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1-22 [Arts and Culture] Sweet Treats for Lunar New Year 词词
频表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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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nd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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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1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4 i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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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t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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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year 14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7 of 1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8 new 1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9 with 10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0 lunar 8 ['lju:nə] adj.月亮的，月球的；阴历的；银的；微亮的 n.(Lunar)人名；(西)卢纳尔

11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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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Gao 6 abbr.总审计局（GeneralAccountingOffice）；决算总局（GeneralAccountingOffice） n.(Gao)人名；(尼日尔)加奥；(泰)高；
(中)高(普通话·威妥玛)

14 lik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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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mad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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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lso 5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7 china 5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18 food 5 [fu:d] n.食物；养料

19 nian 5 n. 尼恩

20 rice 5 [rais] n.稻；米饭 vt.把…捣成米糊状 n.(Rice)人名；(瑞典)里瑟；(塞)里采；(英)赖斯

21 s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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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ca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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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Chinese 4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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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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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ma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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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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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9 red 4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30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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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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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lmond 3 ['ɑ:mənd] n.扁桃仁；扁桃树 n.(Almond)人名；(英)阿尔蒙德；(法)阿尔蒙

33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4 bread 3 [bred] n.面包；生计 vt.在…上洒面包屑

35 children 3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36 dessert 3 [di'zə:t] n.餐后甜点；甜点心 n.(Dessert)人名；(法)德塞尔

37 desserts 3 [dɪ'zɜ tːs] 甜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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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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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rabbit 3 ['ræbit] n.兔子，野兔 vt.让…见鬼去吧 vi.猎兔

40 steamed 3 [stiː md] adj. 蒸熟的 动词steam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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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sweet 3 [[swi:t] adj.甜的；悦耳的；芳香的；亲切的 n.糖果；乐趣；芳香；宝贝 （俚）酷毙了 n.(Sweet)人名；(英)斯威特

43 tea 3 [ti:] n.茶叶；茶树；茶点 vt.给…沏茶 vi.喝茶；进茶点 n.(Tea)人名；(柬)迪

44 t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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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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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treats 3 [triː t] v. 对待；视为；探讨；治疗；处理；请客 n. 款待；宴飨

48 Vietnam 3 n.越南（东南亚国家）

49 Vietnamese 3 [,vjetnə'mi:z] n.越南人；越南语 adj.越南的；越南人的

50 appreciate 2 [ə'pri:ʃieit] vt.欣赏；感激；领会；鉴别 vi.增值；涨价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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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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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balls 2 [bɔː l] n. 球；球状物；炮弹；舞会；愉快的经历；<口>胆量；胡说；（复）睾丸 v. 使成球状；呈球状；<俚>性交

54 banh 2 班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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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bean 2 [bi:n] n.豆；嘴峰；毫无价值的东西 vt.击…的头部 n.(Bean)人名；(英)比恩

57 California 2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58 celebrate 2 vt.庆祝；举行；赞美；祝贺；宣告 vi.庆祝；过节；举行宗教仪式

59 che 2 abbr.胆碱酯酶（等于cholinesterase）；化学（等于Chemical）；充电指示灯 n.(Che)人名；(中)锗(广东话·威妥玛)；(越)制；
(柬)则

60 chin 2 [tʃin] n.下巴；聊天；引体向上动作 vt.用下巴夹住；与…聊天；在单杠上作引体向上动作 vi.闲谈；作引体向上动作 n.
(Chin)人名；(泰)真；(柬)金；(越)九；(西)钦

61 coconut 2 ['kəukənʌt] n.椰子；椰子肉

62 complicated 2 ['kɔmplikeitid] adj.难懂的，复杂的

63 cookies 2 ['kʊki] n. 饼干；<俚>家伙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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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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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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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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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flour 2 ['flauə] n.面粉；粉状物质 vt.撒粉于；把…磨成粉 n.(Flour)人名；(法)弗卢尔

69 go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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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half 2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71 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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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include 2 [in'klu:d] vt.包含，包括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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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Kho 2 哥

75 Li 2 [li:] n.里（长度单位，等于500米左右） n.(Li)人名；(朝)李；(德、俄、柬)利

76 lieu 2 [lju:] n.代替；场所

77 lives 2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78 meals 2 [miː lz] n. 伙食 名词meal的复数形式.

79 memory 2 ['meməri] n.记忆，记忆力；内存，[计]存储器；回忆 n.(Memory)人名；(英)梅默里

80 milk 2 [milk] n.牛奶；乳状物 vt.榨取；挤…的奶 vi.挤奶 n.(Milk)人名；(英)米尔克

81 money 2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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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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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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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parts 2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85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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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pudding 2 ['pudiŋ] n.布丁

87 siu 2 abbr. 国际海员工会(=Seafarers' International Union)

88 snacks 2 [snæks] n. 快餐；小吃 名词snack的复数形式.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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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States 2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91 sugar 2 ['ʃugə] n.糖；食糖；甜言蜜语 vt.加糖于；粉饰 vi.形成糖 n.(Sugar)人名；(英)休格

92 taro 2 ['tɑ:rəu, 'tæ-] n.芋头，[园艺]芋艿 n.(Taro)人名；(塞、肯、意)塔罗；(日)多吕(姓)

93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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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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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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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97 too 2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98 topped 2 选取肥畜 拔顶的

99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100 usually 2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101 visit 2 ['vizit] n.访问；参观；逗留 vt.访问；参观；视察 vi.访问；暂住；闲谈 n.(Visit)人名；(老)维西；(泰)威实

102 zodiac 2 n.黄道带，十二宫图；属相，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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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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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adventure 1 [əd'ventʃə, æd-] n.冒险；冒险精神；投机活动 vt.冒险；大胆说出 vi.冒险

106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07 ahead 1 adj.向前；在前的；领先 adv.向前地；领先地；在（某人或某事物的）前面；预先；在将来，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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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10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11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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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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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15 Asian 1 ['eiʃən] n.亚洲人 adj.亚洲的；亚洲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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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bakeries 1 ['beɪkəri] n. 面包店；面包厂

118 bakery 1 ['beikəri] n.面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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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becomes 1 [bɪ'kʌm] v. 变成；成为；变得；适合（某人）；使（人）显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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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Beijing 1 ['bei'dʒiŋ] n.北京（等于Peking或Pekin）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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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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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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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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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book 1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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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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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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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buttercream 1 ['bʌtəkri:m] n.奶油乳酪；奶油淇淋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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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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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cakes 1 [keɪk] n. 蛋糕；块状物

134 calendar 1 ['kælində] n.日历；[天]历法；日程表 vt.将…列入表中；将…排入日程表

135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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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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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candied 1 ['kændid] adj.甜蜜的；糖制的；甜言蜜语的 v.把…制成糖果；美化（candy的过去分词）

139 card 1 [kɑ:d] n.卡片；纸牌；明信片 vt.记于卡片上 n.(Card)人名；(英)卡德

140 cat 1 n.猫，猫科动物

141 celebrating 1 ['selɪbreɪt] v. 庆祝；庆贺；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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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144 cheese 1 [tʃi:z] n.[食品]奶酪；干酪；要人 vt.停止 adj.叛变的；胆小的

145 cheesecake 1 ['tʃi:zkeik] n.奶酪蛋糕；半裸体的女人照片

146 chocolate 1 ['tʃɔkəlit] n.巧克力，巧克力糖；巧克力色 adj.巧克力色的；巧克力口味的 n.(Chocolate)人名；(葡)绍科拉特

147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48 clothes 1 [kləuðz] n.衣服

149 cold 1 [kəuld] adj.寒冷的；冷淡的，不热情的；失去知觉的 n.寒冷；感冒 adv.完全地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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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companies 1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152 company 1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153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154 cookie 1 ['kuki] n.饼干；小甜点

155 cover 1 vt.包括；采访，报导；涉及；行走（一段路程）；掩护；翻唱 n.封面，封皮；盖子；掩蔽物;幌子，借口 vi.覆盖；代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156 cream 1 [kri:m] n.奶油，乳脂；精华；面霜；乳酪

157 crust 1 n.地壳；外壳；面包皮；坚硬外皮 vi.结硬皮；结成外壳 vt.盖以硬皮；在…上结硬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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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cupcake 1 ['kʌpkeɪk] n. 纸杯蛋糕；对可爱女性的昵称；<美俚>女人模样的家伙

160 cupcakes 1 n.纸杯蛋糕( cupcake的名词复数 ); （经常用于称呼语中）指有魅力的女人; 指软弱和女性化的男人或男孩

161 cycle 1 ['saikl] n.循环；周期；自行车；整套；一段时间 vt.使循环；使轮转 vi.循环；骑自行车；轮转

162 date 1 [deit] n.日期；约会；年代；枣椰子 vi.过时；注明日期；始于（某一历史时期） vt.确定…年代；和…约会 n.(Date)人名；
(日)伊达(姓)；(英)戴特

163 dau 1 [dau] abbr.数据调节器（DataAdapterUnit）

164 day 1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土)达伊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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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differ 1 ['difə] vt.使…相异；使…不同 vi.相异；意见分歧 n.(Differ)人名；(法)迪费

167 Disney 1 ['dizni] n.迪斯尼（美国动画影片制作家及制片人）

168 divided 1 [di'vaidid] adj.分裂的；分开的；有分歧的 v.分开（divide的过去分词）；分离

169 Dutch 1 [dʌtʃ] adj.荷兰的；荷兰人的；荷兰语的 n.荷兰人；荷兰语 adv.费用平摊地；各自付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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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either 1 adj.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任何一个 conj.也（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根本 pron.任一，两方，随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171 enclosing 1 英 [ɪn'kləʊz] 美 [ɪn'kloʊz] vt. 圈起；围住；附上；封入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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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nvelope 1 ['envələup] n.信封，封皮；包膜；[天]包层；包迹

174 envelopes 1 ['envələʊps] 包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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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verybody 1 ['evri,bədi] pron.每个人；人人

177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佩

178 expresses 1 [ɪk'spres] n. 快车；快递；专使 adj. 明确的；急速的；直接的 adv. 用快递 vt. 表达；表示；挤压出；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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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fami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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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famous 1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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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festival 1 ['festəvəl] n.节日；庆祝，纪念活动；欢乐 adj.节日的，喜庆的；快乐的

184 festivals 1 岁时节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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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187 frosted 1 ['frɔ:stid] adj.被霜覆盖的；冻伤的；冷淡的；无光泽的 v.下霜

188 frosting 1 ['frɔstiŋ] n.结霜；霜状白糖；无光泽面；去光泽 v.以霜覆盖；冻坏；起霜（frost的ing形式） adj.结霜的；磨砂的；消
光的

189 fruit 1 [fru:t] n.水果；产物 vi.结果实 vt.使……结果实 n.(Fruit)人名；(法)弗吕；(英)弗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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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92 gift 1 [gift] n.礼物；天赋；赠品 vt.赋予；向…赠送 n.(Gift)人名；(英)吉夫特

193 gifts 1 [ɡɪft] n. 礼物；赠品 n. 天赋；才能 vt. 赋予；赠送

194 ginger 1 ['dʒindʒə] n.姜；姜黄色；精力；有姜味 vt.用姜给…调味；使某人有活力 adj.姜黄色的 n.(Ginger)人名；(法)然热；(英)金
杰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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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goh 1 n. 吴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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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goods 1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199 grandma 1 ['grændmɑ:] n.奶奶；外婆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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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guests 1 [ɡest] n. 客人；宾客；特别来宾；[动植物]寄生生物 v. 做特邀嘉宾；做特约演员；客串；招待；做客

202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203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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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205 Herman 1 ['hə:mən] n.赫尔曼（男子名）

206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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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historian 1 [his'tɔ:riən] n.历史学家

209 ho 1 [həu] int.呵；引人注意；表示惊讶 n.(Ho)人名；(柬)霍

210 home 1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211 Hong 1 [hɔŋ] n.（中国、日本的）行，商行 n.(Hong)人名；(中)洪(普通话·威妥玛)；(泰)鸿；(柬)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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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honor 1 ['ɔnə] n.荣誉；信用；头衔 vt.尊敬（等于honour）；给…以荣誉

213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214 house 1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名；(英)豪斯

215 household 1 adj.家庭的；日常的；王室的 n.全家人，一家人；(包括佣工在内的)家庭，户 n.(Household)人名；(英)豪斯霍尔德

216 image 1 ['imidʒ] n.影像；想象；肖像；偶像 vt.想象；反映；象征；作…的像 n.(Image)人名；(法)伊马热

217 importance 1 [im'pɔ:təns] n.价值；重要；重大；傲慢

218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219 jujube 1 ['dʒu:dʒu:b] n.枣子，枣树；枣味糖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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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Karen 1 ['ka:rən] n.凯伦（人名）；克伦邦（缅甸邦名）

222 kat 1 [kɑ:t] n.阿拉伯茶（等于khat） n.(Kat)人名；(中)吉(广东话·威妥玛)

223 kelson 1 ['kelsən] n.内龙骨

224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225 Kong 1 [kɔŋ] n.钢；含锡砾石下的无矿基岩 n.(Kong)人名；(泰)空；(老、柬)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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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letter 1 ['letə] n.信；字母，文字；证书；文学，学问；字面意义 vt.写字母于 vi.写印刷体字母 n.(Letter)人名；(英)莱特

228 level 1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229 lexi 1 n. 莱克茜

230 linh 1 灵

231 lining 1 ['lainiŋ] n.衬里；内层；衬套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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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lotus 1 ['ləutəs] n.莲花；荷花；莲饰 n.(Lotus)人名；(英)洛特斯

234 luck 1 [lʌk] n.运气；幸运；带来好运的东西 vi.靠运气，走运；凑巧碰上 n.(Luck)人名；(德、瑞典)卢克；(英)勒克；(法)吕克

235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236 meal 1 [mi:l] n.一餐，一顿饭；膳食 vi.进餐

237 meaning 1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238 Michigan 1 ['miʃigən] n.美国密歇根州；密歇根

239 miffy 1 ['mifi] adj.易生气的，易发脾气的

240 mixture 1 ['mikstʃə] n.混合；混合物；混合剂

241 molasses 1 [mə'læsiz] n.糖蜜，糖浆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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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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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mousse 1 [mu:s] n.摩丝；奶油冻 vt.在…上抹摩丝 n.(Mousse)人名；(西)莫塞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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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nep 1 [nep] abbr.新版待出（neweditionpending）；噪音等效功率（noiseequivalentpower） n.(Nep)人名；(德、匈)内普

247 nine 1 [nain] n.九，九个 num.九；九个 adj.九的，九个的 n.(Nine)人名；(塞)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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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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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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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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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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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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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park 1 [pɑ:k] n.公园；[交]停车场 vt.停放；放置；寄存 vi.停放车辆 n.(Park)人名；(英、芬、瑞典)帕克

255 paste 1 [peist] vt.张贴，裱糊；用浆糊粘 n.面团，膏；糊状物，[胶粘]浆糊 n.(Paste)人名；(法)帕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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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pastries 1 ['pəɪstrɪz] n. 面粉制的糕点 名词pastry的复数形式.

257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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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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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plenty 1 ['plenti] n.丰富，大量；充足 adj.足够的，很多的 adv.足够 n.(Plenty)人名；(英)普伦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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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pride 1 n.自豪；骄傲；自尊心；狮群 vt.使得意，以...自豪 vi.自豪 n.（Pride）人名；（英）普赖德

262 province 1 ['prɔvins] n.省；领域；职权

263 Queens 1 n.皇后区；女王（queen的复数形式）

264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65 remembers 1 英 [rɪ'membə(r)] 美 [rɪ'membər] v. 记得；想起；记住，铭记；回忆；提及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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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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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Seattle 1 [si'ætl] n.西雅图（美国一港市）

269 seeds 1 [siː dz] n. 籽 名词seed的复数形式. 动词s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70 selling 1 ['seliŋ] n.销售；出售 v.出售（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 n.(Selling)人名；(英、德、瑞典)塞林

271 serve 1 [sə:v]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n.发球，轮到发
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272 sesame 1 ['sezəmi, 'ses-] n.芝麻

273 seven 1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274 Shanxi 1 山西省

275 shaped 1 [ʃeipt] adj.合适的；成某种形状的；有计划的 vt.发展；成形（shape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

276 signifies 1 ['sɪɡnɪfaɪ] vt. 表示；预示；意味着；象征 vi. 有重要性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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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smiling 1 ['smailiŋ] adj.微笑的；欢快的

279 snack 1 [snæk] n.小吃，快餐；一份，部分 vi.吃快餐，吃点心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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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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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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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sounds 1 ['saʊndz] n. 声音，响声（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 v. 听起来；感觉起来；发出声音；发音（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
形式）

284 speci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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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spirit 1 ['spirit] n.精神；心灵；情绪；志气；烈酒 vt.鼓励；鼓舞；诱拐

286 sprinkles 1 ['sprɪŋkl] v. 洒；撒；下稀疏小雨 n. 少量散布的屑状物

287 sticky 1 ['stiki] adj.粘的；粘性的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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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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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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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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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Sunday 1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293 sweets 1 [swiː ts] n. 糖果 名词sweet的复数形式.

294 taller 1 [tɔː l] adj. 高的

295 tang 1 [tæŋ] n.特性；强烈的味道；柄脚 vt.使声尖锐；装刀柄于 vi.发出铿锵声；发出当的一声 n.(Tang)人名；(柬、缅)当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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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teachers 1 ['titʃə:s] n.教师（teach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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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terry 1 ['teri] n.厚绒布；毛毛圈 adj.起毛毛圈的 n.(Terry)人名；(英、西、葡、法、塞)特里

299 Tet 1 [tet] n.（东南亚之）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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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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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throughout 1 [θru:'aut] adv.自始至终，到处；全部 prep.贯穿，遍及

304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305 trinh 1 郑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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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08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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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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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velvet 1 ['velvit] n.天鹅绒，丝绒；天鹅绒似的东西 adj.天鹅绒的

312 waited 1 [weɪt] v. 等；等待 n. 等待；等候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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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15 Washington 1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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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weather 1 ['weðə] n.天气；气象；气候；处境 vt.经受住；使风化；侵蚀；使受风吹雨打 vi.风化；受侵蚀；经受风雨 adj.露天
的；迎风的 n.(Weather)人名；(英)韦瑟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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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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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white 1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322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23 wishes 1 [wɪʃ] v. 希望；想要 n. 愿望；命令；渴望；祝颂（表达这个意思时，常用复数）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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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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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27 yan 1 [jæn] n. 雁鸣 vi. 作雁鸣声

328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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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