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0-15 [Arts and Culture] Farmers Concerned about
Disappearing Traditional Food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2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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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nd 1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5 is 1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for 10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 i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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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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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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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i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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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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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ggs 6 [egz] n. 蛋；鸡蛋 名词egg的复数形式.

13 food 6 [fu:d] n.食物；养料

14 people 6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5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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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7 dis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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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hern 5 [hə:n] n.苍鹭；青鹭 n.(Hern)人名；(英)赫恩；(西)埃尔恩

19 Mexico 5 ['meksikəu] n.墨西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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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tc 4 adv.等等，及其他

22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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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his 4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4 lake 4 [leik] n.湖；深红色颜料；胭脂红 vt.（使）血球溶解 vi.（使）血球溶解 n.(Lake)人名；(德、塞、瑞典)拉克；(英)莱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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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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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Texcoco 4 Texcoco de Mora 德口口德摩亚(墨西哥地名)

28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9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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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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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collecting 3 [kə'lekt] v. 收集；聚集；募捐；运走；使（自己）镇定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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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Guerrero 3 格雷罗（人名）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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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insect 3 ['insekt] n.昆虫；卑鄙的人

37 insects 3 ['ɪnsekts] n. 昆虫；虫子；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

38 known 3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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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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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Mexican 3 ['meksikən] adj.墨西哥的；墨西哥人的 n.墨西哥人；墨西哥语

41 ocampo 3 n. 奥坎波(在墨西哥；西经 102º24' 北纬 27º2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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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tradition 3 [trə'diʃən] n.惯例，传统；传说

44 anymore 2 ['eni'mɔ:] adv.再也不，不再

45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46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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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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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50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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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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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aviar 2 ['kæviɑ:] n.鱼子酱

54 disappear 2 [,disə'piə] vi.消失；失踪；不复存在 vt.使…不存在；使…消失

55 d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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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at 2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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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dible 2 ['edibl] adj.可食用的 n.食品；食物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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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familiar 2 [fə'miljə] adj.熟悉的；常见的；亲近的 n.常客；密友 n.(Familiar)人名；(西)法米利亚尔

61 Farmers 2 n.[农]农民（farmer的复数）

62 fear 2 [fiə] n.害怕；恐惧；敬畏；担心 vt.害怕；敬畏；为…担心 vi.害怕；敬畏；为…担心

63 few 2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64 harvest 2 ['hɑ:vist] n.收获；产量；结果 vt.收割；得到 vi.收割庄稼

65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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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income 2 ['inkʌm] n.收入，收益；所得

67 john 2 [dʒɔn] n.厕所

68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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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71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72 on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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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part 2 n.部分；角色；零件；一些；片段 vt.分离；分配；分开 vi.断裂；分手 adv.部分地 adj.部分的 n.(Part)人名；(英、瑞典)帕
特；(泰)巴；(法)帕尔

74 protein 2 ['prəuti:n, -ti:in] n.蛋白质；朊 adj.蛋白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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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serves 2 英 [sɜːv] 美 [sɜ rː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77 sm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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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source 2 [sɔ:s] n.来源；水源；原始资料 n.(Source)人名；(法)苏尔斯

79 st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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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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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than 2 [ðæn, 弱ðən, ðn] conj.比（用于形容词、副词的比较级之后）；除…外（用于other等之后）；与其…（用于rather等之后）；
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82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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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84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85 under 2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86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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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who 2 pron.谁；什么人

88 wor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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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young 2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90 able 1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91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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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according 1 adj.相符的；一致的；相应的；和谐的；调和的 adv.依照；根据；按照 v.给予(accord的现在分词)；使和谐一致；
使符合；使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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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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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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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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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adopt 1 [ə'dɔpt] vt.采取；接受；收养；正式通过 vi.采取；过继

98 adopted 1 [ə'dɔptid] adj.被收养的；被采用的 v.采用；接受（ado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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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agribusiness 1 ['ægri,biznis] n.农业综合企业（包括农业设备、用品的制造、农产品的产销、制造加工等）

101 agriculture 1 n.农业；农耕；农业生产；农艺，农学

102 alive 1 [ə'laiv] adj.活着的；活泼的；有生气的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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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animals 1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105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106 appears 1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107 arm 1 n.手臂；武器；袖子；装备；部门 vi.武装起来 vt.武装；备战

108 autonomous 1 [ɔ:'tɔnəməs] adj.自治的；自主的；自发的

109 Aztec 1 ['æztek] n.阿芝特克人；阿芝特克语 adj.阿芝特克人的

110 b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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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BAL 1 [bæl] abbr.血中含酒精程度（BloodAlcoholLevel）；基本汇编语言（BasicAssemblyLanguage）；战场空中封锁
（BattlefieldAirInterdiction）；英国抗路易斯毒气剂（BritishAntiLewisite）

112 begin 1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113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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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bread 1 [bred] n.面包；生计 vt.在…上洒面包屑

116 breadcrumb 1 ['bredkrʌmb] n. 面包屑 v. (烹调食物时)在...上覆以面包屑

117 breadcrumbs 1 面包碎屑 面包粉 面包的松软部分（breadcrumb的名词复数） 覆以面包屑，用面包屑裹上 使沾上面包粉
（breadcrumb的第三人称单数）

118 bug 1 [bʌg] n.臭虫，小虫；故障；窃听器 vt.烦扰，打扰；装窃听器 vi.装置窃听器；打扰

119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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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cactus 1 ['kæktəs] n.[园艺]仙人掌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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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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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care 1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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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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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ceremonies 1 英 ['serəməni] 美 ['serəmoʊni] n. 仪式；礼节；典礼

127 chickens 1 ['tʃɪkɪn] n. 鸡；鸡肉；胆小者 adj. 懦弱的；胆小的 vi. 失去勇气

128 childhood 1 ['tʃaildhud] n.童年时期；幼年时代

129 collection 1 [kə'lekʃən] n.采集，聚集；[税收]征收；收藏品；募捐

130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131 concerned 1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132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133 conquest 1 ['kɔŋkwest] n.征服，战胜；战利品 n.(Conquest)人名；(英)康奎斯特

134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135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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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cooked 1 [kukt] adj.煮熟的 v.煮（cook的过去式、过去分词形式）

138 cooking 1 n.烹饪 adj.烹调的 v.烹调；筹划（cook的ing形式）

139 countryside 1 ['kʌntri,said] n.农村，乡下；乡下的全体居民

140 Crist 1 n. 克里斯特(人名)

141 cultivate 1 ['kʌltiveit] vt.培养；陶冶；耕作

142 cultivating 1 ['kʌltɪveɪt] vt. 栽培；耕作；培养；陶冶；结交(朋友)

143 customers 1 ['kʌstəməz] n. 顾客；<口>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

144 dating 1 ['deitiŋ] n.约会；记日期的；注明日期 v.约会；定日期（date的ing形式）

145 decreased 1 [dɪ'kriː s] v. 减少；减小；降低 n. 减少；降低

146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147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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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disappearing 1 英 [ˌdɪsə'pɪə(r)] 美 [ˌdɪsə'pɪr] vi. 消失；不见；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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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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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domestic 1 [dəu'mestik] adj.国内的；家庭的；驯养的；一心只管家务的 n.国货；佣人

153 draw 1 [drɔ:] vt.画；拉；吸引 vi.拉；拖 n.平局；抽签 n.(Draw)人名；(英)德劳

154 drying 1 ['draiiŋ] n.干燥 v.把…弄干（dry的ing形式）

155 earned 1 ['ɜːnd] adj. 挣得的；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6 eatery 1 ['i:təri] n.简便饮食店；小饭馆

157 economic 1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158 empire 1 ['empaiə] n.帝国；帝王统治，君权 n.(Empire)人名；(法)昂皮尔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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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161 Fabiola 1 n.(Fabiola)人名；(西)法维奥拉；(法、瑞典)法比奥拉

162 farmer 1 ['fɑ:mə] n.农夫，农民 n.(Farmer)人名；(英)法默；(法)法尔梅；(西)法梅尔

163 fat 1 [fæt] adj.肥的，胖的；油腻的；丰满的 n.脂肪，肥肉 vt.养肥；在…中加入脂肪 vi.长肥 n.(Fat)人名；(法、西、塞)法特；(东
南亚国家华语)发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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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festivals 1 岁时节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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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flies 1 [flaiz] n.苍蝇（fly的复数）；舞台上空，吊景区；裤子前面的开口 v.飞行；时间飞逝；乘飞机；飘动（fly的第三人称单
数）

168 flowers 1 英 ['flaʊə(r)] 美 ['flaʊər] n. 花；开花植物；精华；盛时 v. 开花；成熟；用花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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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fly 1 [flai] vi.飞；驾驶飞机；飘扬 vt.飞行；飞越；使飘扬 n.飞行；苍蝇；两翼昆虫 adj.敏捷的 n.(Fly)人名；(法)弗利；(英)弗莱

170 fries 1 [fraiz] n.炸薯条（Frenchfries） n.(Fries)人名；(英、瑞典、德、荷)弗里斯；(西)弗列斯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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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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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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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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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Gustavo 1 古斯塔沃（人名）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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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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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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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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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hispanic 1 [hi'spænik] adj.西班牙的

182 historian 1 [his'tɔ:riən] n.历史学家

183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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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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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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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indigenous 1 [in'didʒinəs] adj.本土的；土著的；国产的；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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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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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ink 1 [iŋk] vt.签署；涂墨水于 n.墨水，墨汁；油墨 n.(Ink)人名；(英)英克

192 investments 1 [ɪn'vestmənts] 投资

193 involves 1 英 [ɪn'vɒlv] 美 [ɪn'vɑ lːv] vt. 包含；使忙于；牵涉；使卷入；使陷入

194 jorge 1 n. 乔治

195 Juan 1 [hwɑ:n] n.胡安（男子名）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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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kee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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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keeping 1 ['ki:piŋ] n.保管；一致；协调；遵守 v.保持；遵守（keep的ing形式）

199 kid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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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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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Lakes 1 [leiks] n.[地理]湖泊，湖畔；[涂料]色淀 n.(Lakes)人名；(德)拉克斯

202 land 1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203 last 1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持，够用；持久 vt.度过，拖过；使维持 adv.最后地；上次，最近；最后一点 n.(Last)人名；(英、德、葡、罗、瑞典)拉斯特

204 learned 1 ['lə:nid] adj.博学的；有学问的；学术上的 n.(Learned)人名；(英)勒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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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207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08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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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loo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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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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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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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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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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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manner 1 ['mænə] n.方式；习惯；种类；规矩；风俗 n.(Manner)人名；(德、芬、瑞典)曼纳

215 me 1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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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method 1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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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mixture 1 ['mikstʃə] n.混合；混合物；混合剂

220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221 mo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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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mother 1 ['mʌðə] n.母亲；大娘；女修道院院长 vt.生下；养育；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母亲的；出生地的

223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224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225 needle 1 ['ni:dl] n.针；指针；刺激；针状物 vi.缝纫；做针线 vt.刺激；用针缝 n.(Needle)人名；(英)尼德尔

226 nopal 1 ['nəupl] n.胭脂仙人掌属植物

227 number 1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228 occasionally 1 adv.偶尔；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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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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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oil 1 [ɔil] n.油；石油；油画颜料 vt.加油；涂油；使融化 vi.融化；加燃油

232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233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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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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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owner 1 ['əunə] n.[经]所有者；物主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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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239 peoples 1 ['piː plz] n. 民族

240 perhaps 1 adv.或许；（表示不确定）也许；（用于粗略的估计）或许；（表示勉强同意或其实不赞成）也许；可能 n.假定；
猜想；未定之事

241 picture 1 ['piktʃə] n.照片，图画；影片；景色；化身 vt.画；想像；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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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poverty 1 ['pɔvəti] n.贫困；困难；缺少；低劣

244 pre 1 abbr.炼油工程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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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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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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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raise 1 [reiz] vt.提高；筹集；养育；升起 vi.上升 n.高地；上升；加薪 n.(Raise)人名；(英)雷兹

249 reasons 1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250 recipe 1 n.食谱；[临床]处方；秘诀；烹饪法

251 reminds 1 [rɪ'maɪnd] vt. 使想起；提醒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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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resear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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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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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restaurant 1 ['restərɔŋ, -rɔnt, -rənt] n.餐馆；[经]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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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revisiting 1 [ˌriː 'vɪzɪt] v. 再访；重游；重临；重新讨论；回顾，重温

257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258 San 1 [sa:n] abbr.存储区域网（StorageAreaNetworking） n.(San)人名；(泰)讪；(俄、罗、刚)萨恩；(土、柬)桑；(缅)山

259 Sanchez 1 n.桑切斯（姓氏）

260 sau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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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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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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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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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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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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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panish 1 ['spæniʃ] adj.西班牙的；西班牙人的；西班牙语的 n.西班牙语；西班牙人

270 squash 1 [skwɔʃ, skwɔ:ʃ] vt.镇压；把…压扁；使沉默 vi.受挤压；发出挤压声；挤入 n.壁球；挤压；咯吱声；南瓜属植物；（英）
果汁饮料

271 state 1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272 studying 1 ['stʌdi] n. 研究；学习；学科；书房；(绘画或文学)习作；练习曲；沉思；记忆力…的人；台词记得…的人 v. 研究；
学习；读书；仔细观察；努力

273 suggested 1 [sə'dʒestɪd] adj. 建议的；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4 suitable 1 ['sju:təbl] adj.适当的；相配的

275 survival 1 [sə'vaivəl] n.幸存，残存；幸存者，残存物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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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tattoo 1 n.文身 vt.刺花纹于 vi.刺花样

278 tattooed 1 英 [tə'tu ]ː 美 [tæ'tu ]ː v. (在皮肤上)刺图案 n. 文身

279 technological 1 [,teknə'lɔdʒikəl] adj.技术的；工艺的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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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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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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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284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85 tiny 1 ['taini] adj.微小的；很少的 n.(Tiny)人名；(葡、印)蒂尼

286 tomatillo 1 [,təumə'ti:jəu, -'ti:ljəu] n.粘果酸浆

287 traditional 1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288 traditions 1 [trə'dɪʃnz] 传统

289 turkeys 1 英 ['tɜːki] 美 ['tɜ rːki] n. 火鸡；笨蛋；失败之作 n. [T-]土耳其

290 undesirable 1 [,ʌndi'zaiərəbl] adj.不良的；不受欢迎的；不合需要的 n.不良分子；不受欢迎的人

291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292 us 1 pron.我们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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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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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96 valley 1 ['væli] n.山谷；流域；溪谷 n.(Valley)人名；(英)瓦利；(法)瓦莱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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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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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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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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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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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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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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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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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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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willing 1 ['wiliŋ] adj.乐意的；自愿的；心甘情愿的 v.决心；用意志力驱使；将（财产等）遗赠某人（will的现在分词） n.(Willing)
人名；(德、芬、瑞典)维林；(英)威林

307 word 1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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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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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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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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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you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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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