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9-27 [Education Report] Almost a Dream_ Going to College
from Home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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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pted 1 [ək'septid] adj.公认的；录取的；可接受的；已承兑的 v.接受（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3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4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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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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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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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ffects 1 [ə'fekt] vt. 影响；感动；作用

9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0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11 airport 1 ['εəpɔ:t] n.机场；航空站

12 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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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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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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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7 and 2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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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nymore 1 ['eni'mɔ:] adv.再也不，不再

20 a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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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retha 1 n. 阿丽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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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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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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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26 asks 1 英 [ɑːsk] 美 [æsk] v. 询问；请求；邀请；要求；开价；期待

27 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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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ttend 1 [ə'tend] vt.出席；上（大学等）；照料；招待；陪伴 vi.出席；致力于；照料；照顾

29 awake 1 [ə'weik] vi.觉醒，意识到；醒来；被唤起 vt.唤醒；使觉醒；激起，唤起 adj.醒着的

30 ba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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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e 7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2 because 3 [bi'kɔz] conj.因为

33 becerra 5 贝切拉

34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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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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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it 1 n.[计]比特（二进位制信息单位）；少量；马嚼子；辅币；老一套；一点，一块 vt.控制 adj.很小的；微不足道的 adv.有点
儿；相当 vt.咬（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8 bother 1 ['bɔðə] vt.烦扰，打扰；使……不安；使……恼怒 vi.操心，麻烦；烦恼 n.麻烦；烦恼

39 break 2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晓；
（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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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breakout 1 ['breikaut] n.爆发；突围；越狱；脱逃

41 Brooks 2 [bruks] n.布鲁克斯（姓氏）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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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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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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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46 careful 1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47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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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aution 1 ['kɔ:ʃən] n.小心，谨慎；警告，警示 vt.警告

50 chance 2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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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53 Chen 4 n. 陈（中国朝代；姓）

54 china 1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55 city 4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56 class 1 n.阶级；班级；种类；班；等级 vt.分类；把…分等级；把…归入某等级，把…看作（或分类、归类）；把…编入某一班
级 adj.极好的；很好的，优秀的，出色的 vi.属于…类（或等级），被列为某类（或某级） n.（英、德）克拉斯（人名）

57 classes 13 [kla:siz] n.级别，阶级（class复数形式）

58 classroom 1 ['klɑ:srum] n.教室

59 closed 1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60 clothes 1 [kləuðz] n.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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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63 colleges 1 ['kɒlɪdʒɪz] 高校

64 comfortable 1 ['kʌmfətəbl] adj.舒适的，舒服的 n.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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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omputer 2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67 computers 1 [kəm'pju tːəz] n.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

68 concern 1 vt.涉及，关系到；使担心 n.关系；关心；关心的事；忧虑

69 cooperate 1 [kəu'ɔpəreit] vi.合作，配合；协力

70 coronavirus 1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71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72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73 count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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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crazy 3 ['kreizi] adj.疯狂的；狂热的，着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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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cyc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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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danger 1 ['deindʒə] n.危险；危险物，威胁 n.(Danger)人名；(法)当热

78 dangers 1 丹赫尔斯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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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days 2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81 design 2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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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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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discussion 2 [dis'kʌʃən] n.讨论，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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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d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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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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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d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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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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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down 1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91 dream 2 [dri:m] vi.梦想；做梦，梦见；想到 n.梦想，愿望；梦 vt.梦想；做梦；想到 adj.梦的；理想的；不切实际的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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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ach 2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94 eateries 1 ['iː təri] n. 小餐馆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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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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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ducation 1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98 Elizabeth 1 [i'lizəbəθ] n.伊丽莎白（女子名）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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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nglis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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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njoy 1 [in'dʒɔi] vt.欣赏，享受；喜爱；使过得快活

102 enjoying 1 [end'ʒɔɪɪŋ] v. 享受，享有（动词enjoy的现在进行式）

103 enjoys 1 [ɪn'dʒɔɪ] v. 享受；喜欢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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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vents 2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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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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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ly 1 [ig'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正确地

109 exam 1 [ig'zæm] n.考试；测验

110 examine 1 [ig'zæmin] vt.检查；调查；检测；考试 vi.检查；调查

111 exist 1 [ig'zist] vi.存在；生存；生活；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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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perience 2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114 f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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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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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famil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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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feels 3 [fiː l] v. 感觉；觉得；触摸；摸起来；认为；摸索 n. 感觉；触觉

119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20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121 fir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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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123 foods 1 [fuːdz] n. 食品 名词food的复数形式.

124 for 1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25 forced 1 adj.被迫的；强迫的；用力的；不自然的 v.强迫（force的过去式）

126 formed 1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127 forming 1 ['fɔː mɪŋ] n. 形成(成形法；模锻) v.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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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French 1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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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gained 1 [geɪnd] adj.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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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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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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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135 Gloria 2 ['glɔ:riə] n.地质用远程斜向声纳（GeologicalLongLORIARangeInclinedAsdic） n.(Gloria)人名；(英、法、葡、罗、德、
意、西)格洛里亚，格洛丽亚(女名)

136 g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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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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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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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go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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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group 3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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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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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h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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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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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hard 2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147 harder 1 [ha:də] adj.更难的；更努力的；更坚固的（hard的比较级） n.(Harder)人名；(英、德、瑞典)哈德

148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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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hav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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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51 hear 2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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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helps 1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54 he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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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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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high 1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157 hom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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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hours 2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159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60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61 in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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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163 international 3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164 Internet 2 ['intənet] n.因特网

165 is 2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6 i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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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Jill 2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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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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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kee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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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know 2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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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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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length 1 [leŋθ, leŋkθ] n.长度，长；时间的长短；（语）音长

175 let 1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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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lik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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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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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180 living 2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181 ll 1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182 long 2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183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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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louder 1 ['laʊdər] adj. 更大声的

186 low 1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187 lower 1 ['ləuə] vt.减弱，减少；放下，降下；贬低 vi.降低；减弱；跌落 adj.下游的；下级的；下等的 n.(Lower)人名；(英、意)洛
厄

188 major 1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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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makes 3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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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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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marner 2 马南

194 mathematics 1 [,mæθə'mætiks] n.数学；数学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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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me 6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197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198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199 middle 2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200 miss 1 [mɪs] n.女士，小姐，年轻未婚女子 vt.错过，想念，缺（勤）

201 mix 1 [miks] vt.配制；混淆；使混和；使结交 vi.参与；相混合；交往 n.混合；混合物；混乱 n.(Mix)人名；(德、英)米克斯

202 months 2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03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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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morning 2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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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move 3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207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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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much 2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209 m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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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new 1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11 nicole 2 [ni'kəul] n.尼科尔（女子名，等于Nichole）

212 night 3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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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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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6 now 6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217 nowadays 1 ['nauədeiz] adv.现今；时下 n.当今

218 Numbers 1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219 of 1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20 offered 1 ['ɒfəd] v. 提供；奉献；提议 vbl. 提供；奉献；提议

221 offers 1 英 ['ɒfə(r)] 美 ['ɔː fər] vt. 提供；提出；（卖方）出价；贡献 vi. 提议；出现；求婚 n. 提议；出价

222 Ohio 2 [əu'haiəu] n.俄亥俄州（美国一个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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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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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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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ine 10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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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opportunity 2 [,ɔpə'tju:niti] n.时机，机会

229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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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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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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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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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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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pandemic 3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235 Parsons 5 n.帕森斯（姓氏）

236 people 6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37 perfect 1 ['pə:fikt, pə'fekt] adj.完美的；最好的；精通的 vt.使完美；使熟练 n.完成式 n.(Perfect)人名；(英)珀费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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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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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Peru 1 [pə'ru] n.秘鲁（拉丁美洲国家名）

241 points 1 [英[pɒɪnts] 美[pɔints]] n.点；目的（point的复数）；见解 v.指引；瞄准（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 n.(Points)人名；(英)波因
茨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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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power 1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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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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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re 2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247 realize 1 vt.实现；认识到；了解；将某物卖得，把(证券等)变成现钱；变卖

248 really 4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49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250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51 recorded 2 [ri'kɔ:did] adj.记录的 v.记录；录音（record的过去分词）

252 repeated 1 [ri'pi:tid] adj.再三的，反复的 v.重复；复述（repea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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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254 returned 1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255 review 2 [ri'vju:] n.回顾；复习；评论；检讨；检阅 vt.回顾；检查；复审 vi.回顾；复习功课；写评论

256 Robbins 2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257 roo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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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rooms 1 [ruːm] n. 房间；空间；机会 v. 寄宿；给…提供留宿

259 s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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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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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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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says 6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63 schedule 1 ['ʃədju:əl, -dʒu:əl, 'skedʒu:əl, -dʒuəl] vt.安排，计划；编制目录；将……列入计划表 n.时间表；计划表；一览表

264 school 7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65 seasons 1 ['siː znz] n. 季节 名词season的复数形式.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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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ee 1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268 series 2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269 several 2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70 she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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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horter 1 ['ʃɔ:tə] adj.较短的；更短的；更矮的（short的比较级） n.(Shorter)人名；(英)肖特

272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73 shy 1 [ʃai] adj.害羞的；畏缩的，胆怯的 vi.投；畏缩；惊退；厌恶 vt.投；乱掷 n.投掷；惊跳 n.(Shy)人名；(英)夏伊

274 sights 1 [saɪts] n. 风景；名胜；瞄准器 名词sight的复数形式

275 simply 1 ['simpli] adv.简单地；仅仅；简直；朴素地；坦白地

276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77 sitting 3 ['sitiŋ] n.入席，就坐；开庭；孵卵；坐着的一段时间 adj.坐着的；孵卵中的；在任期中的 v.坐；坐落（sit的ing形式） n.
(Sitting)人名；(英)西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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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sleep 1 [sli:p] vi.睡，睡觉 n.睡眠 n.(Sleep)人名；(英)斯利普

280 sleeping 2 ['sli:piŋ] adj.睡着的 n.睡眠

281 snow 1 [snəu] n.雪，积雪；下雪 vi.降雪 vt.使纷纷落下；使变白 n.(Snow)人名；(英)斯诺

282 s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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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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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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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86 sound 1 [saund] vt.听（诊）；测量，测…深；使发声；试探；宣告 n.声音，语音；噪音；海峡；吵闹；听力范围；[医]探条 adj.
健全的，健康的；合理的；可靠的；有效彻底的 adv.彻底地，充分地 vi.听起来；发出声音；回响；测深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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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speak 1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289 speaking 2 ['spi:kiŋ] adj.演讲的；富于表情的，雄辩的 n.说话；演讲 v.讲（speak的ing形式）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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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spending 1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292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293 spoke 2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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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stand 1 [stænd] vi.站立；位于；停滞 vt.使站立；忍受；抵抗 n.站立；立场；看台；停止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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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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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struck 1 adj.受罢工影响的 v.罢工，打击，撞击（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truck)人名；(英)斯特拉克；(瑞典)斯特鲁克；
(德)施特鲁克

299 student 2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300 students 7 [st'juːdnts] 学生

301 stud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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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study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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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subjects 1 ['sʌbdʒɪkts] n. 科目 名词subject的复数形式.

304 sure 2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305 Taiwan 1 ['tai'wɑ:n] n.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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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tak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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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taught 1 [tɔ:t] v.教授（teach的过去分词）

309 teachers 1 ['titʃə:s] n.教师（teacher的复数形式）

310 teaches 1 ['tiː tʃɪz] v. 教；教导；教授；教训（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11 teaching 1 ['ti:tʃiŋ] n.教学；教义 v.教学；教导（teach的ing形式）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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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thankful 1 ['θæŋkful] adj.感谢的；欣慰的

314 tha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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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the 4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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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them 4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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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there 3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320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21 they 10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22 thing 3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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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think 3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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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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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tim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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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tiring 1 ['taiəriŋ] adj.累人的；麻烦的；无聊的；引起疲劳的 v.厌倦；使劳累（tire的ing形式）；感到疲倦

329 to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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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31 tolerate 2 ['tɔləreit] vt.忍受；默许；宽恕

332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33 traffic 2 ['træfik] n.交通；运输；贸易；[通信]通信量 vt.用…作交换；在…通行 vi.交易，买卖

334 train 1 [trein] n.火车；行列；长队；裙裾 v.培养；训练；瞄准 n.(Train)人名；(英)特雷恩；(法)特兰；(意)特拉因

335 transportation 1 [,trænspə'teiʃən,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系统；运输工具；流放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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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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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uncontrolled 1 英 [ˌʌnkən'trəʊld] 美 [ˌʌnkən'troʊld] adj. 不受抑制的；不受控制的；自由的

339 understand 5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340 understood 1 [,ʌndə'stud] adj.被充分理解的；心照不宣的 v.明白；懂得（understand的过去分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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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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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us 3 pron.我们

344 usually 2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45 virtual 2 adj.[计]虚拟的；实质上的，事实上的（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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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voice 1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348 volume 3 ['vɔlju:m] n.量；体积；卷；音量；大量；册 adj.大量的 vi.成团卷起 vt.把…收集成卷

349 waiting 1 ['weitiŋ] n.等待；服侍 adj.等待的；服侍的 v.等待；伺候（wait的ing形式）；延缓 n.(Waiting)人名；(英)韦廷

350 walk 1 [wɔ:k] n.步行，走；散步 vt.散步；走过 vi.走，步行；散步 n.(Walk)人名；(德、葡)瓦尔克；(英)沃克

351 Wang 2 [wang] n.王（姓氏）；王安电脑公司

352 wa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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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54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55 waste 1 [weist] n.浪费；废物；荒地；损耗；地面风化物 vt.浪费；消耗；使荒芜 vi.浪费；变消瘦；挥霍钱财 adj.废弃的；多余
的；荒芜的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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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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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wear 1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359 weight 1 [weit] n.重量，重力；负担；砝码；重要性 vt.加重量于，使变重 n.(Weight)人名；(英)韦特；(捷)魏格特

360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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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whe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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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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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who 2 pron.谁；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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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wild 1 [waild] adj.野生的；野蛮的；狂热的；荒凉的 n.荒野 adv.疯狂地；胡乱地 n.(Wild)人名；(英)怀尔德；(法、德、葡、捷、
匈)维尔德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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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with 7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70 wonderful 1 adj.极好的，精彩的，绝妙的；奇妙的；美妙；胜；神妙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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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wor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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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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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75 yeah 1 [jεə] adv.是 int.是

376 year 3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77 York 1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378 you 7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79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380 zoom 1 n.急速上升；嗡嗡声；[摄]变焦摄影 vi.急速上升；摄像机移动 vt.使摄像机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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