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2-20 [Health and Lifestyle] Spicy Paste Makes Cauliflower a
Delicious Main Dish 词汇表词汇表

1 active 1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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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dds 1 abbr.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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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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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7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8 and 1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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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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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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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3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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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5 associated 1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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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based 2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18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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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black 1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21 blend 1 [blend] vt.混合 vi.混合；协调 n.混合；掺合物

22 boo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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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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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rowned 1 [braʊn] adj. 棕色的；褐色的 n. 褐色；棕色 v. （使）变褐色 Brown. n. 布朗(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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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rush 2 n.刷子；画笔；毛笔；争吵；与某人有效冲突；灌木丛地带；矮树丛；狐狸尾巴 vt.刷；画； vi.刷；擦过；掠过；（经
过时）轻触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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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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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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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aty 2 卡蒂

31 cauliflower 12 ['kɔli,flauə] n.花椰菜，菜花

32 center 1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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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hef 2 [ʃef] n.厨师，大师傅 n.(Chef)人名；(法)谢夫

35 chili 4 ['tʃili] n.红辣椒，辣椒

36 china 1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37 Chinese 2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38 chris 1 [kris] n.克里斯（男子名）；克莉丝（女子名）

39 Christopher 1 ['kristəfə] n.克里斯多夫（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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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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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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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ook 4 [kuk] vt.烹调，煮 vi.烹调，做菜 n.厨师，厨子 n.(Cook)人名；(英、印)库克

44 cooking 2 n.烹饪 adj.烹调的 v.烹调；筹划（cook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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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reates 1 [kri'ː eɪts] n. 创立 创建.

47 creative 1 [kri'eitiv] adj.创造性的

48 crush 1 [krʌʃ] vt.压碎；弄皱，变形；使…挤入 vi.挤；被压碎 n.粉碎；迷恋；压榨；拥挤的人群

49 cup 1 [kʌp] n.杯子；奖杯；酒杯 vt.使成杯状；为…拔火罐

50 cut 4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51 deepens 1 ['diː pən] vt. 使 ... 加深； 使 ... 强烈 vi. 加深； 变浓

52 deeply 1 ['di:pli] adv.深刻地；浓浓地；在深处

53 delicious 2 [di'liʃəs] adj.美味的；可口的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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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ach 2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56 edge 1 [edʒ] n.边缘；优势；刀刃；锋利 vt.使锐利；将…开刃；给…加上边 vi.缓缓移动；侧着移动 n.(Edge)人名；(英)埃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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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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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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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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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finish 1 ['finiʃ] vt.完成；结束；用完 vi.结束，终止；终结 n.结束；完美；回味（葡萄酒）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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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fixed 1 adj.确定的；固执的；<美口>处境...的；准备好的 v.修理（过去式）

65 flatten 1 ['flætn] vt.击败，摧毁；使……平坦 vi.变平；变单调 n.(Flatten)人名；(德)弗拉滕

66 flavor 3 ['fleivə] n.情味，风味；香料；滋味 vt.加味于

67 flavorful 2 ['fleivəful] adj.可口的（等于flavourful）；充满…味道的；有香味的

68 food 3 [fu:d] n.食物；养料

69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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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fresh 1 [freʃ] adj.新鲜的；清新的；淡水的；无经验的 n.开始；新生；泛滥 adv.刚刚，才；最新地

72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73 garam 3 n.(Garam)人名；(匈)高劳姆；(芬)加拉姆

74 garlic 4 ['gɑ:lik] n.大蒜；蒜头

75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76 Gobi 1 ['gəubi] n.戈壁沙漠 n.(Gobi)人名；(俄)戈比

77 Greece 1 希腊（欧洲南部国家）

78 green 1 [gri:n] adj.绿色的；青春的 n.绿色；青春 vt.使…变绿色 vi.变绿色 n.(Green)人名；(英、意)格林；(瑞典、芬)格伦

79 ground 1 n.地面；土地；范围；战场;根据 vt.使接触地面；打基础；使搁浅 vi.着陆；搁浅 adj.土地的；地面上的；磨碎的；磨
过的 v.研磨（grind的过去分词）；压迫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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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82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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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83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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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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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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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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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i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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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90 Indian 1 ['indiən] adj.印度的；印第安人的；印第安语的 n.印度人；印第安人；印第安语

91 indo 1 abbr.间略微分重叠法（IntermediateNeglectofDifferentialOverlap） n.(Indo)人名；(意)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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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ingredients 1 [ɪŋ'riː diənts] n. 配料；作料；材料 名词ingredient的复数形式.

94 inserted 1 [in'sə:tid] adj.插入的；[生物]嵌入的；著生的；附着的

95 int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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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is 1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7 Israel 1 ['izreiəl] n.以色列（亚洲国家）；犹太人，以色列人

98 i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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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its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00 itself 1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101 ju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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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ketchup 5 n.番茄酱

103 kimball 3 n.金伯尔（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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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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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kosher 1 ['kəuʃə] adj.合适的；符合犹太教教规的，干净的

107 large 1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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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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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limits 1 ['lɪmɪts] n.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

111 liquid 2 ['likwid] adj.液体的；清澈的；明亮的；易变的 n.液体，流体；流音

112 little 1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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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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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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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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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Manchurian 1 [mæn'tʃuəriən] adj.中国东北的；满洲的；满洲人的 n.中国东北人；满洲人

118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19 masala 3 [mə'sa:lə] n.马沙拉（一种香料）

120 mash 1 [mæʃ] n.饲料；糊状物；麦芽浆 vt.捣碎；调情 n.(Mash)人名；(英)马什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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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meal 1 [mi:l] n.一餐，一顿饭；膳食 vi.进餐

123 meat 1 [mi:t] n.肉，肉类（食用）

124 meets 1 [miː t] v. 遇见；满足 n. 运动会；集会 adj. 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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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minutes 4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126 mix 1 [miks] vt.配制；混淆；使混和；使结交 vi.参与；相混合；交往 n.混合；混合物；混乱 n.(Mix)人名；(德、英)米克斯

127 mixture 4 ['mikstʃə] n.混合；混合物；混合剂

128 neutr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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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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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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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oil 2 [ɔil] n.油；石油；油画颜料 vt.加油；涂油；使融化 vi.融化；加燃油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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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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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onion 1 ['ʌnjən] n.洋葱；洋葱头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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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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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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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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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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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paste 3 [peist] vt.张贴，裱糊；用浆糊粘 n.面团，膏；糊状物，[胶粘]浆糊 n.(Paste)人名；(法)帕斯泰

142 pepper 2 ['pepə] n.胡椒；辣椒；胡椒粉 vt.加胡椒粉于；使布满 n.(Pepper)人名；(英、德、意)佩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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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pieces 3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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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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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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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pound 1 [paund] n.英镑；重击，重击声；兽栏；拘留所 vt.捣烂；敲打；监禁，拘留 vi.连续重击，猛击 n.(Pound)人名；(英)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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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pr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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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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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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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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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recipe 2 n.食谱；[临床]处方；秘诀；烹饪法

156 recipes 1 ['resəpɪz] 配方

157 reduces 1 英 [rɪ'djuːs] 美 [rɪ'duːs] v. 减少；缩小；使落魄；简化；还原

158 remaining 1 [rɪ'meɪnɪŋ] adj. 剩余的

159 resistance 1 [ri'zistəns] n.阻力；电阻；抵抗；反抗；抵抗力

160 rest 1 [rest] vt.使休息，使轻松；把…寄托于 n.休息，静止；休息时间；剩余部分；支架 vi.休息；静止；依赖；安置 n.(Rest)人
名；(英、德、俄、捷、荷)雷斯特

161 restaurant 1 ['restərɔŋ, -rɔnt, -rənt] n.餐馆；[经]饭店

162 rimmed 1 [rimd] adj.有框的；有边缘的 v.给…镶边；沿…边缘滚动；形成边缘（rim的过去分词）

163 ro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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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roasted 3 ['rəustid] adj.烤的 v.热煨（roast的过去分词）

165 roast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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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sacrifices 1 ['sækrɪfaɪs] n. 牺牲；祭品；供奉 vt. 牺牲；亏本出售；供奉 vi. 献祭；(棒球)作牺牲一击

167 sal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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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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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salty 1 ['sɔ:lti] adj.咸的；含盐的

169 sauc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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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saucy 2 adj.漂亮的，轻佻的 adj.无礼的，鲁莽的

171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72 scallions 2 n.青葱( scallion的名词复数 ); 冬葱; 大葱; 韭菜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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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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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servings 1 ['sɜːvɪŋz] n. 服务；一份饭菜或饮料 名词serving的复数形式.

176 sheet 1 [ʃi:t] n.薄片，纸张；薄板；床单 vt.覆盖；盖上被单；使成大片 vi.成片流动；大片落下 adj.片状的 n.(Sheet)人名；(英)希
特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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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179 skewer 1 ['skjuə] n.烤肉叉子；串肉扦；针 vt.刺穿；串住

180 sliced 1 [slaɪs] n. 薄片；部分；曲球 v. 切成薄片；割；切开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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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soft 1 [sɔft, sɔ:ft] adj.软的，柔软的；温柔的，温和的；软弱的；笨的 adv.柔软地；温和地 n.柔性；柔软的东西；柔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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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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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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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spice 1 [spais] n.香料；情趣；调味品；少许 vt.加香料于…；使…增添趣味 n.(Spice)人名；(英)斯派斯

187 spices 1 [s'paɪsɪz] n. 香味料，调味料；趣味，情趣 名词spice的复数形式

188 spiciness 1 ['spaisinis] n.香馥；富于香料；辛辣

189 spicy 2 ['spaisi] adj.辛辣的；香的，多香料的；下流的

190 spread 1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191 sprinkle 1 ['spriŋkl] n.撒，洒；少量 vt.洒；微雨；散置 vi.洒，撒；下稀疏小雨；喷撒

192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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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stretchy 1 ['stretʃi] adj.有弹性的；能伸展的

195 sugars 1 英 ['ʃʊɡə(r)] 美 ['ʃʊɡər] n. 糖，食糖；糖缸；甜言蜜语，阿谀奉承；宝贝，心肝 v. 使甜；在...上撒糖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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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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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sweetness 1 ['swi:tnis] n.美妙；芳香；可爱

199 tablespoon 1 ['teiblspu:n] n.大调羹，大汤匙；一餐匙的量

200 tablespoons 2 n.大汤匙，大调羹( tablespoon的名词复数 ); 一大汤匙的量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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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teaspoons 1 n.茶匙( teaspoon的名词复数 ); 一茶匙的量

203 t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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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the 3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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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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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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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thinly 1 ['θinli] adv.薄；稀疏地；细；瘦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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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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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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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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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213 to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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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tomato 1 [tə'mɑ:təu, -'mei-] n.番茄，西红柿

215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216 trimmed 1 [trɪmd] adj. 修饰的；削减的 动词trim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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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until 2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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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us 1 pron.我们

221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22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23 vegetable 3 ['vedʒitəbl] n.蔬菜；植物；植物人 adj.蔬菜的；植物的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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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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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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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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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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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weaver 2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232 wedges 1 [wedʒ] n. 楔子；楔形物 vt. 楔住；嵌；挤进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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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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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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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who 1 pron.谁；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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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widely 1 ['waidli] adv.广泛地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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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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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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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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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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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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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