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2-21 [Arts and Culture] Small Pakistani Restaurant Serves
Tasty, Costly Foods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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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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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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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5 Ahmed 1 n.艾哈迈德（男子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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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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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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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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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13 apart 1 [ə'pɑ:t] adv.相距；与众不同地；分离着 adj.分离的；与众不同的

14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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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rea 4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6 arms 1 [a:mz] n.臂（arm的复数）；[军]武器；纹章 v.武装；配备（arm的三单形式） n.(Arms)人名；(英)阿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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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rrival 1 [ə'raivəl] n.到来；到达；到达者

19 arrives 1 [ə'raɪv] vi. 到达；到来；成功

20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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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k 1 [ɑ:sk, æsk] vt.问，询问；要求；需要；邀请；讨价 vi.问，询问；要求 n.(Ask)人名；(芬、瑞典)阿斯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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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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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uthority 1 [ɔ:'θɔrəti] n.权威；权力；当局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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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ackground 1 ['bækgraund] n.背景；隐蔽的位置 vt.作…的背景 adj.背景的；发布背景材料的

27 baked 1 ['beikid] adj.烤的；烘焙的 v.烘培；烧制（bake的过去分词）

28 bakin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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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ananas 1 [bə'nɑ:nəs] n.[园艺]香蕉（banana的复数形式）

30 basket 1 ['bɑ:skit, 'bæs-] n.篮子；（篮球比赛的）得分；一篮之量；篮筐 vt.装入篮

31 beast 2 [bi:st] n.野兽；畜生，人面兽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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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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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efore 4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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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eyond 1 [bi'jɔnd] prep.超过；越过；那一边；在...较远的一边 adv.在远处；在更远处 n.远处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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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ilal 1 n. 比拉勒

40 bite 1 [bait] vt.咬；刺痛 n.咬；一口；咬伤；刺痛 vi.咬；刺痛 abbr.机内测试设备（Built-InTestEquipment） n.(Bite)人名；(匈)比泰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41 bread 1 [bred] n.面包；生计 vt.在…上洒面包屑

42 bring 1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43 British 1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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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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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butt 1 [bʌt] n.屁股；烟头；笑柄；靶垛；粗大的一端 vt.以头抵撞；碰撞 n.(Butt)人名；(英)巴特；(俄、德、印、巴基)布特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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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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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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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apital 1 ['kæpitə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Capital)人名；(法)卡皮塔尔

52 cents 1 [sents] n. 分，一分钱的硬币( cent的名词复数 )

53 chai 1 [tʃai] n.印度奶茶，印度茶；混合茶 n.(Chai)人名；(中)翟(普通话·威妥玛)；(越)斋；(柬、老)斋；(葡)沙伊；(泰)猜

54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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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hop 1 [[tʃɔp] n.砍；排骨；商标；削球 vt.剁碎；砍 (俚)丑人 n.(Chop)人名；(德)肖普

57 chops 2 [tʃɔps] n.排骨；摆簧夹；削球（chop的复数） vt.砍（ch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58 chutney 1 ['tʃʌtni] n.酸辣酱

59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60 c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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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omes 2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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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omparison 1 [kəm'pærisən] n.比较；对照；比喻；比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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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ostliest 1 ['kɒstlɪɪst] adj. 最昂贵的

66 costly 3 ['kɔstli] adj.昂贵的；代价高的 n.(Costly)人名；(英)科斯特利

67 costs 2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68 country 1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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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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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c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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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dangerous 1 ['deindʒərəs] adj.危险的 危险地

73 dates 1 [deɪt] n. 日期；年代；会晤时间；约会；约会对象；枣椰树；枣子 v. 给 ... 标明日期；确定年代；过时；显老；和 ... 约
会；追溯到

74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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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describes 1 [dɪ'skraɪb] vt. 描述；说成；形容；画(尤指几何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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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diner 1 ['dainə] n.用餐者；路边小饭店；餐车式简便餐厅 n.(Diner)人名；(法)迪内；(德、法、土、罗、塞)迪纳

79 diners 3 n. 用餐者，路边小饭馆；大莱卡（信用卡公司）

80 dining 1 [dainiŋ] n.吃饭，进餐 v.吃饭（dine的现在分词）

81 dinner 1 ['dinə] n.晚餐，晚宴；宴会；正餐 n.(Dinner)人名；(法)迪内

82 dinners 1 n.正餐，主餐( dinner的名词复数 ); 宴会

83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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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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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diversity 1 [dai'və:səti] n.多样性；差异

86 doing 2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87 dollar 1 ['dɔlə] n.美元 n.(Dollar)人名；(英)多拉尔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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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drinks 2 [drɪŋks] n. 饮料 名词drink的复数形式.

90 eastern 1 ['i:stən] adj.东方的；朝东的；东洋的 n.东方人；（美国）东部地区的人

91 eat 3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92 eateries 1 ['iː təri] n. 小餐馆

93 eatery 4 ['i:təri] n.简便饮食店；小饭馆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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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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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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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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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99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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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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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103 father 3 ['fɑ:ðə] n.父亲，爸爸；神父；祖先；前辈 vt.发明，创立；当…的父亲

104 fed 1 v.喂养（feed过去式） abbr.联邦储备局（theFederalReserveSystem）

105 filled 1 [fild] adj.满的；装满的；加满的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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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fits 1 [fɪt] adj. 适宜的；合适的；健康的 v. 适合；安装 n. 发作；适宜

108 f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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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flat 2 adj.平的；单调的；不景气的；干脆的；平坦的；扁平的；浅的 adv.（尤指贴着另一表面）平直地；断然地；水平地；直
接地，完全地 n.平地；公寓；平面 vt.使变平；[音乐]使（音调）下降，尤指降半音 vi.逐渐变平；[音乐]以降调唱（或奏）
n.（法）弗拉特（人名）；（英）弗莱特（人名）

110 flatbread 1 [flætb'red] n. 大饼

111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12 food 9 [fu:d] n.食物；养料

113 foods 1 [fuːdz] n. 食品 名词foo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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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former 1 ['fɔ:mə] adj.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n.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n.(Former)人名；(法)福尔梅；(德、捷)福尔默

116 from 8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17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118 general 1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119 generally 1 ['dʒenərəli] adv.通常；普遍地，一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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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122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123 grandfather 2 ['grænd,fɑ:ðə] n.祖父；始祖 vt.不受新规定限制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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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grill 1 vt.烧，烤 vi.拷问，严加盘问 n.烤架，铁格子；烤肉 n.(Grill)人名；(法、德、罗、捷、匈、瑞典、英)格里尔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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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hands 1 n.[解剖]手（hand的复数） v.给，传递（hand的单三形式） n.(Hands)人名；(英)汉兹

128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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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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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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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h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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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133 hi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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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hindus 1 n. 印度人；印度教徒 名词hindu的复数形式.

135 his 8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36 hotel 1 [həu'tel] n.旅馆，饭店；客栈 vt.使…在饭店下榻 vi.进行旅馆式办公 n.(Hotel)人名；(法)奥泰尔

137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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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i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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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independent 1 [,indi'pendənt] adj.独立的；单独的；无党派的；不受约束的 n.独立自主者；无党派者

141 India 1 ['indiə] n.印度（南亚国家）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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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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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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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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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insists 1 [ɪn'sɪst] vt. 坚持；坚决主张 vi. 坚持；强调

147 is 1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8 Islamabad 1 [is'lɑ:məbɑ:d; iz'læməbæd] n.伊斯兰堡（巴基斯坦首都）

149 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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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item 1 n.条款，项目；一则；一件商品（或物品） adj.又，同上 v.记下；逐条列出

151 items 2 ['aɪtəm] n. 项目；条款；一件商品（或物品）；一则或一条新闻 adv. 也

152 john 2 [dʒɔn] n.厕所

153 Jordan 1 ['dʒɔ:dən] n.约旦（阿拉伯北部的国家）；乔丹（男子名）

154 kamran 1 卡姆兰

155 Kashmir 1 ['kæʃmiə; kæʃ'miə] n.克什米尔

156 Kashmiri 1 [kæʃ'miəri] n.克什米尔人（语）

157 kebab 3 [kə'bɔb] n.（印）烤肉串；烤腌羊肉串（等于kabob）

158 kebabs 2 n.（印度）烤腌羊肉串，肉串上的肉块( kebab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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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knowing 1 ['nəuiŋ] adj.博学的；狡猾的；心照不宣的 n.认知 v.知道；认识；确信（know的ing形式）

161 Lahore 3 [lə'hɔ:r] n.拉合尔（巴基斯坦城市）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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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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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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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legacy 2 ['legəsi] n.遗赠，遗产

166 li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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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limited 1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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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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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lo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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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mad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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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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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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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makeover 1 n.修饰，翻新；改进，改善；化妆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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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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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masood 1 马苏德

177 mature 1 [mə'tjuə] adj.成熟的；充分考虑的；到期的；成年人的 vi.成熟；到期 vt.使…成熟；使…长成；慎重作出

178 meal 1 [mi:l] n.一餐，一顿饭；膳食 vi.进餐

179 meat 2 [mi:t] n.肉，肉类（食用）

180 meats 1 肉

181 methods 1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182 milk 1 [milk] n.牛奶；乳状物 vt.榨取；挤…的奶 vi.挤奶 n.(Milk)人名；(英)米尔克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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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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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musharraf 1 n. 穆沙拉夫

186 Muslims 1 穆斯林

187 must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188 mutton 2 n.羊肉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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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naan 4 [nɑ:n] n.奶奶（小孩儿语） n.(Naan)人名；(俄)纳安

191 newspapers 1 [njuːz'peɪpəs] n. 报纸 名词newspaper的复数形式.

192 no 6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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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of 1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95 offerings 1 ['ɒfərɪŋz] n. 提供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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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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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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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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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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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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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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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order 2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204 original 1 [ə'ridʒənəl] n.原件；原作；原物；原型 adj.原始的；最初的；独创的；新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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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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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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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owner 2 ['əunə] n.[经]所有者；物主

209 Pakistan 3 ['pækistæn] n.巴基斯坦（南亚国家名）

210 Pakistani 1 [,pæki'stæni] adj.巴基斯坦的 n.巴基斯坦人

211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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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past 2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213 pastry 3 ['peistri] n.油酥点心；面粉糕饼

214 people 5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15 performers 1 n. 表演者；执行者（performer的复数形式）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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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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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pervez 1 佩尔韦

218 phone 1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219 pick 1 [pik] vi.挑选；采摘；挖 vt.拾取；精选；采摘；掘 n.选择；鹤嘴锄；挖；掩护 n.(Pick)人名；(英、法、德、捷、匈、瑞
典)皮克

220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221 pink 1 [piŋk] n.粉红色；化身，典范；石竹花；头面人物 vt.扎，刺，戳；使…变粉红色；使…面红耳赤 vi.变粉红色 adj.粉红
的；比较激进的；石竹科的；脸色发红的 n.(Pink)人名；(英、德、匈)平克；(法)潘克

222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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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plan 1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224 plasti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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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plate 1 [pleit] n.碟；金属板；金属牌；感光底片 vt.电镀；给…装甲 n.(Plate)人名；(英、德、俄、西、意、瑞典)普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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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28 presents 1 [p'rɪzents] n. 礼物 名词present的复数形式.

229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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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prince 1 [prins] n.王子，国君；亲王；贵族 n.(Prince)人名；(英、葡)普林斯；(法)普兰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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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punjab 1 [pʌn'dʒɑ:b; 'pʌndʒɑ:b] n.旁遮普（印度西北部的一地方）

234 pushing 1 ['puʃiŋ] adj.奋斗的；莽撞的；有精力的；富有进取心的 n.推挤；推人犯规（篮球术语） v.推；促进；逼迫（push的ing
形式）

235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36 railway 1 ['reilwei] n.（英）铁路；轨道；铁道部门 vi.乘火车旅行

237 raised 1 [[reizd] adj.凸起的；发酵的；浮雕的 v.提高（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举起；抚育，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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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reported 2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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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restaurants 1 餐馆

242 road 1 [rəud] n.公路，马路；道路；手段 vt.（狗）沿臭迹追逐（猎物） adj.（美）巡回的 n.(Road)人名；(英)罗德

243 round 2 [raund] n.圆；循环；一回合；圆形物 adj.圆的；完全的；大概的；肥胖的 adv.在周围；迂回地；朝反方向；挨个 vt.完
成；围捕；绕行；弄圆 vi.进展；变圆；环行；发胖 prep.附近；绕过；大约；在…周围 n.(Round)人名；(英)朗德

244 run 1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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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Saeed 2 赛义德

247 saffron 1 ['sæfrən] n.藏红花；橙黄色 adj.藏红花色的，橘黄色的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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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salad 1 ['sæləd] n.色拉；尤指莴苣 n.(Salad)人名；(阿拉伯)萨拉德

250 sa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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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sat 1 [sæt] v.坐（sit的过去式，过去分词） n.(Sat)人名；(中)萨(广东话·威妥玛)；(柬)萨；(印)萨特

252 says 3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53 seat 1 [si:t] n.座位；所在地；职位 vt.使…坐下；可容纳…的；使就职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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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sells 2 [sel] v. 出售；卖

256 separate 1 vt.使分离；使分开；使分居 vi.分开；隔开；分居 adj.单独的；分开的；不同的；各自的； n..分开；抽印本

257 serena 1 [sə'reinə] n.塞丽娜（女子名）

258 served 1 英 [sɜːv] 美 [sɜ rː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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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serves 2 英 [sɜːv] 美 [sɜ rː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260 serv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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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sets 1 n.[数]集合，设置（set的复数） v.放置（set单三形式）

262 sheep 2 [ʃiː p] n.羊，绵羊；胆小鬼

263 shops 1 英 [ʃɒp] 美 [ʃɑːp] n. 商店；车间 v. 逛商店；购物；买东西

264 sikhs 1 锡克教

265 sit 1 [sit] vi.坐；位于 vt.使就座 n.(Si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硕；(罗)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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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m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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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s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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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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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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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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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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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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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speci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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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star 1 [stɑ:] n.星，恒星；明星；星形物 vt.用星号标于；由…主演，由…担任主角 vi.担任主角 adj.明星的，主角的；星形的 n.
(Star)人名；(瑞典)斯塔尔；(德)施塔尔

277 stick 1 vt.刺，戳；伸出；粘贴 vi.坚持；伸出；粘住 n.棍；手杖；呆头呆脑的人 n.(Stick)人名；(芬)斯蒂克

278 stool 1 [stu:l] n.凳子；粪便；厕所 vi.长新枝；分檗 vt.引诱，诱捕

279 stools 1 [stu lː] n. 凳子；搁脚凳；便桶；大便 vi. 引诱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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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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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83 sufi 8 ['su:fi] n.苏非派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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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286 tastes 1 [teɪst] n. 味觉；味道；尝试；品味；爱好 v. 品尝；有 ... 味道的；体验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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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tells 4 [tel] v. 告诉；吩咐；讲述；表达；辨别；判断；泄露；告发；产生效果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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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th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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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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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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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them 3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94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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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97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98 thin 1 [θin] adj.薄的；瘦的；稀薄的；微弱的 vt.使瘦；使淡；使稀疏 vi.变薄；变瘦；变淡 adv.稀疏地；微弱地 n.细小部分 n.
(Thin)人名；(越)辰；(柬)廷

299 thing 2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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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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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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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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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t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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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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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used 4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08 usually 2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09 vegetables 1 ['vedʒɪtəblz] 蔬菜,vegetable的复数形式

310 vehicles 1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311 virtually 1 ['və:tʃuəli] adv.事实上，几乎；实质上

312 visited 1 v.拜访，访问（visit的过去式）

313 visitors 3 ['vɪzɪtəz] n.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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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walled 1 [wɔ:ld] adj.有城墙的 v.用墙围住；堵塞（wall的过去分词）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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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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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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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w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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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where 3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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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who 1 pron.谁；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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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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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windows 1 ['windəuz] n.微软公司生产的“视窗”操作系统

328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29 with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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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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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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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yogurt 1 ['jɔgət, 'jəu-] n.酸奶酪，[食品]酸乳（等于yoghurt）

335 you 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36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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