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8-18 [Health and Lifestyle] Getting Married during a
Pandemic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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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2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3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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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dvises 1 [əd'vaɪz] vt. 劝告；通知；忠告；建议 vi. 提建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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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ffected 1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 affects 1 [ə'fekt] vt. 影响；感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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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greeing 1 [ə'ɡriː ] v. 同意；赞成；承认；符合；一致

11 alexis 2 [ə'leksis] n.亚历克西斯（男子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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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4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5 Alvarez 3 阿尔瓦雷斯 n.(Alvarez)人名；(英、西、葡、瑞典)阿尔瓦雷斯

16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7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8 and 2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9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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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nswering 1 ['a:nsəriŋ] n.[通信]应答；回应 v.回答；回击；起反应（answer的ing形式） adj.应答的；回应的

22 ap 2 abbr.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Press）；空气污染（AirPollution）；大气规划（AirProgram）；汇编程序
（AssemblyProgram） n.(Ap)人名；(中)鸭(广东话·威妥玛)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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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r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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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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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ren 1 阿伦

28 argue 1 ['ɑgju:] vi.争论，辩论；提出理由 vt.辩论，争论；证明；说服 n.(Argue)人名；(英、法)阿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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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rrival 1 [ə'raivəl] n.到来；到达；到达者

31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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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sking 2 ['ɑ:skiŋ] n.请求 v.问（ask的现在分词）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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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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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attending 1 adj.（医生）主治的 v.参加（attend的现在分词）；注意，听；照顾；[常用被动语态]（作为结果、情况）伴随

36 Australia 1 [ɔ'streiljə] n.澳大利亚，澳洲

37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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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anned 1 [bæn] v. 禁止；剥夺权利 n. 禁令；禁止

40 be 8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41 beautiful 2 ['bju:tiful] adj.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

42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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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45 begun 1 [bi'gʌn] v.开始（begin的过去分词） n.(Begun)人名；(俄)别贡；(英)贝根

46 behavior 1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47 b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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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billion 3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49 bridal 2 ['braidəl] adj.新娘的；婚礼的 n.婚礼

50 bride 3 [braid] n.新娘；姑娘，女朋友 n.(Bride)人名；(英)布赖德；(法)布里德

51 brides 2 n. 新娘（杂志名）

52 Bryan 1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53 b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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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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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56 Caty 1 卡蒂

57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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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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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eremonies 1 英 ['serəməni] 美 ['serəmoʊni] n. 仪式；礼节；典礼

61 cheer 2 [tʃiə] vt.欢呼；使高兴；为…加油 n.欢呼；愉快；心情；令人愉快的事 vi.欢呼；感到高兴

62 cherie 1 [ʃəri] n.切丽（女子名）

63 Chicago 2 [ʃi'kɑ:gəu] n.芝加哥（美国中西部城市）

64 choice 2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65 claim 1 [kleim] vi.提出要求 vt.要求；声称；需要；认领 n.要求；声称；索赔；断言；值得

66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除；
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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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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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coronavirus 2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70 couple 2 ['kʌpl] n.对；夫妇；数个 vi.结合；成婚 vt.结合；连接；连合 n.(Couple)人名；(法)库普勒

71 couples 9 ['kʌplz] v. 连结；交配（动词coup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72 crazy 2 ['kreizi] adj.疯狂的；狂热的，着迷的

73 crisis 1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74 crowd 1 [[kraud] n.群众,一伙;一堆,许多,大众 v.拥挤,挤满,挤进 vt.挤满,将...塞进;催促,催逼 vi.挤,拥挤,聚集

75 damaged 1 adj.被损坏的 v.损害（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6 dancing 1 ['dɑ:nsiŋ] n.跳舞；舞蹈 v.跳舞；摇晃（dance的ing形式）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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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79 designer 1 [di'zainə] n.设计师；谋划者 adj.由设计师专门设计的；享有盛名的；赶时髦的

80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81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82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83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84 distance 1 ['distəns] n.距离；远方；疏远；间隔 vt.疏远；把…远远甩在后面

85 distancing 4 ['dɪstəns] n. 距离；路程；远方 vt. 与 ... 保持距离；把(对手)甩在后面

86 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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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doable 1 ['du:əbl] adj.可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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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d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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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91 early 2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92 earn 1 [ə:n] vt.赚，赚得；获得，挣得；使得到；博得 n.(Earn)人名；(泰)炎

93 earnings 1 ['ə:niŋz] n.收入

94 eased 1 [iː zd] adj. 放松的 动词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95 editors 1 ['edɪtəz] n. 编辑；[计]编辑程序 名词editor的复数形式.

96 employed 1 [ɪm'plɔɪd] adj. 被雇用的；使用的 动词empl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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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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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100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01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02 events 3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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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veryone 2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105 excitement 1 [ik'saitmənt] n.兴奋；刺激；令人兴奋的事物

106 explained 1 [ɪksp'leɪnd] v. 解释；说明 vbl. 解释；说明

107 fac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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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families 2 ['fæməlɪz] n.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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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farther 1 ['fɑ:ðə] adv.更远地；此外；更进一步地 adj.进一步的；更远的（far的比较级）

111 feel 1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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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felt 1 [felt] n.毡；毡制品 vi.粘结 vt.使粘结；把…制成毡 v.感觉（feel的过去式） n.(Felt)人名；(英、罗、芬、捷、瑞典)费尔特

114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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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follow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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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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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20 gatherings 2 ['ɡæðərɪŋz] n. 聚集，集会（名词gathering的复数形式）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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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getting 2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23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124 go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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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Goldberg 3 ['gəuldbəg] n.犹太老板（尤指在黑人聚居区开店或雇用黑人的）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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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gown 2 [gaun] n.长袍，长外衣；礼服；睡袍；法衣 vt.使穿睡衣

128 groom 2 vt.整饰；推荐；喂马；刷洗（马等） vi.打扮 n.新郎；马夫；男仆

129 grouped 1 [gruːpt] n. 分组的；分类的 动词grou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30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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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guest 1 [gest] n.客人，宾客；顾客 vt.款待，招待 vi.作客，寄宿 adj.客人的；特邀的，客座的 n.(Guest)人名；(英)格斯特

133 guest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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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guidelines 2 ['ɡaɪdlaɪnz] n. 指导方针；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

135 ha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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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37 happy 1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138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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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hassan 1 n.哈山（男子名）

140 hav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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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health 5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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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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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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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honor 1 ['ɔnə] n.荣誉；信用；头衔 vt.尊敬（等于honour）；给…以荣誉

147 howe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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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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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i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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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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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incre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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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India 1 ['indiə] n.印度（南亚国家）

154 indoors 1 ['indɔ:z] adv.在室内，在户内

155 industry 3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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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informally 1 [in'fɔ:məli] adv.非正式地；不拘礼节地

158 invited 1 [ɪn'vaɪtɪd] adj. 邀请的；引起的；招致的 动词inv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9 Iran 1 [i'rɑ:n; i'ræn] n.伊朗（亚洲国家）

160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1 issue 1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162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163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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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job 2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165 July 2 [dʒʊˈlaɪ] n.七月



166 June 1 n.六月；琼（人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年轻气盛的六月”）

167 ju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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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kpmg 1 n.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169 lar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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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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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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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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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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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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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limiting 2 ['limitiŋ] adj.限制的；限制性的 v.限制；限定（limit的现在分词）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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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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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looked 1 [lʊkt]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81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82 Lynn 1 [lin] n.林恩（姓氏）

183 lynne 1 n. 琳恩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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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m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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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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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man 1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188 many 4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89 market 1 ['mɑ:kit] n.市场；行情；股票市场；市面；集市；销路；商店 vt.在市场上出售 vi.做买卖 n.(Market)人名；(塞)马尔凯特

190 marketing 1 ['mɑ:kitiŋ] n.行销，销售 v.出售；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使…上市（market的ing形式）

191 marriage 1 ['mæridʒ] n.结婚；婚姻生活；密切结合，合并 n.(Marriage)人名；(英)马里奇

192 married 7 ['mærid] adj.已婚的，有配偶的；婚姻的，夫妇的；密切结合的 n.已婚者 v.结婚，与…结婚（marry的过去式）

193 mas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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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masks 10 英 [mɑːsk] 美 [mæsk] n. 伪装；面罩；面具；[计算机]掩码 v. 掩饰；戴面具；遮盖

195 match 1 [mætʃ] vt.使比赛；使相配；敌得过，比得上；相配；与…竞争 vi.比赛；匹配；相配，相称；相比 n.比赛，竞赛；匹
配；对手；火柴

196 matteo 2 n. 马泰奥

197 may 3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98 measures 1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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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meeting 1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201 memories 1 ['memərɪz] n. 记忆 名词memory的复数形式.

202 mingle 1 ['miŋgl] vi.混合；交往 vt.使混合；使相混 n.(Mingle)人名；(加纳、英)明格尔

203 mingling 1 v.混合；交际；联合（mingle的ing形式） adj.混合的

204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205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06 moral 2 ['mɔrəl, 'mɔ:-] adj.道德的；精神上的；品性端正的 n.道德；寓意 n.(Moral)人名；(德、法、西、葡、土)莫拉尔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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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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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210 multi 1 ['mʌlti] pref.多

211 musicians 1 [mju:'zɪʃənz] n. 音乐家（musician的复数）；乐师

212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213 needs 1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214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15 n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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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217 not 7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18 noun 1 [naun] n.名词 n.(Noun)人名；(以)努恩

219 now 3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220 numb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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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occurrence 1 [ə'kə:rəns, -'kʌ-] n.发生；出现；事件；发现

222 of 1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23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224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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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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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opened 1 v.打开，开启（open过去分词形式） adj.开的

227 o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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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organizing 1 v.组织（organize的ing形式）；使有机化 n.组织 adj.组织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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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31 outbreaks 1 暴发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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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pandemic 5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234 parents 1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235 parties 2 英 ['pɑːti] 美 ['pɑːrti] n. 聚会；宴会；政党；一伙人；[律]当事人 vi. 开派对

236 party 4 n.政党，党派；聚会，派对；当事人[复数parties] vi.参加社交聚会[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

237 people 9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38 per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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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photographer 3 [fə'tɔgrəfə] n.摄影师；照相师

240 photographers 1 n. 摄影师；摄像师（photographer的复数）

241 photographs 1 英 ['fəʊtəgræfs] 美 ['foʊtəgræfs] n. 照片 名词photograph的复数形式.

242 photos 1 英 ['fəʊtəʊ] 美 ['foʊtoʊ] n. 照片 v. 拍照

243 phrasal 1 ['freizl] adj.短语的；习惯用语的，成语的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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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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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planner 2 ['plænə] n.计划者，规划师 n.(Planner)人名；(德、捷)普兰纳

247 planners 1 [p'lænəz] 规划师

248 planning 1 ['plæniŋ] n.规划；计划编制 v.计划；设计；预期（pla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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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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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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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postpone 1 [pəust'pəun, pə'sp-] vt.使…延期；把…放在次要地位；把…放在后面 vi.延缓，延迟；延缓发作

253 pre 1 abbr.炼油工程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

254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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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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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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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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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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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question 1 ['kwestʃən] n.问题，疑问；询问；疑问句 vt.询问；怀疑；审问 vi.询问；怀疑；审问

261 quickly 2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62 rare 1 adj.稀有的；稀薄的；半熟的 adj.杰出的；极度的；非常好的 adv.非常；极其 vi.用后腿站起；渴望

263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264 read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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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reality 1 [ri'æləti, ri:-] n.现实；实际；真实

266 recently 2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67 reduced 1 [ri'dju:st] adj.减少的；[数]简化的；缩减的

268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69 relationship 1 [ri'leiʃənʃip] n.关系；关联

270 remain 1 [ri'mein] vi.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n.遗迹；剩余物，残骸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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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reported 5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273 reporting 1 英 [rɪ'pɔːtɪŋ] 美 [rɪ'pɔː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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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responsibility 1 [ri.spɔnsə'biliti] n.责任，职责；义务

276 restrictions 3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277 reuters 5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78 right 3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279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280 risks 1 [rɪsk] n. 危险；风险；投资报酬的风险 vt. 冒 ... 的危险；承受...的风险

281 romantic 1 [rəu'mæntik] adj.浪漫的；多情的；空想的 n.浪漫的人 vt.使…浪漫化

282 rouhani 1 鲁哈尼

283 ruin 2 ['ruin, 'ru:-] n.废墟；毁坏；灭亡 vt.毁灭；使破产 vi.破产；堕落；被毁灭 n.(Ruin)人名；(德、意、芬)鲁因；(法)吕安

284 rules 1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85 sad 1 [sæd] adj.难过的；悲哀的，令人悲痛的；凄惨的，阴郁的（形容颜色）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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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safety 3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288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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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ay 2 [sei] vt.讲；说明；例如；声称；假设；指明 vi.讲；表示；念；假定；背诵 n.(Say)人名；(土)萨伊；(法、老、柬)赛；(英)
塞伊；(匈、罗)绍伊



290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291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92 schrader 2 施拉德尔

293 sensible 1 adj.明智的;通情达理的;合乎情理的;意识到的，能感觉到的; n.可感觉到的东西;敏感的人;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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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separated 1 ['sepəreitid] adj.分开的；分居；不在一起生活的 v.分开；隔开（sepa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6 severely 1 [si'viəli] adv.严重地；严格地，严厉地；纯朴地

297 sexual 1 ['seksjuəl, -ʃuəl] adj.性的；性别的；有性的

298 sharing 1 英 ['ʃeərɪŋ] 美 ['ʃerɪŋ] n. 共享；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

299 sh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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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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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singing 1 ['siŋiŋ] n.歌唱；歌声；耳鸣；振鸣 adj.唱歌的；音乐般的 v.唱歌（sing的ing形式）

303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304 s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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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social 5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306 som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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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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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spaced 1 [speist] adj.隔开的；以规定距离排列的；间隔排列的 v.隔开；空出（space的过去分词）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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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spend 1 [spend] vt.度过，消磨（时光）；花费；浪费；用尽 vi.花钱；用尽，耗尽 n.预算

311 spreads 1 [spred] v. 传播；展开；散布；铺开；伸展；涂撒 n. 范围；传播；差额；幅度；盛宴

312 standard 1 ['stændəd] n.标准；水准；旗；度量衡标准 adj.标准的；合规格的；公认为优秀的 n.(Standard)人名；(英)斯坦达德；
(德)施坦达德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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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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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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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sto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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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stories 1 [s'tɔː rɪz] n. 故事，传说（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 v. 讲…的故事；说假话（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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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stripling 1 ['stripliŋ] n.年轻人，小伙子 n.(Stripling)人名；(英)斯特里普林

320 supports 1 [sə'pɔː ts] n. 支持

321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322 tables 2 [teɪblz] n. 表格 名词table的复数形式.

323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324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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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327 television 1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328 temperatures 1 ['temprətʃəz] 温度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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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th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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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the 4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32 thei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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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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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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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36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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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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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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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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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to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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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told 4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43 tricked 1 [trɪk] n. 诡计；花招；把戏；诀窍 vt. 欺骗；戏弄 adj. 有诡计的；有阴谋的

344 tried 1 adj.可靠的；试验过的 v.尝试，审问，审理，审讯，审判（try的过去分词）

345 turkey 2 ['tə:ki] n.火鸡；笨蛋；失败之作

346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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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understands 1 英 [ˌʌndə'stænd] 美 [ˌʌndər'stænd] v. 懂得；明白；理解；认识到；听说；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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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unmasked 1 英 [ˌʌn'mɑːsk] 美 [ˌʌn'mæsk] v. 除去面具；揭露

351 u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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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upon 1 [ə'pɔn] prep.根据；接近；在…之上

353 upstate 1 ['ʌp'steit] adj.北部的；偏僻的 n.州的北部 adv.在州的北部；在州内远离大城市地区

354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355 usual 1 ['ju:ʒuəl] adj.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356 venue 1 ['venju:] n.审判地；犯罪地点；发生地点；集合地点

357 venues 3 n. 场地，场馆（venue复数形式）；犯罪现场，发生地点

358 verb 1 [və:b] n.动词；动词词性；动词性短语或从句 adj.动词的；有动词性质的；起动词作用的 n.(Verb)人名；(俄)韦尔布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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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videos 1 英 ['vɪdiəʊ] 美 ['vɪdioʊ] n. 录像；视频 v. 录制电视节目 adj. 视频的；录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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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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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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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warnings 1 n. 警告信息（warning的复数形式）

365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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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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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wear 6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368 wearing 2 [wεə riŋ, wεərŋ, 'wεəriŋ] adj.磨损的；穿用的；令人疲倦的 v.穿着；磨损（wear的ing形式） n.(Wearing)人名；(英)韦尔林

369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370 wedding 19 ['wediŋ] n.婚礼，婚宴；结婚；结合 v.与…结婚（wed的ing形式） n.(Wedding)人名；(德)韦丁

371 weddings 6 n. 婚礼（wedding的复数形式）

372 were 3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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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wh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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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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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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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who 6 pron.谁；什么人

378 wide 1 [waid] adj.广泛的；宽的，广阔的；张大的；远离目标的 adv.广泛地；广阔地；充分地 n.大千世界 n.(Wide)人名；(瑞典、
芬)维德

379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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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willing 2 ['wiliŋ] adj.乐意的；自愿的；心甘情愿的 v.决心；用意志力驱使；将（财产等）遗赠某人（will的现在分词） n.(Willing)
人名；(德、芬、瑞典)维林；(英)威林

381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82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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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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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 workers 1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386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87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88 worth 1 [wə:θ] adj.值…的 n.价值；财产 n.(Worth)人名；(英)沃思；(德)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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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91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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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 York 2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