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2-10 [Arts and Culture] One Way to Beautifully Roast a
Chic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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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hieve 1 vt.取得；获得；实现；成功 vi.达到预期的目的，实现预期的结果，如愿以偿

3 actual 1 ['æktʃuəl] adj.真实的，实际的；现行的，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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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dds 2 abbr.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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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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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1 and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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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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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rranged 1 [ə'reɪndʒd] adj. 安排的；准备的 动词arr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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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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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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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backbone 1 ['bækbəun] n.支柱；主干网；决心，毅力；脊椎

21 baking 1 ['beikiŋ] n.烘焙，烘烤；一次烘焙的量 adj.烘烤的 v.烤，烘焙；烧硬，烘干（bake的ing形式）

22 basis 1 ['beisis] n.基础；底部；主要成分；基本原则或原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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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eautifully 1 ['bju:təfli] adv.漂亮地；美好地

25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26 becomes 1 [bɪ'kʌm] v. 变成；成为；变得；适合（某人）；使（人）显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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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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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elongs 1 英 [bɪ'lɒŋ] 美 [bɪ'lɔː ŋ] vi. 应归入；属于

30 best 1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31 bir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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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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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reaks 1 [b'reɪks] n. 断裂 名词break的复数形式.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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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rowns 1 [b'raʊnz] v. （使）变褐色，变棕色（动词brow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6 burn 1 [bə:n] vt.燃烧；烧毁，灼伤；激起…的愤怒 vi.燃烧；烧毁；发热 n.灼伤，烧伤；烙印 n.(Burn)人名；(英)伯恩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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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utterfly 2 ['bʌtəflai] n.蝴蝶；蝶泳；举止轻浮的人；追求享乐的人

39 butterflying 1 英 ['bʌtəflaɪ] 美 ['bʌtərflaɪ] n. 蝴蝶；蝶状物；蝶泳 vt. (烹饪时把鱼肉等）切开摊平

40 buttery 1 ['bʌtəri] adj.谄媚的，奉承的；涂用黄油的；像黄油样的 n.食品室；配膳室；酒贮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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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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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43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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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amelize 1 ['kærəməlaiz] vt.使成焦糖，加熔（糖）使焦

45 caramelized 1 ['kærəməlaɪz] v. 加熔(糖)使焦；(糖)熔化而变成焦糖

46 caramelizes 1 ['kærəməlaɪz] v. 加熔(糖)使焦；(糖)熔化而变成焦糖

47 caramelizing 1 ['kærəməlaɪz] v. 加熔(糖)使焦；(糖)熔化而变成焦糖

48 case 1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49 chicken 15 n.鸡肉；小鸡；胆小鬼，懦夫 adj.鸡肉的；胆怯的；幼小的

50 Christopher 2 ['kristəfə] n.克里斯多夫（男子名）

51 chutney 1 ['tʃʌtni] n.酸辣酱

52 citrus 1 ['sitrəs] n.[园艺]柑橘属果树；柑橘类的植物 adj.柑橘属植物的

53 color 1 ['kʌlə] n.颜色；肤色；颜料；脸色 vt.粉饰；给...涂颜色；歪曲 vi.变色；获得颜色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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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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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57 container 2 [kən'teinə] n.集装箱；容器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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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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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ooks 2 [kʊk] n. 厨师；炊事员 v. 烹调；烧煮；捏造；纂改(账目)

61 could 3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62 cutting 1 ['kʌtiŋ] n.[机]切断；剪辑；开凿 adj.锋利的；严寒的；尖酸刻薄的 v.削减（cut的ing形式）；采伐；切开 n.(Cutting)人
名；(英)卡廷

63 deeper 1 ['diː pə] adj. 更深 形容词deep的比较级形式.

64 delicious 2 [di'liʃəs] adj.美味的；可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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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directions 1 [dɪ'rekʃnz] n. 用法说明；方向；指令 名词direction的复数形式.

67 dirty 1 ['də:ti] adj.下流的，卑鄙的；肮脏的；恶劣的；暗淡的 vt.弄脏 vi.变脏

68 d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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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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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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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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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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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名）；（英）多恩（人名）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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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d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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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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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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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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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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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venly 1 ['i:vənli] adv.均匀地；平衡地；平坦地；平等地

82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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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

83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84 exposing 1 [ɪks'pəʊzɪŋ] n. 暴露；揭露；曝光；陈列 动词expose的现在分词形式.

85 favorite 1 ['feivərit] n.幸运儿；喜欢的事物；特别喜欢的人 adj.最喜爱的；中意的；宠爱的 n.(Favorite)人名；(英)费沃里特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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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fire 1 ['faiə] n.火；火灾；炮火；炉火；热情；激情；磨难 vt.点燃；解雇；开除；使发光；烧制；激动；放枪 vi.着火；射击；开
枪；激动；烧火

88 fish 1 [fiʃ] vi.捕鱼，钓鱼；用钩捞取 n.鱼，鱼类 vt.钓鱼，捕鱼；搜寻 n.(Fish)人名；(英、西)菲什；(俄)菲施

89 fl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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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food 7 [fu:d] n.食物；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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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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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glaz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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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glazed 2 [gleizd] adj.光滑的；像玻璃的；上过釉的；呆滞无神的 v.上釉（glaze的过去分词）；装以玻璃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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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gravy 1 ['greivi] n.肉汁；不法利润；轻易得来的钱

97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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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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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heat 2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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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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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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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hour 1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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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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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ingredient 1 [in'gri:diənt] n.原料；要素；组成部分 adj.构成组成部分的

108 ingredients 2 [ɪŋ'riː diənts] n. 配料；作料；材料 名词ingredient的复数形式.

109 instructions 1 n.指令；说明（instruction的复数形式）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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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is 1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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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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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juice 1 [dʒu:s] n.（水果）汁，液；果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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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keeps 1 ['kiː ps] n. 生计；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

117 kimball 4 n.金伯尔（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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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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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laid 1 [leid] v.放；铺设；安排（lay的过去分词） adj.松弛的；从容不迫的 n.(Laid)人名；(瑞典)莱德

121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122 lay 1 vt.躺下；产卵；搁放；放置；铺放；涂，敷 adj.世俗的；外行的；没有经验的 n.位置；短诗；花纹方向；叙事诗；性伙伴
vi.下蛋；打赌 v.躺；位于（lie的过去式）

123 lead 1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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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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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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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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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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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loo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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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looks 1 [lʊks] n. 外貌(恒用复数)

131 m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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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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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matteo 2 n. 马泰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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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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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meal 1 [mi:l] n.一餐，一顿饭；膳食 vi.进餐

137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38 meat 1 [mi:t] n.肉，肉类（食用）

139 method 3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140 minutes 2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141 mixed 1 [mikst] adj.混合的；形形色色的；弄糊涂的 v.混合；弄混（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2 mixture 1 ['mikstʃə] n.混合；混合物；混合剂

143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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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45 nutty 1 ['nʌti] adj.多坚果的；产坚果的；古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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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148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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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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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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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open 2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152 o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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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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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oven 6 ['ʌvən] n.炉，灶；烤炉，烤箱 n.(Oven)人名；(荷)奥芬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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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pan 2 n.平底锅；盘状的器皿；淘盘子，金盘，秤盘 vt.淘金；在浅锅中烹调（食物）；[非正式用语]严厉的批评 vi.淘金；在淘
洗中收获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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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potatoes 1 [pə'teɪtəʊz] n. 马铃薯；土豆；甘薯 名词potato的复数形式.

159 poured 1 英 [pɔː (r)] 美 [pɔː r] v. 不断流动；倒；倾泻；蜂涌而来 n. 倾泻

160 preparation 2 [,prepə'reiʃən] n.预备；准备

161 prepare 1 [pri'pεə] vt.准备；使适合；装备；起草 vi.预备；做好思想准备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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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produces 1 英 [prə'djuːs] 美 [prə'duːs] v. 生产；引起；提出；制片；分娩 n. 产品；农产品

164 product 1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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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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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rather 1 ['rɑ:ðə, 'ræ-] adv.宁可，宁愿；相当 int.当然啦（回答问题时用） n.(Rather)人名；(英)拉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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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recipe 2 n.食谱；[临床]处方；秘诀；烹饪法

169 reforms 1 英 [rɪ'fɔː m] 美 [rɪ'fɔː rm] n. 改革；改良 v. 改革；革新；改造

170 removes 1 [rɪ'muːvz] 引语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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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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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roast 3 vt.烤，焙；烘，烘烤；暴露于某种热力下以得温暖；嘲笑，吐槽 vi.烤；烘 adj.烘烤的；烤过的 n.烤肉；烘烤

174 roasted 1 ['rəustid] adj.烤的 v.热煨（roast的过去分词）

175 roasting 3 ['rəustiŋ] adj.烤肉用的；灼热的 n.烧烤 adv.炙热地 v.烤，烘；煅烧（roast的ing形式）；使变暖

176 salty 1 ['sɔ:lti] adj.咸的；含盐的

177 sa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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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sauce 2 [sɔ:s] n.酱油；沙司；调味汁 vt.使增加趣味；给…调味 n.(Sauce)人名；(西)绍塞；(法)索斯

179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80 seasonal 1 ['si:zənəl] adj.季节的；周期性的；依照季节的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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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separ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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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184 shand 1 n. 尚德

185 shape 1 [ʃeip] n.形状；模型；身材；具体化 vt.形成；塑造，使成形；使符合 vi.形成；成形；成长 n.(Shape)人名；(瑞典)沙佩

186 share 1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187 shiny 2 ['ʃaini] adj.有光泽的，擦亮的；闪耀的；晴朗的；磨损的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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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simmered 1 ['sɪmə(r)] v. 炖；煨；即将爆发；内心充满 n. 炖；即将发作

190 simple 1 ['simpl] adj.简单的；单纯的；天真的 n.笨蛋；愚蠢的行为；出身低微者 n.(Simple)人名；(法)桑普勒

191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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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smooth 1 [smu:ð] adj.顺利的；光滑的；平稳的 vt.使光滑；消除（障碍等）；使优雅；缓和 n.平滑部分；一块平地 vi.变平静；
变平滑 adv.光滑地；平稳地；流畅地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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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solution 1 [sə'lju:ʃən] n.解决方案；溶液；溶解；解答

196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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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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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soup 1 [su:p] n.汤，羹；马力 vt.加速；增加马力

199 spatchcocked 1 英 ['spætʃkɒk] 美 ['spætʃkɑːk] v. 把（文字）插入

200 spatchcocking 2 英 ['spætʃkɒk] 美 ['spætʃkɑːk] v. 把（文字）插入

201 stays 2 [steɪ] v. 停留；逗留；保持 n. 停留；逗留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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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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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sugar 3 ['ʃugə] n.糖；食糖；甜言蜜语 vt.加糖于；粉饰 vi.形成糖 n.(Sugar)人名；(英)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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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surface 1 ['sə:fis] n.表面；表层；外观 adj.表面的，肤浅的 vi.浮出水面 vt.使浮出水面；使成平面 n.(Surface)人名；(英)瑟菲斯

207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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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09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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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tasting 1 ['teistiŋ] n.品尝，尝味 v.品尝（taste的ing形式）

212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213 temperature 2 n.温度；体温；气温；发烧

214 tested 1 ['testid] adj.经受过考验的；经验定的 v.考验（test的过去分词）；测验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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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the 4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17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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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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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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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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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to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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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us 1 pron.我们

224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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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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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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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28 vegetables 2 ['vedʒɪtəblz] 蔬菜,vegetable的复数形式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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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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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32 wa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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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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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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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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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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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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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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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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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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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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