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9-26 [Arts and Culture] Smallest Rubik's Cube Ever Goes on
Sale in Japan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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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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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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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dvertise 1 ['ædvətaiz] vt.通知；为…做广告；使突出 vi.做广告，登广告；作宣传

5 advertised 1 ['ædvətaɪzd] adj. 广告的 动词adverti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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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8 ambassador 1 [æm'bæsədə] n.大使；代表；使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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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n 8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1 and 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2 anniversary 1 [,æni'və:səri] n.周年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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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15 architecture 2 n.建筑学；建筑风格；建筑式样；架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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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rrangement 1 [ə'reindʒmənt] n.布置；整理；准备

18 art 1 n.（包括雕塑、绘画、音乐等的）艺术，美术；美术（作）品；艺品（作）品；（表演）艺术；技术，技巧； adj.艺术
的；艺术品的；具有艺术性的 v.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过时用法

19 artwork 1 ['ɑ:twə:k] n.艺术品；插图；美术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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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ssociated 1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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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bandai 1 万代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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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26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27 box 2 [bɔks] n.箱，盒子；包厢；一拳 vi.拳击 vt.拳击；装…入盒中；打耳光 n.(Box)人名；(英、法、西)博克斯

28 buildings 1 ['bɪldɪŋz] n.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

29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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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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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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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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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aty 2 卡蒂

35 cleverness 1 ['klevənis] n.聪明；机灵

36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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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ompan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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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orporation 1 n.公司；法人（团体）；社团；市政当局

40 country 1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乐
的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41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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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reating 1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44 cube 9 [kju:b] n.立方；立方体；骰子 vt.使成立方形；使自乘二次；量…的体积 n.(Cube)人名；(瑞典、德)库贝

45 cubes 2 [kjuːb] n. 立方体；立方 vt. 求 ... 的立方 adj. 立方的

46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47 decorate 1 ['dekəreit] vt.装饰；布置；授勋给 vi.装饰；布置

48 designing 1 [di'zainiŋ] adj.有计划的；狡猾的 n.设计；阴谋 v.计划；企图（design的现在分词）

49 display 2 [,dis'plei] n.显示；炫耀 vt.显示；表现；陈列 vi.[动]作炫耀行为 adj.展览的；陈列用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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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d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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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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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ight 1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54 embassy 1 ['embəsi] n.大使馆；大使馆全体人员

55 ends 1 ['endz] n. 结束；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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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ntertain 1 [,entə'tein] vt.娱乐；招待；怀抱；容纳 vi.款待

58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59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60 everyday 1 ['evridei] adj.每天的，日常的 n.平时；寻常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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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hibit 2 [ig'zibit] vt.展览；显示；提出（证据等） n.展览品；证据；展示会 vi.展出；开展览会

63 expect 1 [ik'spekt] vt.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期待；预期

64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65 facebook 1 ['feɪsbʊk] n. 肖像影集；脸谱网或脸书网（知名社交网站） v.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

66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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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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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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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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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goes 1 [gəuz] vi.前进；行走（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Goes)人名；(瑞典)约斯；(法、德)格斯；(荷)胡斯

72 gone 1 [gɔn] adj.离去的；死去的；用光的 v.去（go的过去分词）

73 grams 1 n. <非正式> 祖母； 外祖母 n. 克（重量单位） 名词gram的复数形式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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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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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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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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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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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80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81 hit 2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82 Hungarian 2 [hʌŋ'gεəriən] adj.匈牙利的；匈牙利语的 n.匈牙利人；匈牙利语

83 Hungary 1 ['hʌŋgəri] n.匈牙利（欧洲国家名）

84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85 ideal 1 [ai'diəl] adj.理想的；完美的；想象的；不切实际的 n.理想；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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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immediate 1 [i'mi:diət] adj.立即的；直接的；最接近的

87 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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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89 inform 1 [in'fɔ:m] vt.通知；告诉；报告 vi.告发；告密

90 inspire 1 [in'spaiə] vt.激发；鼓舞；启示；产生；使生灵感

91 inspires 1 英 [ɪn'spaɪə(r)] 美 [ɪn'spaɪər] vt. 鼓舞；激发；产生；赋予...灵感 vi. 吸入

92 intelligent 1 [in'telidʒent] adj.智能的；聪明的；理解力强的

93 intended 1 [in'tendid] adj.故意的，有意的；打算中的 n.已订婚者 v.打算；准备（intend的过去分词）

94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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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invented 1 [ɪn'ventɪd] v. 发明；创造，捏造（动词inv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 已发明的

96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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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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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japan 7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100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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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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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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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m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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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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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mark 1 n.标志；马克；符号；痕迹；分数 vi.作记号 vt..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n..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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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metal 1 ['metəl] n.金属；合金 vt.以金属覆盖 adj.金属制的 n.(Metal)人名；(捷)梅塔尔；(瑞典)梅塔尔

111 millimeters 2 n. 毫米（millimeter的复数形式）

112 million 2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113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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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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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norbert 1 ['nɔ:bət] n.诺伯特（男名）

117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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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objects 1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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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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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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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organized 1 ['ɔ:gənaizd] adj.有组织的；安排有秩序的；做事有条理的 v.组织（organize的过去分词）

124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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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page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杰；(法)帕日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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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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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29 playable 1 ['pleiəbl] adj.可演奏的；可游戏的

130 pleased 1 [pli:zd] adj.高兴的；喜欢的；乐意做某事 v.满意；愿意（please的过去分词形式）

131 pr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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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133 product 1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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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proud 2 [praud] adj.自豪的；得意的；自负的 n.(Proud)人名；(英)普劳德

136 puzzle 4 ['pʌzl] vt.使…困惑；使…为难；苦思而得出 vi.迷惑；冥思苦想 n.谜；难题；迷惑

137 qualities 1 [统计] 质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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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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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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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represents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142 requires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143 rubik 10 鲁比克

144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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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sale 3 [seil] n.销售；出售；拍卖；销售额；廉价出售 n.(Sale)人名；(意、塞、瑞典)萨莱；(英、萨摩)塞尔；(法)萨尔

146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47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148 section 1 n.截面；部分；部门；地区；章节 vi.被切割成片；被分成部分 vt.把…分段；将…切片；对…进行划分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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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shipment 1 ['ʃipmənt] n.装货；装载的货物

151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152 shown 1 ['ʃəun] v.解释（show的过去分词）；给予；表露

153 simple 1 ['simpl] adj.简单的；单纯的；天真的 n.笨蛋；愚蠢的行为；出身低微者 n.(Simple)人名；(法)桑普勒

154 skill 1 [skil] n.技能，技巧；本领，技术 n.(Skill)人名；(瑞典)希尔

155 sma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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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smallest 1 ['smɔː lɪst] adj. 最小的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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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sold 2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159 solved 1 英 [sɒlv] 美 [sɑ lːv] v. 解决；解答

160 someone 3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161 someth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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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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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super 1 ['sju:pə] adj.特级的；极好的 n.特级品，特大号；临时雇员 n.(Super)人名；(英)休珀

164 tells 1 [tel] v. 告诉；吩咐；讲述；表达；辨别；判断；泄露；告发；产生效果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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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t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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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the 2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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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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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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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tiny 1 ['taini] adj.微小的；很少的 n.(Tiny)人名；(葡、印)蒂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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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to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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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Tokyo 1 ['təukjəu; -kiəu; 'tɔ:kjɔ:] n.东京（日本首都）

174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175 toys 1 ['tɔɪz] n. 玩具 名词toy的复数形式.

176 turned 1 adj.被转动的；变质的；车削的 v.使变成（turn的过去式）；转动

177 us 1 pron.我们

178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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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vis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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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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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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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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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weaver 2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185 week 1 [wi:k] n.周，星期

186 weighs 1 [weɪ] v. 衡量；称(重量)；重达 ...

187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188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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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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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who 1 pron.谁；什么人

192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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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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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worldwide 1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196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197 yen 1 [jen] n.日元（日本货币单位）；渴望 vi.渴望 n.(Yen)人名；(土、柬)延

198 you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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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