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06 [Arts and Culture] A Restaurant for Man's Best Friend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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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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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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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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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lcoholic 1 [,ælkə'hɔlik] adj.酒精的，含酒精的 n.酒鬼，酗酒者

7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8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9 and 1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0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11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12 appealing 1 [ə'pi:liŋ] adj.吸引人的；动人的；引起兴趣的；恳求似的 v.恳求（appeal的ing形式）；将…上诉

13 appearance 1 [ə'piərəns] n.外貌，外观；出现，露面

14 appetite 1 ['æpitait] n.食欲；嗜好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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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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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rticle 1 ['ɑ:tikəl] n.文章；物品；条款；[语]冠词 vt.订约将…收为学徒或见习生；使…受协议条款的约束 vi.签订协议；进行控告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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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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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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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ward 1 [ə'wɔ:d] vt.授予；判定 n.奖品；判决

23 baked 2 ['beikid] adj.烤的；烘焙的 v.烘培；烧制（bake的过去分词）

24 batter 1 ['bætə] n.击球手；（用鸡蛋、牛奶、面粉等调成的）糊状物；墙面的倾斜 vt.猛击；打坏；使向上倾斜 vi.接连猛击；向
上倾斜 n.(Batter)人名；(罗)巴特尔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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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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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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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irthday 1 ['bə:θdei] n.生日，诞辰；诞生的日子

30 bland 1 [blænd] adj.乏味的；温和的；冷漠的 vt.使…变得淡而无味；除掉…的特性 vi.变得平淡无奇；丧失特性 n.(Bland)人名；
(英)布兰德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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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one 1 [英[bəʊn] 美[bon]] n.骨；骨骼 vt.剔去...的骨；施骨肥于 vi.苦学；专心致志 n.(Bone)人名；(英)博恩；(法、西、罗、塞)博
内；(老)奔

33 breakfast 1 ['brekfəst] n.早餐；早饭 vi.吃早餐 vt.为…供应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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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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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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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uy 1 [bai] vt.购买；获得；贿赂 vi.买，采购 n.购买，买卖；所购的物品 n.(Buy)人名；(法)比伊

38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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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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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caf 1 abbr. 加拿大武装部队(=Canadian Armed Forces) abbr. 成本加运费(=cost and freight)

40 cake 1 [keik] n.蛋糕；块状物；利益总额 vt.使结块 vi.结成块状 n.(Cake)人名；(英)凯克；(塞)察凯

41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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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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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ebrate 1 vt.庆祝；举行；赞美；祝贺；宣告 vi.庆祝；过节；举行宗教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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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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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hef 3 [ʃef] n.厨师，大师傅 n.(Chef)人名；(法)谢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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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hild 1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51 city 4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52 clothing 1 ['kləuðiŋ] n.（总称）[服装]服装；帆装 v.覆盖（clothe的ing形式）；给…穿衣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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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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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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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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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ost 1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58 costly 2 ['kɔstli] adj.昂贵的；代价高的 n.(Costly)人名；(英)科斯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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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ourse 1 n.科目；课程；过程；进程；道路；路线，航向；一道菜 vt.追赶；跑过 vi.指引航线；快跑

61 crisp 1 [krisp] adj.脆的；新鲜的；易碎的 vt.使卷曲；使发脆 vi.卷曲；发脆 n.松脆物；油炸马铃薯片 n.(Crisp)人名；(英)克里斯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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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dachshund 2 ['dækshund] n.达克斯猎狗（一种短腿长身的德国种猎犬）

64 Daley 1 n.戴利（男子名）

65 decided 1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66 dine 1 [dain] vi.进餐，用餐 vt.宴请 n.(Dine)人名；(意、葡)迪内；(英)戴恩；(法)迪纳

67 dining 2 [dainiŋ] n.吃饭，进餐 v.吃饭（dine的现在分词）

68 dishes 2 ['dɪʃɪz] pl. 餐具；碗盘 dish的复数形式.

69 district 1 ['distrikt] n.区域；地方；行政区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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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dog 8 [dɔg, dɔ:g] n.狗；丑女人；卑鄙的人；(俚)朋友 vt.跟踪；尾随

72 dogs 5 n.狗（dog的复数）；瘦狗类 v.紧紧跟踪；追猎；紧随（dog的第三人称单数） n.(Dogs)人名；(德)多格斯

73 dogue 5 多格

74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75 drink 1 [driŋk] vt.喝，饮；吸收；举杯庆贺 vi.喝酒；饮水；干杯 n.酒，饮料；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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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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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aten 2 [英 [ˈi:tn] 美 [ˈitn] v.吃（eat的过去分词）

79 egg 1 n.蛋；卵子；家伙；鸡蛋 vt.煽动；怂恿 n.(Egg)人名；(法、英)埃格

80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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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njoyed 1 [ɪn'dʒɔɪd] v. 享受，喜欢（动词enj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3 enjoys 1 [ɪn'dʒɔɪ] v. 享受；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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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espinoza 2 埃斯皮诺萨

85 etc 2 adv.等等，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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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verything 1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88 expressing 1 v.表达；表达观点（express的ing形式）

89 face 1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90 faith 2 [feiθ] n.信仰；信念；信任；忠实 n.(Faith)人名；(匈)福伊特；(英)费思，费丝(女名)；(瑞典)法伊特

91 fashion 2 ['fæʃən] n.时尚；时装；样式；时髦人物 vt.使用；改变；做成…的形状

92 feeding 1 ['fi:diŋ] n.饲养；吃；输送 adj.供给饲料的；摄取食物的 v.饲养（feed的ing形式）

93 fine 1 [fain] adj.好的；优良的；细小的，精美的；健康的；晴朗的 n.罚款 vt.罚款；澄清 adv.很好地；精巧地 n.(Fine)人名；(意)菲
内；(英)法恩

94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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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flavorless 1 ['fleivəlis] adj.无滋味的；无趣味的

96 food 6 [fu:d] n.食物；养料

97 foodies 2 n.美食家( foodie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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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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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Franciscan 1 [fræn'siskən] adj.（天主教）方济会的 n.（天主教）方济会修士

101 Francisco 1 [fræn'siskəu] n.弗朗西斯科（男子名，等于Francis）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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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friend 2 [frend] n.朋友；助手；赞助者 n.(Friend)人名；(英)弗兰德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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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furry 1 ['fə:ri] adj.毛皮的；盖着毛皮的；似毛皮的 n.(Furry)人名；(英)弗里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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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gentrification 2 [,dʒentrifi'keiʃən] n.下层住宅高档化；乡绅化

108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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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guess 1 [ges] vt.猜测；认为；推测；猜中 vi.猜；推测；猜中 n.猜测；推测 n.(Guess)人名；(英)格斯；(德)居斯

111 guest 1 [gest] n.客人，宾客；顾客 vt.款待，招待 vi.作客，寄宿 adj.客人的；特邀的，客座的 n.(Guest)人名；(英)格斯特

112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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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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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haven 1 ['heivən] n.港口；避难所，安息所 vt.为……提供避难处；安置……于港中 n.(Haven)人名；(英)黑文

115 h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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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healthy 1 ['helθi] adj.健康的，健全的；有益于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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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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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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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his 5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22 homelessness 1 ['həumlisnis] n.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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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humans 1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125 hunted 1 ['hʌntid] adj.被捕猎的；受迫害的 v.狩猎；追捕（hunt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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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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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includes 2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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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30 income 2 ['inkʌm] n.收入，收益；所得

131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132 inequality 1 [,ini'kwɔləti] n.不平等；不同；不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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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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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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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investments 1 [ɪn'vestmənts]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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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iron 1 ['aiən] n.熨斗；烙铁；坚强 vt.熨；用铁铸成 adj.铁的；残酷的；刚强的 vi.熨衣；烫平 n.(Iron)人名；(英)艾恩

139 is 1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0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141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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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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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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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joy 1 [dʒɔi] n.欢乐，快乐；乐趣；高兴 vi.欣喜，欢喜 vt.高兴，使快乐

145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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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known 2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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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left 1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150 legged 1 ['legid, legd] adj.有腿的 v.奔走；用脚移动或推动（leg的过去分词）

151 legs 1 ['leɡz] n.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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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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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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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love 2 [lʌv] n.恋爱；亲爱的；酷爱；喜爱的事物 vt.喜欢；热爱；爱慕 vi.爱 n.(Love)人名；(英)洛夫

156 loves 1 [lʌv] v. 爱；热爱；喜欢 n. 爱；热爱；爱情；恋爱；喜爱；情人；(网球)零分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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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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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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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man 1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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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mason 2 ['meisən] n.泥瓦匠；共济会会员（等于freemason） vt.用砖瓦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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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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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meal 2 [mi:l] n.一餐，一顿饭；膳食 vi.进餐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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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menu 1 ['menju:, mə'nju:] n.菜单 饭菜

168 migratory 1 ['maigrətəri] adj.迁移的；流浪的

169 miniature 1 ['miniətʃə] adj.微型的，小规模的 n.缩图；微型画；微型图画绘画术 vt.是…的缩影

170 mission 1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171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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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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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multi 1 ['mʌlti] pref.多

174 mushroom 1 ['mʌʃru:m, -rum] n.蘑菇，伞菌；蘑菇形物体；暴发户 adj.蘑菇的；蘑菇形的；迅速生长的 vi.迅速增加；采蘑菇；迅
速生长

175 my 1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176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177 natural 3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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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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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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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noting 1 英 ['nəʊtɪŋ] 美 ['noʊtɪŋ] n. 注释法；计算法 动词note的现在分词形式.

182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83 of 1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84 often 2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85 old 2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86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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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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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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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op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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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opened 2 v.打开，开启（open过去分词形式） adj.开的

191 opinions 1 n.意见；评价（opinion的复数）；舆论

192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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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4 owner 3 ['əunə] n.[经]所有者；物主

195 parties 1 英 ['pɑ tːi] 美 ['pɑ rːti] n. 聚会；宴会；政党；一伙人；[律]当事人 vi. 开派对

196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97 perfect 1 ['pə:fikt, pə'fekt] adj.完美的；最好的；精通的 vt.使完美；使熟练 n.完成式 n.(Perfect)人名；(英)珀费克特

198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199 pla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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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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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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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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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price 1 [prais] n.价格；价值；代价 vt.给……定价；问……的价格 n.(Price)人名；(英)普赖斯；(法)普里斯；(葡、瑞典)普里塞

205 probably 1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206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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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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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quail 2 [kweil] vi.畏缩，胆怯；感到恐惧 n.鹌鹑 n.(Quail)人名；(英)奎尔

210 rahmi 1 拉赫米

211 rare 1 adj.稀有的；稀薄的；半熟的 adj.杰出的；极度的；非常好的 adv.非常；极其 vi.用后腿站起；渴望

212 raw 2 [rɔ:] adj.生的；未加工的；阴冷的；刺痛的；擦掉皮的；无经验的；（在艺术等方面）不成熟的 n.擦伤处 vt.擦伤 n.(Raw)
人名；(英)罗

213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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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15 received 1 [ri'si:vd] adj.被一般承认的；被认为标准的 v.收到；接受；迎接（receive的过去分词）

216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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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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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restaurant 5 ['restərɔŋ, -rɔnt, -rənt] n.餐馆；[经]饭店

220 restaurants 2 餐馆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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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roo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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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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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safely 1 ['seifli] adv.安全地 稳定地

225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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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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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S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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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atisfying 1 ['sætisfaiiŋ] adj.令人满意的；令人满足的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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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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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seeing 1 ['si:iŋ] n.看见；视觉；观看；视力 conj.因为；由于；鉴于 adj.看见的；有视觉的 v.看见（see的ing形式）

232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33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234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235 single 1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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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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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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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smile 1 [smail] vi.微笑 n.微笑；笑容；喜色 vt.微笑着表示 n.(Smile)人名；(塞)斯米莱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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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s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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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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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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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oup 1 [su:p] n.汤，羹；马力 vt.加速；增加马力

245 special 2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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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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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steak 1 [steik] n.牛排；肉排；鱼排

249 stomach 1 ['stʌmək] n.胃；腹部；胃口 vt.忍受；吃下 vi.忍受

250 store 1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251 sto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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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tyles 1 [staɪls] n. 风格；样式；模式 名词style的复数形式.

253 sup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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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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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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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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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257 thankful 1 ['θæŋkful] adj.感谢的；欣慰的

258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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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the 2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60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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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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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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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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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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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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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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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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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71 treat 1 [tri:t] vt.治疗；对待；探讨；视为 vi.探讨；请客；协商 n.请客；款待 n.(Treat)人名；(英)特里特

272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73 type 1 [taip] n.类型，品种；模范；样式 vt.打字；测定（血等）类型 vi.打字 n.(Type)人名；(英)泰普

274 uncooked 1 [ˌʌn'kʊkt] adj. 未煮过的；未熟的

275 unique 2 [ju:'ni:k] adj.独特的，稀罕的；[数]唯一的，独一无二的 n.独一无二的人或物 n.(Unique)人名；(英)尤妮克

276 unlike 1 [,ʌn'laik] adj.不同的，不相似的 prep.和…不同，不像

277 us 1 pron.我们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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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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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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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82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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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vogue 1 [vəug] n.时尚；流行，时髦 adj.时髦的，流行的 n.(Vogue)人名；(葡)沃格

285 waffle 1 ['wɔfəl] n.华夫饼干；动听而无意义的话；无聊话 vi.胡扯；闲聊

286 waffles 2 英 ['wɒfl] 美 ['wɑ fːl] v. 闲聊；胡扯 n. 废话；无聊的话 n. 华夫饼干

287 walk 1 [wɔ:k] n.步行，走；散步 vt.散步；走过 vi.走，步行；散步 n.(Walk)人名；(德、葡)瓦尔克；(英)沃克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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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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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wealthier 1 ['welθi] adj. 富有的 n. 富人

292 w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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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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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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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who 2 pron.谁；什么人

296 wiener 1 ['wi:nə] n.（美）维也纳香肠（等于frankfurter） n.(Wiener)人名；(英)威纳；(法、德、匈、罗、捷、瑞典)维纳

297 wild 1 [waild] adj.野生的；野蛮的；狂热的；荒凉的 n.荒野 adv.疯狂地；胡乱地 n.(Wild)人名；(英)怀尔德；(法、德、葡、捷、
匈)维尔德

298 winning 1 ['winiŋ] adj.胜利的；获胜的 n.胜利；获得；成功 v.获胜（win的ing形式） n.(Winning)人名；(英、瑞典、法)温宁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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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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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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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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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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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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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05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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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08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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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you 5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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