满；满足；堵塞；任职 vi.被充满，膨胀 n.满足；填满的量；装填物 n.(Fill)人名；(德、俄、匈)菲尔

94 food 2 [fu:d] n.食物；养料

95 foods 2 [fuːdz] n. 食品 名词food的复数形式.

96 gaps 2 [ɡæp] n. 缺口；裂缝；差距；空白

97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98 goods 2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99 had 2 v.有；吃；得到（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ux.已经（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

100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01 hopefully 2 ['həupfuli] adv.有希望地，有前途地

102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03 lifestyle 2 ['laifstail] n.生活方式 保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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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matteo 2 n. 马泰奥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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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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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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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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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needs 2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111 neutral 2 ['nju:trəl] adj.中立的，中性的；中立国的；非彩色的 n.中立国；中立者；非彩色；齿轮的空档

112 oils 2 ['ɔɪlz] 轻质石油产品,油剂,油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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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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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potato 2 [pə'teitəu] n.[作物]土豆，[作物]马铃薯

116 prawn 2 [prɔ:n] n.对虾，明虾 vi.捕虾

117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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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publisher 2 ['pʌbliʃə] n.出版者，出版商；发行人

119 ques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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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questions 2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121 re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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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resear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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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sort 2 [sɔ:t] n.种类；方式；品质 vi.分类；协调；交往 vt.将…分类；将…排序；挑选出某物

124 standards 2 [s'tændədz] n. 规格 名词standard的复数形式.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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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26 stuf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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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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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terms 2 [tə:mz] n.地位，关系；[法]条款；术语；措辞；价钱（term的复数形式） v.把…称为（term的三单形式）

129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30 thing 2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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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VOA 2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133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34 water 2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135 w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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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yam 2 n.山药甘薯白薯

137 accept 1 [ək'sept] vt.接受；承认；承担；承兑；容纳 vi.承认；同意；承兑

138 acceptable 1 [ək'septəbl] adj.可接受的；合意的；可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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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a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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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admits 1 [əd'mɪt] vt. 承认；允许进入；给…进入的权利；容纳 vi. 承认；允许进入；允许

142 advised 1 [əd'vaizd] adj.考虑过的；细想过的 v.建议（advise的过去分词）；劝告

143 ale 1 [eil] n.麦芽酒 n.(Ale)人名；(塞、几、葡)阿莱；(伊朗)阿勒

144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45 a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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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47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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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50 balconies 1 ['bælkəni] n. 阳台；楼座；包厢

151 beer 1 [biə] n.啤酒 vi.喝啤酒 n.(Beer)人名；(法、德、俄、罗、捷、瑞典)贝尔；(英、西、南非)[纺]比尔

152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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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bothers 1 英 ['bɒðə(r)] 美 ['bɑːðər] v. 烦扰；使恼怒；使不安；费心 n. 麻烦；烦扰；焦急

155 bottom 1 ['bɔtəm] n.底部；末端；臀部；尽头 adj.底部的 vt.装底；测量深浅；查明真相 vi.到达底部；建立基础 n.(Bottom)人名；
(英)博顿

156 boyfriend 1 ['bɔifrend] n.男朋友，情郎

157 broth 1 [brɔθ] n.肉汤；液体培养基

158 Bryan 1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159 button 1 n.按钮；纽扣 vt.扣住；扣紧；在…上装纽扣 vi.扣住；装有纽扣；扣上纽扣 n.(Button)人名；(英)巴顿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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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canola 1 [kə'nəulə] n.一种菜籽油

162 certai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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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characteristics 1 [ˌkærɪktə'rɪstɪk] n. 特性；特征；特点 名词characteristic的复数形式.

164 clearly 1 ['kliəli] adv.清晰地；明显地；无疑地；明净地

165 cobblers 1 ['kɔbləs] n.胡说；睾丸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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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comm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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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169 completely 1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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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confuse 1 [kən'fju:z] vt.使混乱；使困惑

171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172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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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corn 1 [kɔ:n] n.（美）玉米；（英）谷物；[皮肤]鸡眼 vt.腌；使成颗粒 n.(Corn)人名；(英、法、瑞典)科恩

175 correct 1 [kə'rekt] vt.改正；告诫 vi.调整；纠正错误 adj.正确的；恰当的；端正的

176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77 creatures 1 ['kriː tʃəz] n. 生物（creature的复数形式）

178 crime 1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179 crisps 1 [krɪsps] n. 炸土豆片 名词crisp的复数形式.

180 criticizing 1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181 crumbles 1 ['krʌmbl] v. 崩溃；弄碎；破灭

182 culinary 1 ['kʌlinəri] adj.厨房的；烹调用的

183 curious 1 ['kjuəriəs] adj.好奇的，有求知欲的；古怪的；爱挑剔的

184 debating 1 [dɪ'beɪtɪŋ] 动词debate的现在分词形式

185 decided 1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186 describes 1 [dɪ'skraɪb] vt. 描述；说成；形容；画(尤指几何图形)

187 description 1 [di'skripʃən] n.描述，描写；类型；说明书

188 differs 1 英 ['dɪfə(r)] 美 ['dɪfər] vi. 不同；有区别

189 discover 1 [dis'kʌvə] vt.发现；发觉 vi.发现

190 discovered 1 英 [dɪ'skʌvə(r)] 美 [dɪ'skʌvər] v. 发现；偶然撞见；发觉

191 dis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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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dishes 1 ['dɪʃɪz] pl. 餐具；碗盘 dish的复数形式.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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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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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asier 1 [英 ['i:zɪə] 美 ['i:zɪr]] adj.更简单；容易些（easy的比较级形式）；较早的

196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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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at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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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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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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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njoys 1 [ɪn'dʒɔɪ] v. 享受；喜欢

203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204 explored 1 [ɪks'plɔː d] adj. 探究的；被勘测的 动词expl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05 explores 1 英 [ɪk'splɔː (r)] 美 [ɪk'splɔː r] v. 探测；探险；考察；探究

206 features 1 ['fiː tʃəz] n. 容貌；特征 名词featur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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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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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finds 1 [faɪnd] v. 发现；找到；认为；觉得；感到；裁决；判定 n. 发现

210 fine 1 [fain] adj.好的；优良的；细小的，精美的；健康的；晴朗的 n.罚款 vt.罚款；澄清 adv.很好地；精巧地 n.(Fine)人名；(意)
菲内；(英)法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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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213 frosting 1 ['frɔstiŋ] n.结霜；霜状白糖；无光泽面；去光泽 v.以霜覆盖；冻坏；起霜（frost的ing形式） adj.结霜的；磨砂的；消
光的

214 fun 1 [fʌn] n.乐趣；玩笑；有趣的人或事 adj.供娱乐用的 vi.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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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216 glaze 1 [gleiz] vt.装以玻璃；上釉于 vi.变呆滞；变得光滑 n.釉；光滑面 n.(Glaze)人名；(英)格莱兹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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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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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hand 1 [hænd] n.手，手艺；帮助；指针；插手 vt.传递，交给；支持；搀扶 n.(Hand)人名；(英、瑞典)汉德

221 Harper 1 ['hɑ:pə] n.哈珀（英语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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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help 1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普

224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225 hi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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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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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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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icing 1 ['aisiŋ] n.结冰；糖衣；酥皮 v.冰冻（ice的ing形式）

229 idiom 1 ['idiəm] n.成语，习语；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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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232 interesting 1 [ˈɪntrɪstɪŋ，ˈɪntrəstɪŋ] adj.有趣的；引起兴趣的，令人关注的

233 IPA 1 [,ai pi: 'ei] abbr.国际音标（InternationalPhoneticAlphabet）；中间功率放大器（intermediatepoweramplifier）

234 Italy 1 ['itəli] n.意大利（欧洲南部国家）

235 item 1 n.条款，项目；一则；一件商品（或物品） adj.又，同上 v.记下；逐条列出

236 jam 1 [dʒæm] n.果酱；拥挤；困境；扣篮 vt.使堵塞；挤进，使塞满；混杂；压碎 vi.堵塞；轧住 n.(Jam)人名；(伊朗、巴基)贾姆

237 jelly 1 ['dʒeli] n.果冻；胶状物 vi.成胶状 vt.使结冻 n.(Jelly)人名；(英)杰利；(俄)叶利

238 judgment 1 ['dʒʌdʒmənt] n.判断；裁判；判决书；辨别力

239 ju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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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Karen 1 ['ka:rən] n.凯伦（人名）；克伦邦（缅甸邦名）

241 Kennedy 1 ['kenidi] n.肯尼迪（姓氏，美国第35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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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knowledge 1 ['nɔlidʒ] n.知识，学问；知道，认识；学科 n.(Knowledge)人名；(南非)诺利奇

244 level 1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245 lions 1 [[ˈlaiənz] n.狮子（lion的复数）；雄狮；腰角 n.(Lions)人名；(法)利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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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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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Lynn 1 [lin] n.林恩（姓氏）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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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mark 1 n.标志；马克；符号；痕迹；分数 vi.作记号 vt..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n..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251 marked 1 [mɑ:kt] adj.显著的；有记号的 v.表示（mark的过去分词）；作记号；打分数

252 marry 1 ['mæri] vt.嫁；娶；与……结婚 vi.结婚 n.(Marry)人名；(阿拉伯)马雷；(法)马里

253 materials 1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254 matter 1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255 maybe 1 ['meibi] adv.也许；可能；大概 n.可能性；不确定性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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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258 mushroom 1 ['mʌʃru:m, -rum] n.蘑菇，伞菌；蘑菇形物体；暴发户 adj.蘑菇的；蘑菇形的；迅速生长的 vi.迅速增加；采蘑菇；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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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生长

259 mushrooms 1 ['mʌʃrʊmz] n. 蕈类 名词mushroom的复数形式.

260 mystery 1 [英 [ˈmɪstri] 美 [ˈmɪstəri]] n.秘密，谜；神秘，神秘的事物；推理小说，推理剧；常作mysteries秘技，秘诀

261 na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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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names 1 [neɪmz] n.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

263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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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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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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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pale 1 [peil] adj.苍白的；无力的；暗淡的 n.前哨；栅栏；范围 vt.使失色；使变苍白；用栅栏围 vi.失色；变苍白；变得暗淡 n.
(Pale)人名；(塞)帕莱

268 passing 1 ['pɑ:siŋ, 'pæs-] adj.经过的；目前的；及格的；短暂的 n.经过；及格；流逝；去世 adv.非常 v.通过；及格；许可；传送
（pass的ing形式） n.(Passing)人名；(德)帕辛

269 peanut 1 ['pi:nʌt] n.花生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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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pie 1 [pai] n.馅饼；饼图；爱说话的人 vt.使杂乱

272 pilsner 1 ['pilzənə] n.比尔森啤酒；喝啤酒用的细长玻璃杯 adj.比尔森啤酒的

273 pizza 1 n.比萨饼（一种涂有乳酪和番茄酱的意大利式有馅烘饼） n.(Pizza)人名；(意)皮扎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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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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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portobello 1 n.波多贝罗（爱丁堡海滩）

277 prawns 1 [prɔː n] n. 对虾；明虾

278 prepared 1 adj.准备好的 v.准备（prepare的过去分词）

279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80 pretty 1 adj.漂亮的；可爱的；优美的 adv.相当地；颇 n.有吸引力的事物（尤指饰品）；漂亮的人 n.Pretty，普雷蒂（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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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project 1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283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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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readers 1 ['riː dəz] n. 读者

286 realized 1 ['riː əlaɪz] vt. 实现；了解；意识到；变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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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89 recreational 1 [,rekri'eiʃənəl, -kri:-] adj.娱乐的，消遣的；休养的

290 reference 1 ['refərəns] n.参考，参照；涉及，提及；参考书目；介绍信；证明书 vi.引用 vt.引用

291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292 removing 1 [riː 'muːvɪŋ] n. 消除；排除；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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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researching 1 英 [rɪ'sɜ tːʃ] 美 [rɪ'sɜ rːtʃ] n. 研究；调查 v. 研究；调查

295 right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296 rounded 1 ['raundid] adj.圆形的；全面的；丰满的

297 safflower 1 ['sæflauə] n.红花；[染料]红花染料

298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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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sea 1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300 seals 1 n.seal的复数形式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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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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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西尼尔

302 shocked 1 adj. 震惊的 动词sho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3 skills 1 技能

304 s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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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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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307 sorts 1 ['sɔː ts] n. 种类 分类.

308 specific 1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309 spoke 1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310 standard 1 ['stændəd] n.标准；水准；旗；度量衡标准 adj.标准的；合规格的；公认为优秀的 n.(Standard)人名；(英)斯坦达德；
(德)施坦达德

311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12 stock 1 n.股份，股票；库存；血统；树干；家畜 adj.存货的，常备的；平凡的 vt.进货；备有；装把手于… vi.囤积；办货；出
新芽 n.(Stock)人名；(德、匈、捷)施托克；(英、法、葡、瑞典)斯托克

313 strongly 1 ['strɔŋli, 'strɔ:ŋ-] adv.强有力地；坚强地；激烈地；气味浓地

314 sugary 1 ['ʃugəri] adj.含糖的；甜的；糖状的；甜言蜜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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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surprised 1 [sə'praizd] adj.感到惊讶的，出人意料的 v.使惊奇（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

317 t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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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tart 1 [tɑ:t] adj.酸的；锋利的；尖刻的 n.果馅饼；妓女 vt.打扮 n.(Tart)人名；(英)塔特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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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terraces 1 ['terɪsɪs] n. 阶地；阳台；门廊 名词terrace的复数形式.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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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thick 1 [θik] n.最拥挤部分；活动最多部分；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厚的；浓的；粗大的 adv.密集地；浓浓地，厚厚地 n.
(Thick)人名；(英)西克

323 thicker 1 [θɪk] adj. 厚的；浓密的；粗的；愚笨的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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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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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27 toppings 1 ['tɒpɪŋz] n. 顶层（加料）；浇头 名词topping的复数形式.

328 tough 1 [tʌf] adj.艰苦的，困难的；坚强的，不屈不挠的；坚韧的，牢固的；强壮的，结实的 n.恶棍 vt.坚持；忍受，忍耐 adv.
强硬地，顽强地 n.(Tough)人名；(英)图赫

329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330 types 1 ['taɪps] n. 类型 v.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

331 unable 1 [ʌn'eibl] adj.不会的，不能的；[劳经]无能力的；不能胜任的

332 unanswered 1 [ʌn'a:nsəd] adj.未答复的；无反应的

333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334 upset 1 vt.使心烦；颠覆；扰乱 vi.翻倒 adj.心烦的；混乱的；弄翻的 n.混乱；翻倒；颠覆

335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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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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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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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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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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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wave 1 [weiv] vi.波动；起伏；挥手示意；摇动；呈波形 vt.卷（烫）发；向…挥手示意；使成波浪形 n.波动；波浪；高潮；挥手
示意；卷曲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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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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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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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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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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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348 wondered 1 英 ['wʌndə(r)] 美 ['wʌndər] n. 惊奇；惊愕；奇迹；奇观 v. 惊奇；想知道；怀疑 adj. 奇妙的；非凡的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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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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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353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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