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0-29 [Arts and Culture] 'Chinese Chorizo' Honors Blend of
Two Cultures in Arizona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and 3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3 Chinese 27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4 of 2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in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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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for 1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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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chorizo 12 [tʃə'ri:zəu] n.西班牙辣香肠

9 is 1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 stores 11 [s'tɔː z]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

11 th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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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Tucson 11 ['tu:sɔn; tu:'sɔn] n.图森（美国亚利桑那州南部城市）

13 yeh 10 [je] adv.是（等于yes） n.(Yeh)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叶；(中)叶(普通话·威妥玛)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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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food 8 [fu:d] n.食物；养料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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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sh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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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were 8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9 you 8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0 lew 7 [lu:] n.卢（等于Louis，男子名）

21 Mexican 7 ['meksikən] adj.墨西哥的；墨西哥人的 n.墨西哥人；墨西哥语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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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cent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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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grocery 6 ['grəusəri] n.食品杂货店 食品杂货

25 meat 6 [mi:t] n.肉，肉类（食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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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8 think 6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9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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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32 americans 4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33 Arizona 4 [,æri'zəunə] n.美国亚利桑那州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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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calle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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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d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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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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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h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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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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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mo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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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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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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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statue 4 ['stætju:, -tʃu] n.雕像，塑像 vt.以雕像装饰

43 w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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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years 4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45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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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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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American 3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48 art 3 n.（包括雕塑、绘画、音乐等的）艺术，美术；美术（作）品；艺品（作）品；（表演）艺术；技术，技巧； adj.艺术
的；艺术品的；具有艺术性的 v.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过时用法

49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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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ity 3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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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v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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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family 3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54 festival 3 ['festəvəl] n.节日；庆祝，纪念活动；欢乐 adj.节日的，喜庆的；快乐的

55 h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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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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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here 3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58 history 3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59 immigrants 3 ['ɪmɪɡrənts] n. 移民；他国移入的动植物 名词immigrant的复数形式.

60 know 3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61 local 3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62 lo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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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museum 3 [mju:'ziəm] n.博物馆

64 recipe 3 n.食谱；[临床]处方；秘诀；烹饪法

65 store 3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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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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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tran 3 n.(Tran)人名；(柬)德兰

69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70 vegan 3 ['viː g(ə)n] n.（英）严格的素食主义者 adj.严守素食主义的

71 wh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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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your 3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73 accou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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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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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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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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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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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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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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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building 2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83 business 2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84 Caty 2 卡蒂

85 cultural 2 ['kʌltʃərəl] adj.文化的；教养的

86 cultures 2 ['kʌltʃəz] n. 文化 名词culture的复数形式.

87 customers 2 ['kʌstəməz] n. 顾客；<口>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

88 decided 2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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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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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specially 2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92 Feng 2 n.冯（中文姓氏）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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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95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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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98 hometown 2 ['həum'taun] n.家乡；故乡

99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00 immigration 2 [,imi'greiʃən] n.外来移民；移居

101 interesting 2 [ˈɪntrɪstɪŋ，ˈɪntrəstɪŋ] adj.有趣的；引起兴趣的，令人关注的

102 Joe 2 [dʒəu] n.乔（男子名）

103 lar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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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learned 2 ['lə:nid] adj.博学的；有学问的；学术上的 n.(Learned)人名；(英)勒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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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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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08 market 2 ['mɑ:kit] n.市场；行情；股票市场；市面；集市；销路；商店 vt.在市场上出售 vi.做买卖 n.(Market)人名；(塞)马尔凯特

109 money 2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10 month 2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11 moved 2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2 native 2 ['neitiv] adj.本国的；土著的；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天赋的 n.本地人；土产；当地居民

113 neat 2 [ni:t] adj.灵巧的；整洁的；优雅的；齐整的；未搀水的；平滑的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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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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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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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owned 2 [əund] v.拥有；承认（own的过去分词） adj.自身拥有的

118 pandemic 2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119 pay 2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120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21 policy 2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22 product 2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123 project 2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124 publi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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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restaurants 2 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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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room 2 n.房间；空间；余地；机会；房间里所有的人 vt.为…提供住处；租房，合住；投宿，住宿；留…住宿 vi.居住；住宿 n.
（英）鲁姆（人名）；（俄）罗姆（人名）

127 sausage 2 ['sɔsidʒ, 'sɔ:-] n.香肠；腊肠；装香肠的碎肉

128 serv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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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s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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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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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support 2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132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133 thought 2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4 town 2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135 trying 2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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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valenzuela 2 巴伦苏埃拉（人名）

138 ve 2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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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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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what 2 [hwɔt, hwʌt, 弱hwət] pron.什么；多么；多少 adj.什么；多么；何等 adv.到什么程度，在哪一方面 int.什么；多么

142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43 who 2 pron.谁；什么人

144 works 2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145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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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148 age 1 [eidʒ] n.年龄；时代；寿命，使用年限；阶段 vi.成熟；变老 vt.使成熟；使变老，使上年纪 n.(Age)人名；(瑞典)阿格；(日)
扬(姓)；(西、荷)阿赫

149 allan 1 ['ælən] n.艾伦（男子名，等于Alan）

150 Allen 1 ['ælən] n.艾伦（男子名）

151 alliance 1 [ə'laiəns] n.联盟，联合；联姻

152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53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54 ancestry 1 ['ænsestri] n.祖先；血统

155 andrew 1 ['ændru:] n.安德鲁（男子名）

156 andy 1 ['ændi] n.安迪（男子名，等于Andrew）

157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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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artist 1 ['ɑ:tist] n.艺术家；美术家（尤指画家）；大师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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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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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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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164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65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166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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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169 blend 1 [blend] vt.混合 vi.混合；协调 n.混合；掺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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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board 1 [bɔ:d] n.董事会；木板；甲板；膳食 vt.上（飞机、车、船等）；用板盖上；给提供膳宿 vi.寄宿 n.(Board)人名；(英、西)
博德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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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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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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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brother 1 ['brʌðə] n.兄弟；同事；战友 int.我的老兄！ n.(Brother)人名；(英)布拉泽

175 businesses 1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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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buys 1 [baɪ] vt. 购买；买；获得；收买；<俚>相信 vi. 买 n. 购买；便宜货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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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career 1 n.生涯；职业；事业；速度，全速 adj.作为毕生职业的 vi.全速前进，猛冲

180 careers 1 英 [kə'rɪə(r)] 美 [kə'rɪr] n. 生涯；职业；事业 vi. 猛冲；飞跑

181 Carlos 1 ['ka:lɔs] n.卡洛斯（男子名）

182 catching 1 ['kætʃiŋ] adj.传染性的；有魅力的 v.抓住（catch的ing形式）

183 celebrated 1 ['selibreitid] adj.著名的；有名望的 v.庆祝（celeb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4 celebration 1 [,seli'breiʃən] n.庆典，庆祝会；庆祝；颂扬

185 chan 1 [tʃæn] n.通道（槽，沟） n.(Chan)人名；(法)尚；(缅)钱；(柬、老、泰)占

186 channel 1 vt.引导，开导；形成河道 n.通道；频道；沟渠；海峡

187 chef 1 [ʃef] n.厨师，大师傅 n.(Chef)人名；(法)谢夫

188 chief 1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189 classrooms 1 [k'læsruːmz] 教室

190 closed 1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191 closings 1 n.结束（的）( closing的名词复数 ); 结束（的），结语，论文末尾的结语; （使）关，关闭( close的现在分词 ); 终止

192 collected 1 [kə'lektid] adj.镇定的；收集成的 v.收集；聚集（collect的过去式）

193 combine 1 [kəm'bain] vt.使化合；使联合，使结合 vi.联合，结合；化合 n.联合收割机；联合企业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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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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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communities 1 [kə'mjuːnəti] n. 社区；社会；公众；共同体；团体；共享；共有；[生]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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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contemporary 1 [kən'tempərəri] n.同时代的人；同时期的东西 adj.当代的；同时代的；属于同一时期的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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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coriander 1 [,kɔri:'ændə] n.胡荽（等于Chineseparsley或cilantro）

201 coronavirus 1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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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covered 1 ['kʌvəd] adj.覆盖了的；隐蔽着的；有屋顶的 v.覆盖；包括；掩护（cover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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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credit 1 ['kredit] n.信用，信誉；[金融]贷款；学分；信任；声望 vt.相信，信任；把…归给，归功于；赞颂

206 critical 1 ['kritikəl] adj.鉴定的；[核]临界的；批评的，爱挑剔的；危险的；决定性的；评论的

207 culture 1 ['kʌltʃə] n.文化，文明；修养；栽培 vt.[细胞][微]培养（等于cultivate）

208 customer 1 ['kʌstəmə] n.顾客；家伙

209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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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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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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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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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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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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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dropped 1 [drɒpt] v. 降下(减少；划线；停止；除去)

217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218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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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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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222 enjoyable 1 adj.快乐的；有乐趣的；令人愉快的

223 established 1 [i'stæbliʃt] adj.确定的；已制定的，已建立的

224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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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xclusion 1 [ik'sklu:ʒən] n.排除；排斥；驱逐；被排除在外的事物

227 exist 1 [ig'zist] vi.存在；生存；生活；继续存在

228 eye 1 [ai] n.眼睛；视力；眼光；见解，观点 vt.注视，看 n.(Eye)人名；(德)艾厄；(英)艾

229 faced 1 [feist] adj.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有…表面的 v.面对（face的过去分词）

230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231 families 1 ['fæməlɪz] n.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

232 father 1 ['fɑ:ðə] n.父亲，爸爸；神父；祖先；前辈 vt.发明，创立；当…的父亲

233 fats 1 [fæts] n.（食用的）动植物油（fat的复数）；育肥待上市的家畜

234 felt 1 [felt] n.毡；毡制品 vi.粘结 vt.使粘结；把…制成毡 v.感觉（feel的过去式） n.(Felt)人名；(英、罗、芬、捷、瑞典)费尔特

235 financial 1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236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237 force 1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238 formed 1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239 foundation 1 [faun'deiʃən] n.基础；地基；基金会；根据；创立

240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241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242 full 1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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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game 1 [geim] n.游戏；比赛 adj.勇敢的 vi.赌博 n.(Game)人名；(英)盖姆；(法)加姆；(西)加梅

245 gone 1 [gɔn] adj.离去的；死去的；用光的 v.去（go的过去分词）

246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247 grandfather 1 ['grænd,fɑ:ðə] n.祖父；始祖 vt.不受新规定限制

248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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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grocer 1 ['grəusə] n.杂货店；食品商

251 grocers 1 n.食品杂货商( grocer的名词复数 )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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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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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5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256 heavily 1 ['hevili] adv.沉重地；猛烈地；沉闷地

257 historical 1 [his'tɔrikəl] adj.历史的；史学的；基于史实的

258 histories 1 ['hɪstri] n. 历史；历史学；对过去事情的记载；过去的事

259 honors 1 ['ɒnəz] n. 礼遇；优异成绩 名词hono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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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261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262 ideas 1 观念

263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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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266 influenced 1 ['ɪnfluəns] v. 影响；感染；<美俚>在(饮料)中加烈酒 n. 影响力；影响；权势；势力；有影响的人(或事物)

267 inventive 1 [in'ventiv] adj.发明的；有发明才能的；独出心裁的

268 invited 1 [ɪn'vaɪtɪd] adj. 邀请的；引起的；招致的 动词inv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9 jackie 1 ['dʒæki] n.杰基（人名）

270 job 1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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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kilograms 1 ['kɪləgræm] 千克；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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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knowledge 1 ['nɔlidʒ] n.知识，学问；知道，认识；学科 n.(Knowledge)人名；(南非)诺利奇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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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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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laugh 1 [lɑ:f, læf] n.笑；引人发笑的事或人 vi.笑 vt.以笑表示；使…笑得

278 leader 1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279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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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82 lifelines 1 n. 生命线（lifeline的复数形式）；救生索（栏）

283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284 links 1 ['liŋks] n.[计]链接（link的复数）；沙地；沙丘

285 locals 1 ['ləʊklz] n. 当地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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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longtime 1 ['lɔŋtaim, 'lɔ:ŋ-] adj.长时间的；为时甚久的 adv.长久地

288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289 ma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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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mahjong 1 [ma:'dʒɔŋ] n.麻将

291 major 1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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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294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295 meter 1 [mi:tə] n.米；仪表；[计量]公尺；韵律 vt.用仪表测量 vi.用表计量 n.(Meter)人名；(英)米特；(塞)梅特

296 meters 1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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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299 multipurpose 1 ['mʌltɪ'pɜːpəs] adj. 万能的；多种用途的；多目标的

300 needs 1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301 neighborhood 1 n.附近；街坊；接近；街区

302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303 nickname 1 ['nikneim] n.绰号；昵称 vt.给……取绰号；叫错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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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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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objects 1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307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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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Older 1 ['əʊldər] adj. 年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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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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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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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operation 1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314 organized 1 ['ɔ:gənaizd] adj.有组织的；安排有秩序的；做事有条理的 v.组织（organiz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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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317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318 owner 1 ['əunə] n.[经]所有者；物主

319 paid 1 [peid] adj.付清的；已付的 vt.支付（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付清

320 partnering 1 英 ['pɑ tːnə(r)] 美 ['pɑ rːtnər] n. 伙伴；搭档；伴侣；合伙人 v. 同 ... 合作；做 ... 的搭档

321 passion 1 ['pæʃən] n.激情；热情；酷爱；盛怒

322 pepp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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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324 person 1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325 pictures 1 ['pɪktʃəz] n.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

326 pig 1 n.猪；猪肉 vi.生小猪；像猪一样过活 n.警察（俚语，带有攻击性）

327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328 plant 1 [plɑ:nt, plænt] n.工厂，车间；植物；设备；庄稼 vt.种植；培养；栽培；安置 vi.种植 n.(Plant)人名；(英、西、意)普兰
特；(法)普朗

329 playing 1 ['pleiiŋ] n.比赛；演奏 v.玩耍（play的ing形式）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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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pleasure 1 ['pleʒə, 'plei-] n.快乐；希望；娱乐；令人高兴的事 vt.使高兴；使满意 vi.高兴；寻欢作乐

332 policies 1 英 ['pɒləsi] 美 ['pɑ lː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333 poor 1 [puə, pɔ:] adj.贫穷的；可怜的；贫乏的；卑鄙的 n.(Poor)人名；(英、伊朗)普尔

334 powder 1 ['paudə] n.粉；粉末；[化工][军]火药；尘土 vt.使成粉末；撒粉；搽粉于 vi.搽粉；变成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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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presence 1 ['prezəns] n.存在；出席；参加；风度；仪态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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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proposed 1 英 [prəʊ'pəʊzd] 美 [prə'poʊzd] adj. 被提议的

339 provided 1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340 quite 1 [kwait] adv.很；相当；完全

341 race 1 n.属，种；种族，人种；家庭，门第；赛事，赛跑 vt.使参加比赛；和…竞赛；使急走，使全速行进 vi.比速度，参加竞
赛；全速行进 n.(Race)人名；(英)雷斯；(塞)拉采

342 racism 1 ['reisizəm] n.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人种偏见

343 racist 1 ['reisist] n.种族主义者 种族主义的

344 ran 1 [ræn] v.跑（run的过去式） n.(Ran)人名；(俄、瑞典、塞)拉恩；(柬)兰

345 re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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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347 recognize 1 ['rekəgnaiz] vt.认出，识别；承认 vi.确认，承认；具结

348 recognized 1 ['rekəɡnaɪzd] adj. 公认的；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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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remained 1 [rɪ'meɪn] v. 剩余；逗留；留下；依然；保持 n. 剩余物；遗迹；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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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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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researched 1 英 [rɪ'sɜ tːʃ] 美 [rɪ'sɜ rːtʃ] n. 研究；调查 v. 研究；调查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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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revisit 1 [,ri:'vizit] vt.重游；再访；重临 n.再访问

355 running 1 ['rʌniŋ] n.运转；赛跑；流出 adj.连续的；流动的；跑着的；运转着的 v.跑；运转（run的ing形式）；行驶 n.(Running)
人名；(英)朗宁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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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say 1 [sei] vt.讲；说明；例如；声称；假设；指明 vi.讲；表示；念；假定；背诵 n.(Say)人名；(土)萨伊；(法、老、柬)赛；(英)
塞伊；(匈、罗)绍伊

358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359 scientific 1 [,saiən'tifik] adj.科学的，系统的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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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seed 1 [si:d] n.种子；根据；精液；萌芽；子孙；原由 vt.播种；结实；成熟；去…籽 vi.播种；（植物）结实 n.(Seed)人名；(英)
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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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service 1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364 settling 1 ['setliŋ] n.安置；固定；沉淀物；移居 v.解决；安居（settle的ing形式） n.(Settling)人名；(瑞典)塞特林

365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366 shared 1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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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shown 1 ['ʃəun] v.解释（show的过去分词）；给予；表露

369 sibling 1 ['sibliŋ] n.兄弟姊妹；民族成员

370 siblings 1 ['sɪblɪŋz] n. 同胞；同科 名词sibling的复数形式.

371 Sichuan 1 ['si:tʃwɑ:n] n.四川省

372 sister 1 n.姐妹；（称志同道合者）姐妹；修女；护士 adj.姐妹般的；同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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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smith 1 [smiθ] n.铁匠；锻工；制作者 vt.锻制 vi.锻打金属；当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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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son 1 [sʌn] n.儿子；孩子（对年轻人的称呼）；男性后裔 n.(Son)人名；(土、老、柬)松；(法、罗)索恩；(日)存(名)；(日)孙
(姓)；(越)山

377 sought 1 [sɔ:t] v.寻找（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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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specials 1 ['speʃəlz] n. 特惠；特价；特别的东西 名词special的复数形式.

380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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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spiced 1 adj.五香的；调过味的；含香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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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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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 square 1 [skwεə] adj.平方的；正方形的；直角的；正直的 vt.使成方形；与…一致 vi.一致；成方形 n.平方；广场；正方形 adv.成
直角地

386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87 starting 1 ['stɑ tː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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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succeeded 1 [sək'siː dɪd] v. 成功（动词succ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90 successful 1 [sək'sesful] adj.成功的；一帆风顺的

391 super 1 ['sju:pə] adj.特级的；极好的 n.特级品，特大号；临时雇员 n.(Super)人名；(英)休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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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surprised 1 [sə'praizd] adj.感到惊讶的，出人意料的 v.使惊奇（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

393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394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95 tables 1 [teɪblz] n. 表格 名词table的复数形式.

396 tall 1 [tɔ:l] adj.高的；长的；过分的；夸大的 adv.夸大地 n.(Tall)人名；(马里、阿拉伯)塔勒；(芬、罗、瑞典)塔尔；(英)托尔；
(土)塔勒

397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398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99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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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thinks 1 [θɪŋk] v. 认为；想；记起；考虑 n.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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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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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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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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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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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 tourist 1 ['tuərist] n.旅行者，观光客 adj.旅游的 vt.在旅行参观 vi.旅游；观光 adv.坐旅游车厢；坐经济舱

408 tourists 1 ['tuərɪsts] n. 旅游者，旅行者，观光客（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

409 travels 1 ['trævəlz] n. 漫游；旅行 名词travel的复数形式.

410 truck 1 [trʌk] n.卡车；交易；手推车 vi.驾驶卡车；以物易物 vt.交易；以卡车运输 adj.（美）运货汽车的 n.(Truck)人名；(德)特
鲁克

411 trucks 1 [trʌk] n. 卡车；手推车；敞篷货车 n. 交易；交往；商品蔬菜；实物工资；<口>垃圾 v. 以卡车运 v. 交易；打交道

412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413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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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valuable 1 ['væljuəbl] adj.有价值的；贵重的；可估价的 n.贵重物品

416 video 1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417 Vietnamese 1 [,vjetnə'mi:z] n.越南人；越南语 adj.越南的；越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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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walls 1 ['wɔː lz] n. 墙壁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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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422 Warhol 1 沃霍尔 n.(Warhol)人名；(英)沃霍尔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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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425 wee 1 [wi:] adj.极小的；很早的 n.一点点

426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427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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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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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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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 workforce 1 ['wə:kfɔ:s] n.劳动力；工人总数，职工总数

432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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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435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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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you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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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 YouTube 1 英 ['ju tːjuːb] 美 ['ju tːuːb] n.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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