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0-02 [Arts and Culture] Singapore-style Food Center Opens in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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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unt 1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3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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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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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greed 1 [ə'gri:d] adj.同意的；通过协议的 v.同意；赞成（agree的过去式）

7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8 amazing 1 [ə'meiziŋ] adj.令人惊异的 v.使吃惊（amaze的ing形式）

9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0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1 an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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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hony 1 ['æntəni] n.安东尼（人名）

13 artistic 1 [ɑ:'tistik] adj.艺术的；风雅的；有美感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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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sian 1 ['eiʃən] n.亚洲人 adj.亚洲的；亚洲人的

16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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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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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19 born 1 [bɔ:n] v.出世（bear的过去分词） adj.天生的 n.(Born)人名；(柬)邦；(英、西、俄、捷、德、瑞典、匈)博恩

20 bourdain 2 布尔丹

21 brings 1 [brɪŋz] v. 带来；促使；引起；劝诱（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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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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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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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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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27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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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cente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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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Chen 1 n. 陈（中国朝代；姓）

30 chicken 2 n.鸡肉；小鸡；胆小鬼，懦夫 adj.鸡肉的；胆怯的；幼小的

31 chili 1 ['tʃili] n.红辣椒，辣椒

32 Chinese 1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33 chosen 1 ['tʃəuzən] vt.选择（choose的过去分词） adj.挑选出来的，精选的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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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comment 3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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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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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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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ooked 2 [kukt] adj.煮熟的 v.煮（cook的过去式、过去分词形式）

40 court 1 [kɔ:t] n.法院；球场；朝廷；奉承 vt.招致（失败、危险等）；向…献殷勤；设法获得 vi.求爱 n.(Court)人名；(英)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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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库尔

41 crab 1 [kræb] n.螃蟹；蟹肉；脾气乖戾的人；起重机 vt.抱怨；破坏；使偏航 vi.捕蟹；发牢骚；抱怨

42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43 cultures 1 ['kʌltʃəz] n. 文化 名词culture的复数形式.

44 curate 1 n.助理牧师；副牧师 vt.当(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馆长

45 curates 1 n.副牧师，助理牧师( curate的名词复数 ) v.副牧师，助理牧师( curate的第三人称单数 )

46 curator 1 [kjuə'reitə] n.馆长；监护人；管理者

47 cutlery 2 ['kʌtləri] n.餐具；刀剑制造业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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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deliciousness 2 [di'liʃəsnis] n.美味；怡人；芬芳

50 directly 1 [英 [də̍ rektli] 美 [dɪˈrɛktli, daɪ-]] adv.直接地；立即；马上；正好地；坦率地 conj.一…就

51 discussed 1 [dɪs'kʌst] adj. 被讨论的；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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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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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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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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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ldon 1 埃尔登（人名）

57 eleven 1 [i'levən] n.十一；十一个 adj.十一的；十一个的 num.十一；十一个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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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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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hibit 1 [ig'zibit] vt.展览；显示；提出（证据等） n.展览品；证据；展示会 vi.展出；开展览会

62 exporting 1 ['ɪkspɔː tɪŋ] n. 输出；出口 动词ex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63 fairly 1 ['fεəli] adv.相当地；公平地；简直 n.(Fairly)人名；(英)费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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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first 2 [fə:st] adv.第一；首先；优先；宁愿 n.第一；开始；冠军 adj.第一的；基本的；最早的 num.第一 n.(First)人名；(英)弗斯
特；(捷)菲尔斯特

66 flavor 1 ['fleivə] n.情味，风味；香料；滋味 vt.加味于

67 flavors 1 ['fleɪvə] n. 风味；特殊的滋味；风格；调味品 vt. 加调料于...；给...添加情趣

68 food 13 [fu:d] n.食物；养料

69 for 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0 Forks 1 n.福克斯（美国地名）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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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fry 1 [frai] n.鱼苗；油炸食物 vt.油炸；油煎 vi.油炸；油煎 n.(Fry)人名；(芬)弗吕；(英)弗赖伊；(德、英、法、西)弗里

73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74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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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grandmother 1 ['grænd,mʌðə] n.祖母；女祖先 vt.当…的祖母 vi.当祖母

77 grew 1 [gru:] v.成长，种植（grow的过去式） n.(Grew)人名；(芬)格雷夫；(英、葡)格鲁

78 h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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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Hainan 1 ['hai'nɑ:n] n.海南（中国南部省名）

80 hall 1 n.过道，门厅，走廊；会堂；食堂；学生宿舍；大厅，前厅；娱乐中心，会所 n.（土）哈勒（人名）；（德、波、丹、
芬、瑞典）哈尔（人名）；（英）霍尔（人名）；（法）阿尔（人名）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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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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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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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hawker 4 ['hɔ:kə] n.叫卖小贩；饲鹰者 n.(Hawker)人名；(英)霍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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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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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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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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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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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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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92 ho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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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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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idea 3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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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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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9 island 1 ['ailənd] n.岛；岛屿；安全岛；岛状物 adj.岛的 vt.孤立；使成岛状 n.(Island)人名；(英)艾兰

100 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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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john 2 [dʒɔn] n.厕所

102 Jones 1 [dʒəunz] n.琼斯（姓氏）

103 julie 1 ['dʒu:li] n.朱莉（女子名）

104 ju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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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kf 1 ['keɪ'ef] (=kenner-fecal medium) 肯纳-大便培养基,(=klippel-feil(syndrome)) 克-菲二氏综合征:短颈综合征,(=knee flexor) 膝屈肌,
(=kupffer cell) 枯否(氏)细胞,(=symbol indicating flocculation speed in antigenantibody reactions) 表示抗原抗体反应絮凝速度的符号

106 knives 1 [naivz] n.刀子（knife的复数） v.用小刀切；刀切似的穿过（knife的三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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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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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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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lee 1 [li:] n.保护；背风处 adj.保护的；庇荫的；避风的 n.(Lee)人名；(朝)李；(中)李(普通话·威妥玛)；(柬)利；(中)李(广东话·威
妥玛)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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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liked 1 [laikt] v.喜欢（like的过去式）

113 lines 1 [laɪnz] n. (剧本中的)台词；诗歌；线条；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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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Magdalene 1 [,mægdə'lin, ,mægdə'li:ni] n.从良的妓女；（英）妓女收容所 n.(Magdalene)人名；(德、西、英)玛格达莱妮

116 Malay 1 [mə'lei; 'meilei] adj.马来人的；马来语的；马来西亚的 n.马来语；马来人

117 manager 1 ['mænidʒə] n.经理；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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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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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markets 1 英 ['mɑːkɪt] 美 ['mɑ rːkɪt] n. 市场；集市 v. 销售；推销；买卖

121 meal 1 [mi:l] n.一餐，一顿饭；膳食 vi.进餐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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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124 met 1 [met] v.遇见（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et)人名；(瑞典)梅特

125 midtown 1 ['midtaun] n.市中心区；商业区和住宅区的中间地区 adj.市中心区的；位于市中心区的

126 miss 1 [mɪs] n.女士，小姐，年轻未婚女子 vt.错过，想念，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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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missing 1 ['misiŋ] adj.失踪的；缺少的 v.错过（miss的ing形式）；想念；漏掉 n.(Missing)人名；(德)米辛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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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mu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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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nasi 1 ['nɑ:si] n.米饭（马来语） n.(Nasi)人名；(意)纳西

131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132 new 6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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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of 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35 omelet 1 n.煎蛋卷；炒鸡蛋；鸡蛋烧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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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opened 1 v.打开，开启（open过去分词形式） adj.开的

138 opens 1 英 ['əʊpənz] 美 ['oʊpənz] v. 打开 动词ope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39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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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organize 1 ['ɔ:gənaiz] vt.组织；使有系统化；给予生机；组织成立工会等 vi.组织起来；成立组织

141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42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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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oyster 1 ['ɔistə] n.牡蛎，[无脊椎]蚝；沉默寡言的人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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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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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performed 1 英 [pə'fɔː m] 美 [pər'fɔː rm] v. 执行；履行；表演；运转；举行

148 plast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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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plates 1 [pleɪts] n. 盘子；板材 名词plate的复数形式.

150 pleasant 1 ['plezənt] adj.令人愉快的，舒适的；讨人喜欢的，和蔼可亲的 n.(Pleasant)人名；(英)普莱曾特

151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52 praised 1 [preɪz] vt. 赞美；称赞 n. 赞美；称赞；崇拜 vi. 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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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presentation 1 n.展示；描述，陈述；介绍；赠送

155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56 program 1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157 property 1 ['prɔpəti] n.性质，性能；财产；所有权

158 public 1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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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161 ready 1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人名；(英)雷迪

162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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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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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66 rice 3 [rais] n.稻；米饭 vt.把…捣成米糊状 n.(Rice)人名；(瑞典)里瑟；(塞)里采；(英)赖斯

167 Roselle 1 [rəu'zel] n.洛神葵（产于热带地区） n.(Roselle)人名；(英、法)罗塞尔

168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169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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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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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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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172 Scott 2 [skɔt] n.斯科特（男子名）

173 see 1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174 select 1 [si'lekt] vt.挑选；选拔 adj.精选的；挑选出来的；极好的 vi.挑选 n.被挑选者；精萃

175 seller 1 ['selə] n.卖方，售货员 n.(Seller)人名；(匈)谢勒；(西)塞列尔

176 sellers 2 n. 塞勒斯

177 serving 1 ['sə:viŋ] n.服务；上菜；一份食物 v.服务（serve的ing形式） adj.用于上菜的 n.(Serving)人名；(瑞典)塞尔温

178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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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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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sim 2 [sim] abbr.用户身份识别卡（subscriberidentitymodule）；工业管理学院（SchoolofIndustrialManagement）；科学仪表舱
（ScientificInstrumentModule）；模拟计算机索引法（SimulatedMachineIndexing） n.(Sim)人名；(柬)辛；(俄、罗、英)西姆(教
名Simeon、Simon的昵称)

182 Singapore 7 [,siŋgə'pɔ:] n.新加坡

183 Singaporean 1 [,siŋgə'pɔ:riən] n.新加坡人 adj.新加坡人的；新加坡的

184 singaporeans 1 n.新加坡人( Singaporean的名词复数 )

185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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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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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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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southeast 1 [,sauθ'i:st] adj.东南的；来自东南的 n.东南；东南地区 adv.来自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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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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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st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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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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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street 2 [stri:t] n.街道 adj.街道的 n.(Street)人名；(英、葡)斯特里特；(德)施特雷特

196 sty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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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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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sweltering 2 ['sweltəriŋ] adj.闷热的；热得难受的

199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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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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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tender 1 adj.温柔的；柔软的；脆弱的；幼稚的；难对付的 n.偿付，清偿；看管人；小船 vt.提供，偿还；使…变嫩；使…变柔
软 vi.投标；变柔软

203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204 t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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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the 1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06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07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08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09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210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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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though 1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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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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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t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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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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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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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urban 1 ['ə:bən] adj.城市的；住在都市的 n.(Urban)人名；(西)乌尔万；(斯洛伐)乌尔班；(德、俄、罗、匈、塞、波、捷、瑞典、
意)乌尔班；(英)厄本；(法)于尔邦

218 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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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20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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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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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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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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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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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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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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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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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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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who 2 pron.谁；什么人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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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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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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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works 2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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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yes 1 [jes] adv.是,是的 n.是（表示肯定）

239 York 4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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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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