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7-03 [Health and Lifestyle] New Study Suggests Ways to Stop
Coronavirus' Spread 词汇表词汇表

1 able 1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2 ab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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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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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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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fterwards 1 ['ɑ:ftəwdz, 'æf-] adv.后来；然后

8 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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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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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1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2 and 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3 andrea 1 ['ændriə; ɔ:n'dreiə] n.安德里亚（男子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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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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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7 asymptomatic 3 [,eisimptə'mætik] adj.无症状的

18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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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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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22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23 being 3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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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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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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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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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case 1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29 cases 3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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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itizens 1 ['sɪtɪzənz] 公民

32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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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35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36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37 coronavirus 3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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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risanti 5 克里桑蒂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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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death 1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42 despite 1 [di'spait] prep.尽管，不管 n.轻视；憎恨；侮辱

43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44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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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disease 5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47 d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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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49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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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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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pidemic 1 [,epi'demik] adj.流行的；传染性的 n.传染病；流行病；风尚等的流行

53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54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55 findings 1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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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58 found 4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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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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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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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guided 1 ['gaidid] adj.有指导的；有向导的 v.指导（guide的过去分词）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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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hand 1 [hænd] n.手，手艺；帮助；指针；插手 vt.传递，交给；支持；搀扶 n.(Hand)人名；(英、瑞典)汉德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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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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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having 2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68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69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70 impact 1 n.影响；效果；碰撞；冲击力 vt.挤入，压紧；撞击；对…产生影响 vi.影响；撞击；冲突；压紧（on，upon，with）

71 imperial 1 [im'piəriəl] adj.帝国的；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威严的 n.纸张尺寸；特等品 n.(Imperial)人名；(西)因佩里亚尔

72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73 i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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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indicates 1 ['ɪndɪkeɪt] v. 指示；象征；显示；暗示，预示 v. 表明；指明

75 infected 3 [in'fektid] adj.被感染的 v.传染（infect的过去分词）

76 infection 1 [in'fekʃən] n.感染；传染；影响；传染病

77 infections 1 [ɪn'fekʃnz] n.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

78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9 isolated 1 ['aisəleitid] adj.孤立的；分离的；单独的；[电]绝缘的 v.使孤立；使绝缘；脱离（isolate的过去分词）

80 isolation 2 ['aisə'leiʃən] n.隔离；孤立；[电]绝缘；[化学]离析



81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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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Italian 1 adj.意大利的；意大利语的；意大利文化的 n.意大利人；意大利语

83 Italy 4 ['itəli] n.意大利（欧洲南部国家）

84 john 2 [dʒɔn] n.厕所

85 journal 1 ['dʒə:nəl] n.日报，杂志；日记；分类账

86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87 kate 1 [keit] n.凯特（女子名，等于Catherine）

88 kelland 1 n. [姓氏] 凯兰

89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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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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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leaders 1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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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95 loc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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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London 1 ['lʌndən] n.伦敦

97 looked 1 [lʊkt]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98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99 medical 1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100 mind 1 [maind] n.理智，精神；意见；智力；记忆力 vt.介意；专心于；照料 vi.介意；注意

101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102 nature 1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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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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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06 of 2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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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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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o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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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11 others 2 pron.其他人

112 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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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outbreaks 2 暴发

114 Padua 2 ['pædjuə] n.帕多瓦（意大利地名）；帕杜阿（等于帕多瓦）

115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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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117 passed 1 [pa:st] adj.已经通过的；已经过去的；已被传递的 v.通过；传递（pass的过去分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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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percen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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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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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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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23 population 3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124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125 prevent 2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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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produced 1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128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129 projec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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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provides 1 [prə'vaɪd] v. 供给；提供；准备；规定；抚养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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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published 1 ['pʌblɪʃ] v. 出版；发行；公开发表

133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134 quarantine 4 ['kwɔrənti:n] vt.检疫；隔离；使隔离 n.检疫；隔离；检疫期；封锁 vi.实行隔离

135 quarantined 1 英 ['kwɒrəntiː n] 美 ['kwɔːrəntiː n] n. 隔离；检疫期间；封锁交通；四十天 vt. 检疫；停止交涉 vi. 检疫

136 quarantines 1 英 ['kwɒrəntiː n] 美 ['kwɔːrəntiː n] n. 隔离；检疫期间；封锁交通；四十天 vt. 检疫；停止交涉 vi. 检疫

137 quickly 2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138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39 region 1 ['ri:dʒən] n.地区；范围；部位

140 regions 1 ['ri:dʒənz] n. 区域，地区，地带（名词region的复数形式）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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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researchers 2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143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44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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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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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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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scientists 3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149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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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152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153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154 silent 1 ['sailənt] adj.沉默的；寂静的；无记载的 n.无声电影

155 situation 2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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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sprea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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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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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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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stop 2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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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stud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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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success 1 [sək'ses] n.成功，成就；胜利；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



164 suggest 1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165 suggests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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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symptom 1 ['simptəm] n.[临床]症状；征兆

168 symptoms 5 ['sɪmptəmz] n. 症候 名词symptom的复数形式.

169 tested 1 ['testid] adj.经受过考验的；经验定的 v.考验（test的过去分词）；测验

170 testing 5 ['testiŋ] n.[试验]测试 adj.试验的；棘手的 v.测验；考查；受考验（test的ing形式）

171 t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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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the 4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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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75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176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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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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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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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180 t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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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town 3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182 transmission 2 [trænz'miʃən, træns-, trɑ:n-] n.传动装置，[机]变速器；传递；传送；播送

183 tremendous 2 adj.极大的，巨大的；惊人的；极好的

184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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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unedited 1 ['ʌn'editid] adj.未刊行的；未编辑的；未经审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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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Veneto 1 ['venetɔ:] n.威尼托（意大利的一个行政区）

189 version 1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190 ve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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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virus 1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192 vo 2 abbr. 口头命令(=Verbal Order )

193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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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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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were 5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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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200 which 4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01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02 wider 1 [waɪdə] adj. 更宽的；更广阔的

203 widespread 2 ['waid'spred] adj.普遍的，广泛的；分布广的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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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wor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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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