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8-11 [Health and Lifestyle] How to Safely Care for COVID-19
Patients at Hom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and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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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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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or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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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your 19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7 i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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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perso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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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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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hand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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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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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do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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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not 9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4 ar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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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 sick 8 adj.厌恶的；病态的；不舒服；渴望的；恶心的；生病的 n.病人 n.(Sick)人名；(德、西)西克 vt.使狗去咬；呕吐；追击

17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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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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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lth 7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20 if 7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1 away 6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22 clean 6 [kli:n] adj.清洁的，干净的；清白的 vt.使干净 vi.打扫，清扫 adv.完全地 n.打扫 n.(Clean)人名；(英)克林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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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thi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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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whe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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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e 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7 c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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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9 get 5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30 items 5 ['aɪtəm] n. 项目；条款；一件商品（或物品）；一则或一条新闻 adv. 也

31 keep 5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32 used 5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3 wash 5 [wɔʃ, wɔ:ʃ] n.洗涤；洗的衣服；化妆水；冲积物 vt.洗涤；洗刷；冲走；拍打 vi.洗澡；被冲蚀 n.(Wash)人名；(英)沃什；(尼
日利)瓦什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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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after 4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36 clothes 4 [kləuðz] n.衣服

37 gloves 4 [ɡ'lʌvz] n. 手套（名词glove的复数形式）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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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h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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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mask 4 [mɑ:sk, mæsk] n.面具；口罩；掩饰 vi.掩饰；戴面具；化装 vt.掩饰；戴面具；使模糊

41 questions 4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42 roo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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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separa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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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symptoms 4 ['sɪmptəmz] n. 症候 名词symptom的复数形式.

45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46 us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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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wat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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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wear 4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49 alcohol 3 ['ælkəhɔl] n.酒精，乙醇

50 any 3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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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avoid 3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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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are 3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55 caregivers 3 ['keəɡɪvəz] 照顾者

56 covering 3 ['kʌvəriŋ] adj.掩盖的，掩护的 n.遮盖物，覆盖物 v.覆盖；穿（cover的ing形式）；代替

57 dishes 3 ['dɪʃɪz] pl. 餐具；碗盘 dish的复数形式.

58 disposable 3 [dis'pəuzəbl] adj.可任意处理的；可自由使用的；用完即可丢弃的

59 dry 3 [drai] adj.干的；口渴的；枯燥无味的；禁酒的 vt.把…弄干 vi.变干 n.干涸 n.(Dry)人名；(法)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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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perts 3 英 ['ekspɜːt] 美 ['ekspɜːr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62 fa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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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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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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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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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least 3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67 often 3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68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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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s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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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sleep 3 [sli:p] vi.睡，睡觉 n.睡眠 n.(Sleep)人名；(英)斯利普

72 soap 3 [səup] n.肥皂 vt.将肥皂涂在……上；对……拍马屁（俚语） vi.用肥皂擦洗

73 stay 3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74 washing 3 ['wɔʃiŋ, 'wɔ:ʃ-] n.洗涤；洗涤剂；要洗的衣物 adj.洗涤用的，清洗用的 v.洗；使受洗礼（wash的ing形式）

75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76 ac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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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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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air 2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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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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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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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bathroom 2 ['bɑ:θrum] n.浴室；厕所；盥洗室

84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85 careful 2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86 CDC 2 abbr. 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87 clinic 2 ['klinik] n.临床；诊所

88 completely 2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89 c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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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d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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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dirty 2 ['də:ti] adj.下流的，卑鄙的；肮脏的；恶劣的；暗淡的 vt.弄脏 vi.变脏

92 disease 2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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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dr 2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95 drugs 2 [drʌgz] n.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

96 emergency 2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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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very 2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99 feel 2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100 gets 2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101 google 2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102 ha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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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handling 2 ['hændliŋ] n.处理 adj.操作的 v.负责；对待（handle的ing形式）；触摸

104 hot 2 [hɔt] adj.热的；辣的；热情的；激动的；紧迫的 adv.热；紧迫地 vi.变热 vt.增加；给…加温 n.(Hot)人名；(塞)霍特；(法)奥
特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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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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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lifestyle 2 ['laifstail] n.生活方式 保健的

109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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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matteo 2 n. 马泰奥

112 Mayo 2 ['meiəu] n.梅奥（爱尔兰西北部一郡）

113 medical 2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114 meditation 2 [,medi'teiʃən] n.冥想；沉思，深思

115 might 2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116 monitor 2 n.监视器；监听器；监控器；显示屏；班长 vt.监控

117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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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mouth 2 [mauθ] n.口，嘴；河口 vt.做作地说，装腔作势地说；喃喃地说出 vi.装腔作势说话



119 need 2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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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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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on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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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perc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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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possible 2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125 proc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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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purpose 2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127 regular 2 ['regjulə] adj.定期的；有规律的；合格的；整齐的；普通的 n.常客；正式队员；中坚分子 adv.定期地；经常地 n.
(Regular)人名；(以)雷古拉尔

128 removing 2 [riː 'muːvɪŋ] n. 消除；排除；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129 re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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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routine 2 [ru:'ti:n] n.[计]程序；日常工作；例行公事 adj.日常的；例行的

131 safely 2 ['seifli] adv.安全地 稳定地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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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sanitizer 2 ['sænitaizə] n.食品防腐剂；消毒杀菌剂（等于sanitiser）

134 setting 2 ['setiŋ] n.环境；安装；布置；[天]沉落 v.放置；沉没；使…处于某位置（set的ing形式）

135 share 2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136 signs 2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137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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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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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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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stressed 2 [strest] adj.紧张的；感到有压力的 v.强调（stress的过去分词）；给…加压力

142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143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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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46 throw 2 [θrəu] vt.投；抛；掷 vi.抛；投掷 n.投掷；冒险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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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touched 2 adj.受感动的；神经兮兮的 v.触摸（tou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9 touching 2 ['tʌtʃiŋ] adj.动人的，令人同情的 prep.至于，关于 v.接触；感动（touch的ing形式）

150 virus 2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151 visitors 2 ['vɪzɪtəz] n.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

152 VOA 2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153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54 wen 2 [wen] n.粉瘤，[医]皮脂囊肿；人口集中的大城市 n.(Wen)人名；(英)温

155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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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who 2 pron.谁；什么人

157 worry 2 ['wʌri, 'wə:ri] n.担心；烦恼；撕咬 vt.担心；发愁；折磨 vi.担心；烦恼；撕咬

158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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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accept 1 [ək'sept] vt.接受；承认；承担；承兑；容纳 vi.承认；同意；承兑



161 activities 1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162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163 adds 1 abbr.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

164 advise 1 [əd'vaiz] vt.建议；劝告，忠告；通知；警告 vi.建议；与…商量

165 affect 1 [ə'fekt, 'æfekt] vt.影响；感染；感动；假装 vi.倾向；喜欢 n.情感；引起感情的因素

166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67 answered 1 英 ['ɑːnsə(r)] 美 ['ænsər] v. 回答；答复；接电话 n. 答案；回答；答复

168 answers 1 英 ['ɑːnsə(r)] 美 ['ænsər] v. 回答；答复；接电话 n. 答案；回答；答复

169 anxious 1 ['ænkʃəs] adj.焦虑的；担忧的；渴望的；急切的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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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applied 1 [ə'plaid] adj.应用的；实用的 v.应用；实施（apply的过去分词）；敷上

172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173 asking 1 ['ɑ:skiŋ] n.请求 v.问（ask的现在分词）

174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175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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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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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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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breathing 1 ['bri:ðiŋ] n.呼吸；瞬间；微风 adj.呼吸的；逼真的 v.呼吸（breathe的现在分词）

181 burnout 1 ['bə:naut] n.烧坏；燃料烧尽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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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calling 1 ['kɔ:liŋ] n.职业；欲望；点名；召集；邀请 v.召；呼唤（call的现在分词）；称之为

184 caregiver 1 ['kεə,givə] n.照料者，护理者

185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186 center 1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187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188 check 1 vt.检查，核对；制止，抑制；在…上打勾 vi.核实，查核；中止；打勾；[象棋]将一军 n.<美>支票；制止，抑制；检
验，核对 n.（英）切克（人名）

189 cleaning 1 ['kli:niŋ] n.清洗；清除；去污；大败 v.清洁（clean的ing形式）

190 cleansers 1 n. 清洁剂；清洁用品；面部清洁（cleanser的复数）

191 clearly 1 ['kliəli] adv.清晰地；明显地；无疑地；明净地

192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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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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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196 concerning 1 [kən'sə:niŋ] prep.关于；就…而言 v.涉及；使关心（concern的ing形式）；忧虑

197 confusion 1 [kən'fju:ʒən] n.混淆，混乱；困惑

198 connect 1 [kə'nekt] vt.连接；联合；关连 vi.连接，连结；联合

199 contact 1 n.接触，联系 vt.使接触，联系 vi.使接触，联系

200 contains 1 [kən'teɪnz] v.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01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202 counters 1 英 ['kaʊntə(r)] 美 ['kaʊntər] n. 柜台；筹码；计数器；反驳 adj. 相反的 adv. 与…相反地 v. 反对；反击



203 cups 1 [kʌps] n. 杯子；奖杯 名词cup的复数形式.

204 cure 1 [kjuə] vt.治疗；治愈；使硫化；加工处理 vi.治病；痊愈；受治疗；被硫化；被加工处理 n.治疗；治愈；[临床]疗法 n.
(Cure)人名；(罗)库雷；(法)屈尔；(英)丘尔；(塞)楚雷

205 cured 1 ['kjʊəd] adj. 治愈的 动词cu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6 daily 1 ['deili] adj.日常的；每日的 n.日报；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日常地；每日；天天 n.(Daily)人名；(英)戴利

207 deep 1 [di:p] n.深处；深渊 adj.深的；低沉的；深奥的 adv.深入地；深深地；迟 n.(Deep)人名；(英)迪普

208 designed 1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209 dishwasher 1 ['diʃ,wɔʃə] n.洗碗工；洗碟机

210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211 doorknob 1 ['dɔ:nɔb] n.门把手

212 dressed 1 ['dresid] adj.穿好衣服的；打扮好的；去内脏及分割加工好的（特指动物，如鱼，禽类等） v.装饰；给…穿衣；布置
（dress的过去分词）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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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dryer 1 ['draiə] n.烘干机；[助剂]干燥剂 n.(Dryer)人名；(英)德赖尔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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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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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lectronics 1 [,ilek'trɔniks] n.电子学；电子工业

218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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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ercise 1 ['eksəsaiz] n.运动；练习；运用；操练；礼拜；典礼 vt.锻炼；练习；使用；使忙碌；使惊恐 vi.运动；练习

221 existing 1 [ig'zistiŋ] adj.目前的；现存的 v.存在（exist的现在分词）

222 experiences 1 英 [ɪk'spɪəriəns] 美 [ɪk'spɪriəns] n. 经验；经历 v. 经历；体验；感受

223 explains 1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224 eyes 1 n.眼睛（eye的复数） n.(Eyes)人名；(英)艾斯

225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226 feelings 1 ['fiː lɪŋs] n.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

227 flow 1 [fləu] vi.流动，涌流；川流不息；飘扬 vt.淹没，溢过 n.流动；流量；涨潮，泛滥 n.(Flow)人名；(英)弗洛

228 following 1 ['fɔləuiŋ] adj.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n.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v.跟随；沿行（follow的ing形式）

229 Forks 1 n.福克斯（美国地名）

230 fun 1 [fʌn] n.乐趣；玩笑；有趣的人或事 adj.供娱乐用的 vi.开玩笑

231 George 1 [dʒɔ:dʒ] n.乔治（男子名）；自动操纵装置；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

232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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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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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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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help 1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普

237 hospital 1 ['hɔspitəl] n.医院 n.(Hospital)人名；(英)霍斯皮特尔

238 hospitalization 1 [,hɔspitəlai'zeiʃən, -li'zei-] n.住院治疗；医院收容；住院保险（等于hospitalizationinsurance）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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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immediately 1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241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242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243 increase 1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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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knives 1 [naivz] n.刀子（knife的复数） v.用小刀切；刀切似的穿过（knife的三单形式）

246 leana 1 n. 丽亚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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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list 1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249 listed 1 ['listid] adj.列出的；表列的；已登录的 v.列出；登记（list的过去分词）

250 listen 1 ['lisən] vi.听，倾听；听从，听信 n.听，倾听

251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
(英)卢克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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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machine 1 [mə'ʃi:n] n.机械，机器；机构；机械般工作的人 vt.用机器制造 n.(Machine)人名；(意)马基内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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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march 1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256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257 meals 1 [miː lz] n. 伙食 名词meal的复数形式.

258 meditating 1 ['medɪteɪtɪŋ] adj. 沉思的；冥想的 动词meditate的现在分词.

259 meters 1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260 Minnesota 1 [,mini'səutə] n.明尼苏达州（美国中北部洲）

261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62 movie 1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263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264 non 1 [nɔn] adv.非，不 n.投反对票的人，反对票 n.(Non)人名；(柬)嫩；(俄)诺恩

265 nose 1 [nəuz] n.鼻子；嗅觉；突出的部分；探问 vt.嗅；用鼻子触 vi.小心探索着前进；探问

266 notes 1 英 [nəʊt] 美 [noʊt] n. 笔记；便条；纸币；音符；票据；注解；音调 vt. 注意；记录；注解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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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observe 1 vt.庆祝 vt.观察；遵守；说；注意到；评论 vi.观察；说；注意到；评论

269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270 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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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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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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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organisms 1 有机体

275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76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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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own 1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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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patients 1 ['peɪʃənts] n.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

281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282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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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prevention 1 [pri'venʃən, pri:-] n.预防；阻止；妨碍

285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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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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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profit 1 ['prɔfit] n.利润；利益 vi.获利；有益 vt.有益于 n.(Profit)人名；(法)普罗菲

289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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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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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quiet 1 adj.安静的；安定的；不动的；温顺的 n.安静；和平 vt.使平息；安慰 vi.平静下来

293 reading 1 ['ri:diŋ] n.阅读，朗读；读物；读数 adj.阅读的 v.阅读（read的ing形式）

294 recover 1 [ri'kʌvə] vt.恢复；弥补；重新获得 vi.恢复；胜诉；重新得球 n.还原至预备姿势 n.(Recover)人名；(西)雷科韦尔

295 recovered 1 [rɪ'kʌvəd] adj. 恢复的 动词reco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96 remind 1 [ri'maind] vt.提醒；使想起

297 replace 1 [ri'pleis] vt.取代，代替；替换，更换；归还，偿还；把…放回原处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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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researchers 1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300 rub 1 [rʌb] vt.擦；摩擦；惹怒 vi.擦；摩擦；擦破 n.摩擦；障碍；磨损处 n.(Rub)人名；(捷)鲁布

301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302 searched 1 ['sɜ tːʃt] 动词search的过去式，动词search的过去分词

303 seconds 1 ['sekəndz] n. 秒，时刻 名词second的复数

304 seek 1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305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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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shake 1 vt.动摇；摇动；震动；握手 vi.动摇；摇动；发抖 n.摇动；哆嗦

308 shared 1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9 sheets 1 [ʃiː ts] n. 被单；被褥 名词sheet的复数形式.

310 showered 1 英 ['ʃaʊə(r)] 美 ['ʃaʊər] n. 淋浴；阵雨；送礼会；(大量)涌泻 v. 冲(淋浴)；下(阵雨)；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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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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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spending 1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315 spoons 1 [spuːn] n. 匙；调羹；匙状物 vt. 以匙舀起 vi. 调情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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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Sta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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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still 1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319 stress 1 [stres] n.压力；强调；紧张；重要性；重读 vt.强调；使紧张；加压力于；用重音读 n.(Stress)人名；(意)斯特雷斯

320 stretching 1 ['stretʃɪŋ] n. 拉伸 动词stretch的现在分词形式.

321 substance 1 ['sʌbstəns] n.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322 suggestions 1 n. 意见；示意 名词suggestion的复数形式.

323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324 surface 1 ['sə:fis] n.表面；表层；外观 adj.表面的，肤浅的 vi.浮出水面 vt.使浮出水面；使成平面 n.(Surface)人名；(英)瑟菲斯

325 surfaces 1 英 ['sɜːfɪs] 美 ['sɜːrfɪs] n. 表面；外表；平面 adj. 表面的；肤浅的 vt. 在 ... 上加表层；使 ... 成平面 vi. 浮到水面；显
露；在表面工作

326 tabletop 1 ['teibltɔp] n.桌面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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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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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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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331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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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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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though 1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335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36 thrown 1 [θrəun, 'θrəun] v.抛（throw的过去分词）；扔掉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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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Tips 1 英 [tips] 美 [tɪps] abbr. =Techn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技术情报处理系统[美] n. 顶端；消费；小部件；脏乱的地
方；实用的小建议（名词tip的复数形式）

339 tobacco 1 [tə'bækəu] n.烟草，烟叶；烟草制品；抽烟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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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42 touch 1 [tʌtʃ] vt.接触；触动；使轻度受害 vi.触摸；涉及；接近；提到 n.接触；触觉；格调；少许 n.(Touch)人名；(柬)杜；(英)
陶奇

343 towels 1 ['taʊəl] n. 毛巾；手巾 v. 用毛巾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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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unable 1 [ʌn'eibl] adj.不会的，不能的；[劳经]无能力的；不能胜任的

346 uncertain 1 [,ʌn'sə:tən] adj.无常的；含糊的；靠不住的；迟疑不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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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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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unknowns 1 [ʌn'nəʊnz] 未知事件

351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352 unwashed 1 [,ʌn'wɔʃt] adj.未洗的，不清洁的；平民百姓的；下层人民的

353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54 utensils 1 [ju 'ːtensɪlz] 器具； 用具； 炊具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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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video 1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357 warmest 1 英 [wɔːm] 美 [wɔːrm] adj. 温暖的；暖和的；热情的 v. 变暖；使暖和 n. 温暖的空气

358 warn 1 [wɔ:n] vt.警告，提醒；通知 vi.发出警告，发出预告 n.(Warn)人名；(英)沃恩；(德)瓦恩

359 warns 1 英 [wɔːn] 美 [wɔː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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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watch 1 [wɔtʃ, wɔ:tʃ] vt.观察；注视；看守；警戒 n.手表；监视；守护；值班人 vi.观看，注视；守侯，看守

362 watching 1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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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wet 1 [wet] adj.[气象][物]潮湿的；有雨的 n.雨天；湿气 vt.弄湿 vi.变湿 n.(Wet)人名；(英、纳米、南非)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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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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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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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window 1 ['windəu] n.窗；窗口；窗户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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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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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72 worn 1 [wɔ:n] adj.疲倦的；用旧的 v.穿；磨损（wear的过去分词）；佩戴 n.(Worn)人名；(柬)翁；(英、葡)沃恩

373 worried 1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374 worsen 1 ['wəsən] vi.恶化；变得更坏；更坏 vt.使恶化；使变得更坏

375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76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377 yourself 1 [jɔ:'self, juə-, jə-] pron.你自己

378 YouTube 1 英 ['juːtjuːb] 美 ['juːtuːb] n.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