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29 [Education Report] Desks of Their Own Help Children
with Online School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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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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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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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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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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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fter 3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7 al 2 [ɑ:l] abbr.美国联盟（AmericanLeague）；美国军团（AmericanLegion）；阿尔巴尼亚（Albania，欧洲一国家名）；美国亚拉巴
马州（Alabama） n.(Al)人名；(英)阿尔(Albert在美国的昵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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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0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1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2 and 2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3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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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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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partment 1 [ə'pɑ:tmənt] n.公寓；房间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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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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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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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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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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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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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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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ttractive 1 [ə'træktiv] adj.吸引人的；有魅力的；引人注目的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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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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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30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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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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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egan 2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34 Berrellez 3 n. 贝雷列斯

35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36 board 1 [bɔ:d] n.董事会；木板；甲板；膳食 vt.上（飞机、车、船等）；用板盖上；给提供膳宿 vi.寄宿 n.(Board)人名；(英、西)
博德

37 books 1 ['bʊks] n. 帐目；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

38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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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build 4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40 building 4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41 built 6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42 busy 1 ['bizi] adj.忙碌的；热闹的；正被占用的 vt.使忙于 n.(Busy)人名；(匈)布希；(法)比西

43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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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b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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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46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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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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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50 charge 1 [tʃɑ:dʒ] n.费用；电荷；掌管；控告；命令；负载 vt.使充电；使承担；指责；装载；对…索费；向…冲去 vi.充电；控
告；索价；向前冲；记在账上 n.(Charge)人名；(法)沙尔热；(英)查奇

51 child 1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52 childcare 1 英 ['tʃaɪldkeə(r)] 美 ['tʃaɪldker] n. 幼托

53 children 9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54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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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ollected 1 [kə'lektid] adj.镇定的；收集成的 v.收集；聚集（collect的过去式）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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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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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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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oncentrate 1 ['kɔnsəntreit] vi.集中；浓缩；全神贯注；聚集 vt.集中；浓缩 n.浓缩，精选；浓缩液

61 contacted 1 英 ['kɒntækt] 美 ['kɑːntækt] n. 接触；联系；熟人 v. (与)联系；(与)接触 adj. 接触的

62 continued 1 [kən'tinju:d] adj.继续的；持久的 v.继续；逗留；维持原状（continue的过去分词）

63 cooked 1 [kukt] adj.煮熟的 v.煮（cook的过去式、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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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ost 3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66 costly 1 ['kɔstli] adj.昂贵的；代价高的 n.(Costly)人名；(英)科斯特利

67 couch 3 [kautʃ] n.睡椅，长沙发；床；卧榻 vi.蹲伏，埋伏；躺着 vt.使躺下；表达；弯下 n.(Couch)人名；(英)库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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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c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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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dads 1 Deputy Assistant Director of Supplies 供给副主任助理

71 daughter 1 ['dɔ:tə] n.女儿；[遗][农学]子代 adj.女儿的；子代的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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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74 decorate 2 ['dekəreit] vt.装饰；布置；授勋给 vi.装饰；布置

75 delivered 1 [dɪ'lɪvəd] adj. 已交付的，已交货的；已送达的 v. 递送；发表（演讲）；交付（deli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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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desk 7 [desk] n.办公桌；服务台；编辑部；（美）讲道台；乐谱架 adj.书桌的；桌上用的；伏案做的

78 desks 19 n. 桌子（desk的复数）；书桌

79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80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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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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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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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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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donated 2 英 [dəʊ'neɪt] 美 ['doʊneɪt] v. 捐赠；捐献

84 donations 2 [dəʊ'neɪʃnz] 募捐

85 drawing 1 ['drɔ:iŋ] n.图画；牵引；素描术 v.绘画；吸引（draw的ing形式）；拖曳

86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87 eaten 1 [英 [ˈi:tn] 美 [ˈitn] v.吃（ea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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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ducational 1 [,edju:'keiʃənəl] adj.教育的；有教育意义的

90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91 effort 2 ['efət] n.努力；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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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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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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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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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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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families 3 ['fæməlɪz] n.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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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101 father 2 ['fɑ:ðə] n.父亲，爸爸；神父；祖先；前辈 vt.发明，创立；当…的父亲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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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fir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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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flat 1 adj.平的；单调的；不景气的；干脆的；平坦的；扁平的；浅的 adv.（尤指贴着另一表面）平直地；断然地；水平地；直
接地，完全地 n.平地；公寓；平面 vt.使变平；[音乐]使（音调）下降，尤指降半音 vi.逐渐变平；[音乐]以降调唱（或奏）
n.（法）弗拉特（人名）；（英）弗莱特（人名）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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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focusing 1 英 ['fəʊkəsɪŋ] 美 ['foʊkəsɪŋ] n. 聚焦；调焦 动词focus的现在分词形式.

107 food 2 [fu:d] n.食物；养料

108 for 1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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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11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112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113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14 full 1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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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funding 1 ['fʌndiŋ] n.提供资金；用发行长期债券的方法来收回短期债券 v.提供资金；积存（fund的ing形式）

117 fundraiser 2 ['fʌndˌreɪzə] n. 资金筹集人；资金筹集活动

118 funds 1 [fʌndz] n.[会计]资金，现金（fund的复数）；基金 v.资助（fund的三单形式）；提供资金

119 furniture 1 ['fə:nitʃə] n.家具；设备；储藏物

120 Gaithersburg 1 n.盖瑟斯堡

121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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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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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glue 1 [glu:] vt.粘合；似胶般固着于 n.胶；各种胶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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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gluing 1 [ɡ'lu ɪːŋ] n. 粘合；贴；胶合；胶粘 动词glue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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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t 2 [gɔt] v.得到，明白（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Got)人名；(法)戈；(西、匈、瑞典)戈特

128 gotten 1 ['gɔtən] v.得到；达到（get的过去分词）

129 greatest 1 ['greɪtɪst] adj. 最大的 形容词great的最高级.

130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31 guide 1 [gaid] n.指南；向导；入门书 vt.引导；带领；操纵 vi.担任向导 n.(Guide)人名；(法、葡)吉德

132 h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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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ha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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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5 har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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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h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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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hav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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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he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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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headphones 1 ['hedfəunz] n.[电讯]耳机；听筒；[电子]头戴式受话器（headphone的复数形式）

140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141 hel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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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helped 2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143 helpers 1 ['helpəz] 辅助工

144 helping 1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145 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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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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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himself 1 [him'self] pron.他自己；他亲自，他本人

148 his 1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49 holley 4 霍利 n.(Holley)人名；(英)霍利

150 h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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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152 hour 1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153 house 2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名；(英)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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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156 husband 1 ['hʌzbənd] vt.节约地使用（或管理） n.丈夫 n.(Husband)人名；(英)赫斯本德

157 idea 2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158 identify 1 vt.确定；鉴定；识别，辨认出；使参与；把…看成一样vi.确定；认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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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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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increased 2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3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164 involved 1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5 is 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6 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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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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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68 jessica 2 ['dʒesikə] n.杰西卡（女子名）

169 jessie 1 ['dʒesi] n.杰西（女子名）

170 jobs 1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171 ju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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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kee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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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4 kids 1 [kɪd] n. 小孩；年轻人；小山羊；小山羊皮制品 vi. (山羊等)下崽；捉弄 vt. 开玩笑；哄骗；嘲弄 adj. 较年幼的

175 kitchen 2 ['kitʃin] n.厨房；炊具；炊事人员 n.(Kitchen)人名；(英)基钦

176 labor 1 ['leibə] n.劳动；工作；劳工；分娩 vi.劳动；努力；苦干 vt.详细分析；使厌烦 n.(Labor)人名；(德、塞、法)拉博尔；(英)
拉博

177 launched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178 leaders 1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179 learning 4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80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181 lessons 1 ['lesn] n. 教训；课，功课，课业；榜样，典范 vt. 教训，告诫，训斥；给 ... 上课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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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local 2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184 l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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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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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love 1 [lʌv] n.恋爱；亲爱的；酷爱；喜爱的事物 vt.喜欢；热爱；爱慕 vi.爱 n.(Love)人名；(英)洛夫

187 mad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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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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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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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making 5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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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Marcus 1 ['mɑ:kəs] n.马库斯（男子名）

193 markers 1 ['mɑːkəz] 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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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materials 4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196 matteo 2 n. 马泰奥

197 maybe 1 ['meibi] adv.也许；可能；大概 n.可能性；不确定性

198 messages 1 ['mesɪdʒɪz] n.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

199 met 1 [met] v.遇见（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et)人名；(瑞典)梅特

200 meters 2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201 minutes 1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202 mitch 1 [mitʃ] vi.逃学 n.(Mitch)人名；(英)米奇

203 moms 1 abbr. =Michigan's Own Mathematical System 密西根数学系统；海军陆战队作战计划和保养支援系统(美国)

204 money 2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205 mo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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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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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mu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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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209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210 Nebraska 1 [ni'bræskə] n.内布拉斯加州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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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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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neighbors 1 ['neɪbɔː z] n. 邻居 名词neighbor的复数形式. =neighbours.

214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15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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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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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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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now 4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220 occurring 1 [ə'kə:riŋ] n.事件；事故；事变

221 of 1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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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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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ol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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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aha 1 ['əuməha:] n.奥马哈市（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美国奥马哈族印第安人；奥马哈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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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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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230 online 9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31 o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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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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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orsi 1 奥尔西

234 other 7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35 others 4 pron.其他人

236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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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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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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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paint 1 vt.油漆；绘画；装饰；涂色于；描绘；（用语言，文字等）描写；擦脂粉等 vi.油漆；描绘；绘画；化妆 n.油漆；颜
料，涂料；绘画作品；胭脂等化妆品；色彩，装饰 n.潘（人名）

241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242 paper 1 ['peipə] n.纸；论文；文件；报纸 adj.纸做的 vt.用纸糊；用纸包装 vi.贴糊墙纸；发交通违章传票 n.(Paper)人名；(俄)帕
佩尔

243 papers 1 ['peɪpəz] n. 文件；资料；证书 名词paper的复数形式.

244 parents 6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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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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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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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peter 1 vt.逐渐消失；耗尽 vi.使…精疲力竭 n.麻醉品；保险箱 n.彼得(男子名)

249 pick 1 [pik] vi.挑选；采摘；挖 vt.拾取；精选；采摘；掘 n.选择；鹤嘴锄；挖；掩护 n.(Pick)人名；(英、法、德、捷、匈、瑞
典)皮克

250 pictures 1 ['pɪktʃəz] n.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

251 piece 2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252 plywood 3 ['plaiwud] n.夹板，胶合板

253 poor 1 [puə, pɔ:] adj.贫穷的；可怜的；贫乏的；卑鄙的 n.(Poor)人名；(英、伊朗)普尔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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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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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瑞典)普雷斯

255 price 1 [prais] n.价格；价值；代价 vt.给……定价；问……的价格 n.(Price)人名；(英)普赖斯；(法)普里斯；(葡、瑞典)普里塞

256 project 2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257 provide 2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258 provided 1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259 providing 1 [prəu'vaidiŋ] conj.假如，以…为条件 v.供给（provide的ing形式）；预备

260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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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quick 1 [kwik] n.核心；伤口的嫩肉 adj.快的；迅速的，敏捷的；灵敏的 adv.迅速地，快 n.(Quick)人名；(英、德、瑞典、芬)奎
克

263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64 raising 1 ['reiziŋ] n.高地；提高；举；浮雕装饰 v.饲养；升起；举起（raise的ing形式）

265 ran 1 [ræn] v.跑（run的过去式） n.(Ran)人名；(俄、瑞典、塞)拉恩；(柬)兰

266 reached 1 到达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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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received 1 [ri'si:vd] adj.被一般承认的；被认为标准的 v.收到；接受；迎接（receive的过去分词）

269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70 requests 1 [rɪ'kwest] n. 请求；要求 vt. 请求；要求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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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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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saw 1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274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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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school 3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76 schooling 1 ['sku:liŋ] n.学校教育；学费 v.教育（school的ing形式）；培养 n.(Schooling)人名；(英)斯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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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seeing 1 ['si:iŋ] n.看见；视觉；观看；视力 conj.因为；由于；鉴于 adj.看见的；有视觉的 v.看见（se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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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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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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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simp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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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single 1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284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285 skills 1 技能

286 slip 1 [slip] vi.滑动；滑倒；犯错；失足；减退 vt.使滑动；滑过；摆脱；塞入；闪开 n.滑，滑倒；片，纸片；错误；下跌；事故
adj.滑动的；有活结的；活络的 abbr.串行线路接口协议，是旧式的协议（SerialLineInterfaceProtocol） n.(Slip)人名；(芬)斯利
普

287 sloping 1 英 ['sləʊpɪŋ] 美 ['sloʊpɪŋ] adj. 倾斜的 动词slope的现在分词形式.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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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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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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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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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94 son 1 [sʌn] n.儿子；孩子（对年轻人的称呼）；男性后裔 n.(Son)人名；(土、老、柬)松；(法、罗)索恩；(日)存(名)；(日)孙
(姓)；(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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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296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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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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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station 1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300 step 2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301 sticker 1 ['stikə] n.尖刀；难题；张贴物；坚持不懈的人 vt.给…贴上标签价 adj.汽车价目标签的；汽车标签价的 n.(Sticker)人名；
(德)施蒂克

302 stickers 1 n. 尖刀，贴纸；粘着剂（sticker的复数形式）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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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store 2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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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strong 2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307 structure 1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308 stuck 1 [stʌk] v.刺（stick的过去式） adj.被卡住的；不能动的 n.(Stuck)人名；(德)施图克；(英)斯塔克

309 students 3 [st'juːdnts] 学生

310 study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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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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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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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supplying 1 [sə'plaɪ] n. 供应；补给；贮备 vt. 供应；提供；补充

314 surfa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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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table 1 ['teibl] n.桌子；表格；平地层 vt.制表；搁置；嵌合 adj.桌子的 n.(Table)人名；(罗)塔布莱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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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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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test 1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319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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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thank 1 [θæŋk] vt.感谢 n.感谢 int.谢谢

321 thankful 1 ['θæŋkful] adj.感谢的；欣慰的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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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the 2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24 thei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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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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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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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28 they 9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29 thin 1 [θin] adj.薄的；瘦的；稀薄的；微弱的 vt.使瘦；使淡；使稀疏 vi.变薄；变瘦；变淡 adv.稀疏地；微弱地 n.细小部分 n.
(Thin)人名；(越)辰；(柬)廷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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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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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334 through 1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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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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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to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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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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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339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40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41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42 tools 1 [tu lː]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343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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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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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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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48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49 vide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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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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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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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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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watched 1 英 [wɒtʃ] 美 [wɑ tːʃ] v. 注视；看守；观看 n. 手表；监视；看守；值班

355 went 2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356 were 4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57 wh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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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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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white 1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360 whiteboard 1 ['hwaitbɔ:d] n.白色书写板

361 whiteboards 1 n.白色书写板( whiteboard的名词复数 )

362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63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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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wood 2 [wud] n.木材；木制品；树林 vi.收集木材 vt.植林于；给…添加木柴 n.(Wood)人名；(英、法、西、葡、阿拉伯)伍德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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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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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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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workspaces 1 ['wɜːkspeɪsɪz] 工作空间

371 would 4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72 writing 2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373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74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75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76 YouTube 1 英 ['ju tːjuːb] 美 ['ju tːuːb] n.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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