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8-17 [Health and Lifestyle] Lunch Containers Get Attention as
Students Go Back to School 词汇表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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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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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6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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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9 als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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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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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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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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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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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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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r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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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round 3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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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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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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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23 away 2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24 ba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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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gs 2 n.[包装]包（bag的复数形式） v.把…装入袋中（ba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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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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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eeswax 2 ['bi:zwæks] vt.涂蜜蜡 n.蜂蜡

30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31 bento 1 英 ['bentəʊ] 美 ['bentoʊ] n. <日语> 盒饭 =obento

32 besides 1 [bi'saidz] adv.此外；而且 prep.除…之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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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ody 1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35 bottles 1 英 ['bɒtl] 美 ['bɑ tːl] n. 瓶子 vt. 抑制；把 ... 装入瓶内

36 box 1 [bɔks] n.箱，盒子；包厢；一拳 vi.拳击 vt.拳击；装…入盒中；打耳光 n.(Box)人名；(英、法、西)博克斯

37 boxes 4 英 [bɒksɪs] 美 [bɑːksɪs] n. 男式平角内裤 n. 盒子，箱子（名词box的的复数形式）

38 BPA 2 国际权威发行量认证机构,双酚A

39 bright 1 [brait] adj.明亮的，鲜明的；聪明的；愉快的 adv.明亮地；光明地；欢快地 n.车头灯光 n.(Bright)人名；(英)布赖特

40 br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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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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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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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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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a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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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arrots 1 ['kærəts] n. 胡萝卜 名词carrot的复数形式.

45 chemical 3 ['kemikəl] n.化学制品，化学药品 adj.化学的

46 child 1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47 children 2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48 chips 1 [tʃips] n.[食品]炸土豆条；小木片；（作赌注用的）圆形筹码；缺口（chip的复数形式）

49 choices 4 ['tʃɔɪsɪs] n.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

50 choose 2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51 clothes 1 [kləuðz] n.衣服

52 col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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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olors 3 ['kɒlərz] n. 彩色 名词color的复数形式.

54 c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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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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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ompanies 1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57 compartment 2 [kəm'pɑ:tmənt] n.[建]隔间；区划；卧车上的小客房 vt.分隔；划分

58 compartments 1 英 [kəm'pɑ tːmənt] 美 [kəm'pɑ rːtmənt] n. 间隔；个别室；卧车包房 vt. 划分

59 completely 1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60 compound 1 n.[化学]化合物；混合物；复合词 adj.复合的；混合的 v.合成；混合；恶化，加重；和解，妥协

61 concern 1 vt.涉及，关系到；使担心 n.关系；关心；关心的事；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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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onsidering 1 [kən'sidəriŋ] prep.考虑到；就...而论 conj.考虑到 v.考虑到（consider的ing形式）

64 container 2 [kən'teinə] n.集装箱；容器

65 containers 13 [kən'teɪnəs] n.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

66 containing 1 [kən'teɪnɪŋ] n. 包含；包括 v. 容纳；包含；抑制；克制（动词contain的现在分词）

67 continues 1 [kən'tɪnju ]ː v. 继续；连续；维持；持续

68 c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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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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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71 covering 1 ['kʌvəriŋ] adj.掩盖的，掩护的 n.遮盖物，覆盖物 v.覆盖；穿（cover的ing形式）；代替

72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73 creates 1 [kri'ː eɪts] n. 创立 创建.

74 damaged 1 adj.被损坏的 v.损害（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5 days 2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76 depending 1 [dɪ'pendɪŋ] n. 依赖；信任；决定于 动词depend的现在分词形式.

77 destroy 1 [di'strɔi] vt.破坏；消灭；毁坏

78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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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dinner 1 ['dinə] n.晚餐，晚宴；宴会；正餐 n.(Dinner)人名；(法)迪内

81 dishwashing 1 ['dɪʃˌwɔː sɪŋ] n. 清洗碗碟 adj. 洗碗碟的；用于洗碗碟的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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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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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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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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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英）多恩（人名）

86 drinking 1 ['driŋkiŋ] n.喝，饮；喝酒 v.饮（drink的ing形式）；喝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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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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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at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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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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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nclosed 1 [in'kləuzd] adj.被附上的；与世隔绝的 v.附上（enclo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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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njoyable 1 adj.快乐的；有乐趣的；令人愉快的

94 environment 2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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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food 12 [fu:d] n.食物；养料

97 foods 1 [fuːdz] n. 食品 名词food的复数形式.

98 for 11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9 forget 1 [fə'gɛt] vt.忘记；忽略 vi.忘记 n.(Forget)人名；(法)福尔热

100 Forks 1 n.福克斯（美国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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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freezer 1 ['fri:zə] n.冰箱；冷冻库；制冷工

103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4 fruit 1 [fru:t] n.水果；产物 vi.结果实 vt.使……结果实 n.(Fruit)人名；(法)弗吕；(英)弗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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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generation 1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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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g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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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110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111 hands 1 n.[解剖]手（hand的复数） v.给，传递（hand的单三形式） n.(Hands)人名；(英)汉兹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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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health 3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14 healthier 1 ['helθiər] adj. 更健康的，更健壮的（形容词healthy的比较级）

115 heat 1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116 heated 1 ['hi:tid] adj.热的；激昂的；激动的 v.加热；使兴奋（heat的过去分词）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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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hig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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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h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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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ho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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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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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i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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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24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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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instead 2 adv.代替；反而；相反

127 insulated 1 ['insə,leitəd] adj.[电]绝缘的；隔热的 v.使…绝缘（insulate的过去式）

128 interesting 1 [ˈɪntrɪstɪŋ，ˈɪntrəstɪŋ] adj.有趣的；引起兴趣的，令人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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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int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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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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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2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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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Japanese 1 [,dʒæpə'ni:z] adj.日本（人）的；日语的 n.日本人；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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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katie 2 ['keiti] n.卡蒂（女子名，等于Kate）

136 keep 4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137 kid 1 [kid] n.小孩；小山羊 vt.欺骗；取笑；戏弄 vi.欺骗；取笑；戏弄 adj.小山羊皮制的；较年幼的 n.(Kid)人名；(英)基德

138 kids 2 [kɪd] n. 小孩；年轻人；小山羊；小山羊皮制品 vi. (山羊等)下崽；捉弄 vt. 开玩笑；哄骗；嘲弄 adj. 较年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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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141 leak 1 [li:k] n.泄漏；漏洞，裂缝 vt.使渗漏，泄露 vi.漏，渗；泄漏出去 n.(Leak)人名；(英)利克；(东南亚国家华语)力

142 learning 3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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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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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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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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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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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liquids 1 ['lɪkwɪdz] 液体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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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low 1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151 lunch 13 n.午餐 vt.吃午餐；供给午餐 vi.吃午餐；供给午餐

152 lunches 2 [lʌntʃ] n. 午餐 v. 吃(午餐)；提供(午餐)

153 lunchtime 1 ['lʌntʃtaim] n.午餐时间

154 machine 1 [mə'ʃi:n] n.机械，机器；机构；机械般工作的人 vt.用机器制造 n.(Machine)人名；(意)马基内

155 mad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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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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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157 many 7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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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material 1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160 materials 2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161 matteo 2 n. 马泰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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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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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meal 1 [mi:l] n.一餐，一顿饭；膳食 vi.进餐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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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methods 1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167 microwave 1 ['maikrəuweiv] n.微波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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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mo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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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mo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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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movable 1 ['mu:vəbl] adj.动产的；可移动的；不固定的 n.动产；可移动的东西

172 moves 1 [muːv] n.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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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natural 1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174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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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night 1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177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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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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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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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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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Older 1 ['əʊldər] adj. 年长的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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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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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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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onto 1 ['ɔntu, -tə] prep.在…之上；对…了解；映射到…上 adj.映射的；自身的；映成的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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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oven 1 ['ʌvən] n.炉，灶；烤炉，烤箱 n.(Oven)人名；(荷)奥芬

190 pack 2 [pæk] n.包装；一群；背包；包裹；一副 vt.包装；压紧；捆扎；挑选；塞满 vi.挤；包装货物；被包装；群集 n.(Pack)人
名；(英、德)帕克

191 packed 3 [pækt] adj.（常用来构成复合词）充满…的，塞满了…的 v.[包装]包装（pack的过去分词）

192 packing 1 ['pækiŋ] n.包装；填充物 v.包装；装满；压紧（pack的ing形式）

193 parents 6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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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pass 1 [pɑ:s, pæs] n.及格；经过；护照；途径；传球 vi.经过；传递；变化；终止 vt.通过；经过；传递 n.(Pass)人名；(英、法、
德、俄)帕斯

196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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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99 plastic 3 ['plæstik,'plɑ:s-] adj.塑料的；（外科）造型的；可塑的 n.塑料制品；整形；可塑体

200 plastics 1 ['plæstiks] n.塑料；整形外科；外科修补术

201 please 1 [pli:z] vt.使喜欢；使高兴，使满意 vi.讨人喜欢；令人高兴 int.请（礼貌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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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popularity 1 [,pɔpju'lærəti] n.普及，流行；名气；受大众欢迎

204 potato 1 [pə'teitəu] n.[作物]土豆，[作物]马铃薯

205 preparations 1 [prepə'reɪʃnz] n. 准备，准备工作，配制剂（名词preparation的复数形式）

206 preparing 1 [prɪ'peərɪŋ] adj. 准备的；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

207 preserve 1 vt.保存；保护；维持；腌；禁猎 n.保护区；禁猎地；加工成的食品；（某人或群体的）专门活动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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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priced 1 [praist] adj.[物价]附有定价的 v.给…定价（price的过去分词）

210 prices 1 [praɪs] n. 价格；代价；价值 v. 给…定价；估价；贴价格标签；比较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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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213 re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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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15 refrigerator 2 [ri'fridʒəreitə, ri:-] n.冰箱，冷藏库

216 remember 1 [ri'membə] vt.记得；牢记；纪念；代…问好 vi.记得，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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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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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reporter 2 [ri'pɔ:tə] n.记者

219 resources 1 [rɪ'sɔː sɪz] n. 资源；才智；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

220 reusable 6 [ri:'ju:zəbl] adj.可以再度使用的，可重复使用的

221 reuse 1 [,ri:'ju:z, ,ri:'ju:s, 'ri:ju:s] n.重新使用，再用 vt.再使用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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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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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rolling 1 ['rəuliŋ] n.旋转；动摇；轰响 adj.旋转的；起伏的；波动的

225 sandwich 2 ['sænwidʒ] vt.夹入；挤进；把...做成三明治 n.三明治；夹心面包

226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27 school 7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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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shapes 1 [ʃeɪp] n. 形状；形式；身材；定形 vt. 塑造；定形；使 ... 成形

230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231 silicone 2 ['silikəun] n.硅树脂；[口腔]硅酮

232 single 1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233 sizes 1 ['saɪzɪz] n. 大小

234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35 s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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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oftens 1 英 ['sɒfn] 美 ['sɔː fn] v. (使)变柔和；(使)软化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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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som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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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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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soup 1 [su:p] n.汤，羹；马力 vt.加速；增加马力

241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242 spoons 1 [spuːn] n. 匙；调羹；匙状物 vt. 以匙舀起 vi. 调情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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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torage 2 ['stɔridʒ] n.存储；仓库；贮藏所

245 stored 1 [stɔː d] adj. 存信息的；存储的 动词st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6 storing 2 ['stɔ:riŋ] n.储存；保管 v.储存；供应（store的ing形式） adj.存储的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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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straws 1 [st'rɔː z] 吸管

249 structure 1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250 students 3 [st'juːdnts] 学生

251 style 1 [stail] n.风格；时尚；类型；字体 vt.设计；称呼；使合潮流 vi.设计式样；用刻刀作装饰画 n.(Style)人名；(英)斯泰尔

252 styles 1 [staɪls] n. 风格；样式；模式 名词styl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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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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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sustainable 2 adj.可以忍受的；足可支撑的；养得起的；可持续的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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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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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the 2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59 there 5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60 these 6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61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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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things 5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263 think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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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thi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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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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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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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throw 1 [θrəu] vt.投；抛；掷 vi.抛；投掷 n.投掷；冒险

268 thrown 1 [θrəun, 'θrəun] v.抛（throw的过去分词）；扔掉

269 timesaver 1 ['taɪmseɪvər] n. 节省时间的事物

270 to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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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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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tops 1 [tɔps] adj.第一流的，最上等的 n.顶部，顶端（top的复数形式） v.达到…的顶端（t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73 train 1 [trein] n.火车；行列；长队；裙裾 v.培养；训练；瞄准 n.(Train)人名；(英)特雷恩；(法)特兰；(意)特拉因

274 transported 1 v.[植]运输；搬运（transport的过去式）

275 undamaged 1 [ʌn'dæmɪdʒd] adj. 未受损伤的；没有破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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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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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us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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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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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81 usually 3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82 utensils 1 [ju 'ːtensɪlz] 器具； 用具； 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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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warmth 1 [wɔ:mθ] n.温暖；热情；激动

285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86 wash 2 [wɔʃ, wɔ:ʃ] n.洗涤；洗的衣服；化妆水；冲积物 vt.洗涤；洗刷；冲走；拍打 vi.洗澡；被冲蚀 n.(Wash)人名；(英)沃什；
(尼日利)瓦什

287 washed 1 [wɔʃt] adj.洗过的 v.洗，洗涤（wash的过去分词）

288 waste 1 [weist] n.浪费；废物；荒地；损耗；地面风化物 vt.浪费；消耗；使荒芜 vi.浪费；变消瘦；挥霍钱财 adj.废弃的；多余
的；荒芜的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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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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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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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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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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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95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96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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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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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workman 2 ['wə:kmən] n.工匠；技工；男工 n.(Workman)人名；(英)沃克曼

300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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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wrap 3 [ræp] vt.包；缠绕；隐藏；掩护 vi.包起来；缠绕；穿外衣 n.外套；围巾

303 wrappers 1 n. 封装器；面皮（wrapper的复数形式）

304 wrote 2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05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06 you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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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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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