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2-23 [Arts and Culture] Veggie Alternatives to Foie Gras
Becoming More Popular in France 词频表词频表

1 and 1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 Gras 14 [græs] abbr.一般认为安全（GenerallyRecognizedasSafe） n.(Gras)人名；(英、法、德、西、意)格拉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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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foie 12 n.鹅肝酱；大嘴狼

5 the 1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6 i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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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of 1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8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 from 7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 alternatives 5 [ɔː l'tɜːnətɪvz] n. 其它选择；备选方案 名词alternative的复数形式.

11 French 5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12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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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borgel 4 博热尔

14 food 4 [fu:d] n.食物；养料

15 france 4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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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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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t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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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vegan 4 ['viː g(ə)n] n.（英）严格的素食主义者 adj.严守素食主义的

20 wa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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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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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23 animal 3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24 a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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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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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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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ducks 3 n.鸭子（duck的复数）；薄帆布工作服，帆布裤子 v.闪避；没入水中（duck的第三人称单数） n.(Ducks)人名；(匈)杜克
斯

28 faux 3 [fəu] adj.人造的；（法）假的 n.(Faux)人名；(英)福克斯；(法)福

29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30 its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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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never 3 ['nevə] adv.从未；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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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percent 3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35 popular 3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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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traditional 3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38 year 3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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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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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40 andrew 2 ['ændru:] n.安德鲁（男子名）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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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43 becoming 2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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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46 contains 2 [kən'teɪnz] v.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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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degre 2 n. 德格尔（音译名）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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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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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festive 2 ['festiv] adj.节日的；喜庆的；欢乐的

52 gastronomic 2 [gæstrə'nɔmik,-kəl] adj.烹任学的；美食法的

53 geese 2 [gi:s] n.鹅（goose复数） n.(Geese)人名；(德)格泽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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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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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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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heritage 2 ['heritidʒ] n.遗产；传统；继承物；继承权 n.(Heritage)人名；(英)赫里蒂奇

58 however 2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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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livers 2 利韦尔斯

61 means 2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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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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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parties 2 英 ['pɑ tːi] 美 ['pɑ rːti] n. 聚会；宴会；政党；一伙人；[律]当事人 vi. 开派对

65 pl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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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products 2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67 read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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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relating 2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69 smith 2 [smiθ] n.铁匠；锻工；制作者 vt.锻制 vi.锻打金属；当锻工

70 supply 2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71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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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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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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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activists 1 ['æktɪvɪsts] 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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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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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81 alternative 1 [ɔ:l'tə:nətiv] adj.供选择的；选择性的；交替的 n.二中择一；供替代的选择

82 another 1 [ə'nʌðə] adj.又一，另一；另外的；不同的 pron.另一个；又一个 prep.另一个；另一个人

83 Banning 1 ['bæniŋ] n.班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班宁（男子名）；浪子娇娃（电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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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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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86 bir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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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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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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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cashew 1 ['kæʃu:] n.腰果（等于cashewnut）；腰果树 adj.漆树科的

91 celebrations 1 n.庆祝( celebration的名词复数 ); 庆祝会（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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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choice 1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94 Christmas 1 n.圣诞节；圣诞节期间

95 classified 1 [/'klæsifaid] adj.分类的；类别的；机密的 n.分类广告 v.把…分类（classify的过去分词）

96 coconut 1 ['kəukənʌt] n.椰子；椰子肉

97 combination 1 [,kɔmbi'neiʃən] n.结合；组合；联合；[化学]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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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100 containing 1 [kən'teɪnɪŋ] n. 包含；包括 v. 容纳；包含；抑制；克制（动词contain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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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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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105 decrease 1 [di'kri:s, 'di:-, 'di:kri:s, di'k-] n.减少，减小；减少量 vi.减少，减小 vt.减少，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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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describing 1 [dɪsk'raɪbɪŋ] n. 描述物品 动词describe的现在分词.

108 diet 1 ['daiət] n.饮食；食物；规定饮食 vi.节食 vt.[医]照规定饮食 n.(Diet)人名；(法)迪耶

109 duck 1 [dʌk] n.鸭子；鸭肉；（英）宝贝儿；零分 vi.闪避；没入水中 vt.躲避；猛按…入水 n.(Duck)人名；(德、葡、匈)杜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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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at 1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112 eats 1 [i:ts] abbr.设备准确度测试站（EquipmentAccuracyTestStation）

113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114 enlarge 1 [in'lɑ:dʒ] vi.扩大；放大；详述 vt.扩大；使增大；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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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117 fabien 1 法宾

118 fake 1 [feik] n.假货；骗子；假动作 vt.捏造；假装…的样子 vi.假装；做假动作 adj.伪造的 n.(Fake)人名；(英)费克

119 fall 1 [fɔ:l] vi.落下；变成；来临；减弱 n.下降；秋天；瀑布 vt.砍倒；击倒 adj.秋天的 n.(Fall)人名；(法、芬、瑞典)法尔；(英、
匈)福尔；(阿拉伯)法勒

120 false 1 [fɔ:ls] adj.错误的；虚伪的；伪造的 adv.欺诈地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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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fattened 1 ['fætn] v. 养肥；使肥胖

123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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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flu 1 [flu:] n.流感 n.(Flu)人名；(法)弗吕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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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28 goose 1 [gu:s] n.鹅；鹅肉；傻瓜；雌鹅 vt.突然加大油门；嘘骂 n.(Goose)人名；(德)戈泽；(英)古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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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30 heading 1 ['hediŋ] n.标题；（足球）头球；信头 v.用头顶（head的ing形式） n.(Heading)人名；(英)黑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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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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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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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language 1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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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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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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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liver 1 ['livə] n.肝脏；生活者，居民

141 looks 1 [lʊks] n. 外貌(恒用复数)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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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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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menu 1 ['menju:, mə'nju:] n.菜单 饭菜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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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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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48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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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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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nuts 1 [nʌts] adj.发狂的；热衷的；狂热的 int.胡说；呸 n.坚果；螺母（nut的复数）；核心 v.采坚果；用头撞（nut的三单形式）

151 officially 1 [ə'fiʃəli] adv.正式地；官方地；作为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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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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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opinion 1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155 ord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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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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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58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59 Paris 1 ['pæris] n.巴黎（法国首都）；帕里斯（特洛伊王子）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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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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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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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64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65 possibility 1 [,pɔsə'biləti] n.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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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prices 1 [praɪs] n. 价格；代价；价值 v. 给…定价；估价；贴价格标签；比较价格

168 producers 1 生产性

169 production 1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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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putting 1 ['putiŋ] n.投掷；（高尔夫球）打球入洞 v.放置（put的ing形式）；轻击球；使球入洞的轻击（putt的ing形式）

172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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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released 1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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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report 1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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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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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79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180 rise 1 [raiz, rais] vi.上升；增强；起立；高耸 vt.使…飞起；使…浮上水面 n.上升；高地；增加；出现

181 runs 1 [rʌnz] n.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

182 s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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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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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severe 1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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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society 1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188 softer 1 英 [sɒft] 美 [sɔː ft] adj. 柔软的；柔和的；温和的；不强烈的；轻的 adv. 柔软地；温和地 n. 柔软的东西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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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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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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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study 1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193 sty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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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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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sunflower 1 ['sʌnflauə] n.向日葵

196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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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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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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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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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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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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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towards 1 [tə'wɔ:dz, tu-, 'təuədz, twɔ:dz] prep.朝，向；对于；有助于

205 traditionally 1 [trə'diʃənəli] adv.传统上；习惯上；传说上

206 traditions 1 [trə'dɪʃnz] 传统

207 treatment 1 ['tri:tmənt] n.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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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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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veggie 1 ['vedʒi] n.素食者

212 versions 1 ['vɜ ʃːəns] n. 版本 名词vers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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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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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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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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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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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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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21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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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24 worries 1 ['wʌrɪs] n. 烦恼；令人担忧的事物 名词worr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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