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25 [Education Report] New University Center to Treat
Stuttering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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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bou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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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ctors 1 ['æktəz] n.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

5 address 1 vt.演说；从事；忙于；写姓名地址；向…致辞；与…说话；提出；处理 n.地址；演讲；致辞；说话的技巧；称呼

6 addressing 1 [ə'drəsiŋ] n.寻址，定址；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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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dults 3 [æ'dʌlts] n. 成年人；成年动物；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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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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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gain 2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2 age 2 [eidʒ] n.年龄；时代；寿命，使用年限；阶段 vi.成熟；变老 vt.使成熟；使变老，使上年纪 n.(Age)人名；(瑞典)阿格；(日)
扬(姓)；(西、荷)阿赫

13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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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16 am 1 abbr.调频，调谐，调幅（amplitudemodulation） vi.（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 aux.（与v-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与v-ed
连用构成被动语态） n.（柬）安（人名）

17 amber 1 ['æmbə] adj.琥珀色的；琥珀制的 n.琥珀；琥珀色 vt.使呈琥珀色

18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9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0 and 2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1 anger 1 ['æŋgə] n.怒，愤怒；忿怒 vt.使发怒，激怒；恼火 vi.发怒；恼火 n.(Anger)人名；(罗)安杰尔；(法)安热；(德、捷、瑞典)
安格尔

22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23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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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rthur 2 ['ɑ:θə] n.亚瑟（男子名）；亚瑟王（传说中六世纪前后英国的国王，圆桌骑士团的首领）

25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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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sha 1 n.(Asha)人名；(阿拉伯、塞)阿沙；(英)阿莎

27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28 association 4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29 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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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tlanta 1 [ət'læntə] n.亚特兰大（美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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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ustin 1 ['ɔ:stin] n.奥斯丁（人名）；英国制汽车牌名

33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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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36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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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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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egins 1 [bɪ'ɡɪn] v. 开始；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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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behaviors 1 [bɪheɪ'viː əʊz]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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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43 biden 7 n. 拜登(姓氏)

44 blank 3 [blæŋk] adj.空白的；空虚的；单调的 n.空白；空虚；空白表格 vt.使…无效；使…模糊；封锁 vi.消失；成为空白 n.(Blank)
人名；(法)布朗克；(英、德、西、俄、罗、捷、瑞典、芬)布兰克

45 bod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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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boy 3 [bɔi] n.男孩；男人 n.(Boy)人名；(英、德、西、意、刚(金)、印尼、瑞典)博伊；(法)布瓦

47 breaks 1 [b'reɪks] n. 断裂 名词break的复数形式.

48 breath 1 [breθ] n.呼吸，气息；一口气，（呼吸的）一次；瞬间，瞬息；微风；迹象；无声音，气音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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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brings 1 [brɪŋz] v. 带来；促使；引起；劝诱（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51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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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b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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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Byrd 1 [bə:d] n.伯德（姓氏）

54 called 1 [kɔː l] vt. 呼叫；打电话；把 ...称为 n. 打电话；访问；召唤；呼叫；把 ... 看作 vi. 呼叫；(短暂的)拜访

55 campaign 1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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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ancellation 1 ['kænsə'leiʃən] n.取消；删除

58 candidate 2 n.候选人，候补者；应试者

59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60 carefully 1 ['kɛəfəli] adv.小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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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causes 1 [kɔː zɪz] n. 原因，理由；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

63 cent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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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hances 1 英 [tʃɑːns] 美 [tʃæns] n. 可能性；机会；偶然性 v. 偶然发生；碰巧；冒 ... (的险)

65 changes 1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66 character 1 ['kærəktə] n.性格，品质；特性；角色；[计]字符 vt.印，刻；使具有特征 n.(Character)人名；(英)克拉克特

67 child 6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68 childhood 1 ['tʃaildhud] n.童年时期；幼年时代

69 children 4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70 Childs 1 n. 蔡尔兹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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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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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communicate 2 vi.通讯，传达；相通；交流；感染 vt.传达；感染；显露

74 communication 1 n.通讯，[通信]通信；交流；信函

75 communicator 1 [kə'mju:nikeitə] n.传播者；发报机；通信员

76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77 concord 1 ['kɔŋkɔ:d, kən'kɔ:d] n.和谐；和睦；一致；协调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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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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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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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county 1 ['kaunti] n.郡，县

83 courtney 1 n.考特尼（女子名）

84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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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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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deal 1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西)
迪尔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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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defining 1 [dɪ'faɪnɪŋ] adj. 定义性的；限定的 动词defin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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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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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disorder 1 [dis'ɔ:də] n.混乱；骚乱 vt.使失调；扰乱

92 d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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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doctor 1 vt.修理；篡改，伪造；为…治病；授以博士学位 n.医生；博士 vi.就医；行医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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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96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97 eager 1 ['i:gə] adj.渴望的；热切的；热心的 n.(Eager)人名；(英)伊格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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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asy 1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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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ducation 2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102 effective 1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103 effectively 1 [i'fektivli] adv.有效地，生效地；有力地；实际上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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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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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nthusiastic 1 [in,θju:zi'æstik] adj.热情的；热心的；狂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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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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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vent 2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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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cited 2 [ik'saitid] adj.兴奋的；激动的；活跃的 v.激动；唤起（excit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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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falcons 1 ['fɔː lkənz] n. 婴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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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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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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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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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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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f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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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e 1 [fain] adj.好的；优良的；细小的，精美的；健康的；晴朗的 n.罚款 vt.罚款；澄清 adv.很好地；精巧地 n.(Fine)人名；(意)
菲内；(英)法恩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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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fluent 2 ['flu(:)ənt] adj.流畅的，流利的；液态的；畅流的

124 focus 1 ['fəukəs] n.焦点；中心；清晰；焦距 vt.使集中；使聚焦 vi.集中；聚焦；调节焦距 n.(Focus)人名；(瑞典)福库斯

125 focused 1 英 ['fəʊkəst] 美 ['foʊkəst] adj. 聚焦的；集中的 动词focu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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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football 1 ['fut,bɔ:l] n.足球，橄榄球 vi.踢足球；打橄榄球

128 for 11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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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former 1 ['fɔ:mə] adj.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n.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n.(Former)人名；(法)福尔梅；(德、捷)福尔默

130 freedom 1 ['fri:dəm] n.自由，自主；直率 n.(Freedom)人名；(英)弗里德姆

131 freeing 1 ['friː ɪŋ] n. 解除 动词free的现在分词.

132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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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gave 2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135 Georgia 1 ['dʒɔ:dʒjə] n.乔治亚州；格鲁吉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乔治娅（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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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g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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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g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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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go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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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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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143 Hampshire 2 ['hæmpʃə] n.汉普郡（英国南部之一郡）

144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45 Harrington 3 n.哈林顿（姓；人名） n.哈灵顿（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地名）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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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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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h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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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50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51 hearing 2 ['hiəriŋ] n.听力；审讯，听讯 v.听见（hear的ing形式） n.(Hearing)人名；(英)希尔林

152 hel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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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m 1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154 his 5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55 honestly 1 ['ɔnistli] adv.真诚地；公正地

156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57 HTTP 1 [ˌeɪtʃtiː tiː 'piː ] abbr. 超文本传输协议（=Hyper Text Transport Protocol）

158 https 4 n. 超文本传送协议服务器

159 if 3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60 i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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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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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63 inner 4 ['inə] adj.内部的；内心的；精神的 n.内部

164 instance 1 ['instəns] n.实例；情况；建议 vt.举...为例

165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66 Institutes 1 英 ['ɪnstɪtju tː] 美 ['ɪnstɪtu tː] n. 学院；学会；协会 vt. 开始；制定；创立

167 intellect 2 ['intəlekt] n.智力，理解力；知识分子；思维逻辑领悟力；智力高的人

168 intellectual 1 [,intə'lektjuəl, -tʃuəl] adj.智力的；聪明的；理智的 n.知识分子；凭理智做事者

169 internation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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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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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is 1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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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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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i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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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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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Jill 2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76 Joe 2 [dʒəu] n.乔（男子名）

177 know 3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78 language 2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79 l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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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laughed 1 ['lɑ fːt] v. 发笑；笑；嘲笑（动词laug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1 lead 1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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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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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less 2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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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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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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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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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l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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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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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logical 1 ['lɔdʒikəl] adj.合逻辑的，合理的；逻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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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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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makeup 2 ['meikʌp] n.化妆品；组成；补充；补考

196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197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98 markings 1 纹理

199 Maryland 1 ['mεərilænd] n.马里兰（美国州名）

200 matter 1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201 may 4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202 mean 1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203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204 mental 1 ['mentəl] 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n.精神病患者

205 methods 1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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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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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mirror 1 ['mirə] n.镜子；真实的写照；榜样 vt.反射；反映

209 Montgomery 1 [mənt'gʌməri] n.蒙哥马利（姓氏）；蒙哥马利（英国郡名）

210 mor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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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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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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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m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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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national 3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215 new 4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16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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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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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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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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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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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nothing 1 ['nʌθiŋ] neg.没什么；毫不 n.无；零；不关紧要之事 adv.毫不；决不 pron.无事；无物 int.什么也没有

221 of 1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22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223 oh 1 [əu] int.哦；哎呀（表示惊讶或恐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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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Older 1 ['əʊldər] adj. 年长的

226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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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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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on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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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openly 1 adv.公开地；公然地；坦率地

230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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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org 5 [ɔ:g] abbr.非盈利组织（Otherorganizations） n.(Org)人名；(瑞典)奥里

232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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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others 2 pron.其他人

235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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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outgrow 1 vt.过大而不适于；出生；长大成熟而不再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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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overcome 1 [,əuvə'kʌm] vt.克服；胜过 vi.克服；得胜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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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owner 1 ['əunə] n.[经]所有者；物主

242 pages 1 ['peɪdʒɪz] n. 页 名词page的复数形式.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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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pathologist 1 [pə'θɔlədʒist] n.病理学家

245 pathologists 1 [pə'θɒlədʒɪsts] 病理科医师

246 pause 2 [pɔ:z] n.暂停；间歇 vi.暂停，停顿，中止；踌躇 n.(Pause)人名；(德)保泽

247 peach 2 [pi:tʃ] n.桃子；桃树；桃红色；受人喜欢的人（或物） adj.桃色的；用桃子制成的 vi.告密 vt.告发 n.(Peach)人名；(英)皮
奇

248 people 7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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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perso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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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physical 1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252 politicians 1 [pɒlɪ'tɪʃnz] 政治家

253 prepared 1 adj.准备好的 v.准备（prepare的过去分词）

254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55 presidential 2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256 problem 2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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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producing 1 [prə'djuːsɪŋ] n.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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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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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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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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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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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265 reducing 1 英 [rɪ'djuːsɪŋ] 美 [rɪ'duːsɪŋ] n. 减低；还原；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266 regulate 1 vt.调节，规定；控制；校准；有系统地管理

267 repeat 1 [ri'pi:t] vt.重复；复制；背诵 n.重复；副本 vi.重做；重复发生

268 resear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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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resources 2 [rɪ'sɔː sɪz] n. 资源；才智；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

270 Robbins 2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271 sai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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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a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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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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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75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76 schools 1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277 sciences 1 科学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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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sentences 1 ['sentəns] n. 句子；判决 vt. 宣判；判决

280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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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s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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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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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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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silver 1 ['silvə] n.银；银器；银币；银质奖章；餐具；银灰色 adj.银的；含银的；有银色光泽的；口才流利的；第二十五周年的
婚姻 vi.变成银色 vt.镀银；使有银色光泽 n.(Silver)人名；(法)西尔韦；(英、德、芬、瑞典)西尔弗

286 slowly 2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287 smooth 1 [smu:ð] adj.顺利的；光滑的；平稳的 vt.使光滑；消除（障碍等）；使优雅；缓和 n.平滑部分；一块平地 vi.变平静；
变平滑 adv.光滑地；平稳地；流畅地

288 smoothly 1 ['smu:ðli] adv.平稳地，平滑地；流畅地，流利地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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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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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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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93 soul 2 n.灵魂；心灵；精神；鬼魂 n.一种人，某种人（强调具有某种特质的人） adj.美国黑人文化的 n.(Soul)人名；(英、法)苏
尔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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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speak 4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296 speak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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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speaks 1 [spiː k] v. 讲；说话；演说；发言

298 speech 8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299 spirit 1 ['spirit] n.精神；心灵；情绪；志气；烈酒 vt.鼓励；鼓舞；诱拐

300 spiritual 1 ['spiritjuəl, -tʃuəl] n.圣歌（尤指美国南部黑人的） adj.精神的，心灵的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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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spring 1 [spriŋ] n.春天；弹簧；泉水；活力；跳跃 adj.春天的 vi.生长；涌出；跃出；裂开 vt.使跳起；使爆炸；突然提出；使弹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开 n.(Spring)人名；(德)施普林；(英、芬、瑞典)斯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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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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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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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sto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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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stopped 1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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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students 2 [st'juːdnts] 学生

310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311 stupid 1 ['stju:pid, 'stu:-] adj.愚蠢的；麻木的；乏味的 n.傻瓜，笨蛋

312 stutter 17 ['stʌtə] vi.结结巴巴地说话 n.口吃，结巴 vt.结结巴巴地说出

313 stuttering 16 [s'tʌtərɪŋ] n. 口吃 动词stutter的现在分词形式.

314 stutters 7 英 ['stʌtə(r)] 美 ['stʌtər] v. 口吃；结巴着说话 n. 口吃；说话结巴

315 subject 1 ['sʌbdʒikt, -dʒe-, səb'dʒekt] n.主题；科目；[语]主语；国民 adj.服从的；易患…的；受制于…的 vt.使…隶属；使屈从于…

316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317 t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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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talk 2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319 talked 1 [tɔː k] v. 交谈；商讨；演讲；阐述；劝服 n. 谈话；会谈；讨论；讲话；空谈

320 teach 1 [ti:tʃ] vt.教；教授；教导 vi.教授；讲授；当老师 n.(Teach)人名；(英)蒂奇

321 teacher 1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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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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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325 teens 1 ['ti:nz] n.十多岁，十几岁；青少年

326 temporary 1 ['tempərəri] adj.暂时的，临时的 n.临时工，临时雇员

327 tension 5 ['tenʃən] n.张力，拉力；紧张，不安；电压 vt.使紧张；使拉紧

328 texas 1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329 t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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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the 5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31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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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333 then 5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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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36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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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think 2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339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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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thoughts 2 ['θɔː ts] n. 思维 名词though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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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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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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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to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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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46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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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treat 1 [tri:t] vt.治疗；对待；探讨；视为 vi.探讨；请客；协商 n.请客；款待 n.(Treat)人名；(英)特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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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treatments 1 ['triː tmənts] n. 治疗；疗法（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

350 trouble 2 ['trʌbl] n.麻烦；烦恼；故障；动乱 vt.麻烦；使烦恼；折磨 vi.费心，烦恼

351 t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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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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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university 3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354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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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us 1 pron.我们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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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vice 1 [vais] n.恶习；缺点；[机]老虎钳；卖淫 prep.代替 vt.钳住 adj.副的；代替的 n.(Vice)人名；(塞)维采

358 virtu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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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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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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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62 w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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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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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week 1 [wi:k] n.周，星期

365 w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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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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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w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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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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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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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whi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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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who 14 pron.谁；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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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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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with 8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76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77 word 3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378 word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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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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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381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82 would 3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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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85 www 5 [ˌdʌbljuːdʌblju 'ːdʌblju ]ː (World Wide Web)万维网； 环球网

386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87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88 you 10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89 young 2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390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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