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1-17 [As It Is] Bangladeshi Wins Children's Prize for Fighting
Cyberbullying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2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to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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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cyberbullying 7 网上欺凌

5 for 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6 i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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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prize 7 [praiz] n.奖品；奖赏；战利品 vt.珍视；捕获；估价 adj.获奖的

8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 rahman 5 n.(Rahman)人名；(塞、印、阿拉伯)拉赫曼

10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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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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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won 5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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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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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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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wor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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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year 4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8 a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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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remony 3 ['seriməuni] n.典礼，仪式；礼节，礼仪；客套，虚礼

20 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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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his 3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2 n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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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online 3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4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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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peace 3 [pi:s] n.和平；平静；和睦；秩序 n.(Peace)人名；(英)皮斯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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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s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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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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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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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ctivist 2 ['æktivist] n.积极分子；激进主义分子

31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32 against 2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33 application 2 n.应用；申请；应用程序；敷用；（对事物、学习等）投入

34 Ashley 2 n.艾希莉（人名）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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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angladeshi 2 [,bɑ:ŋglə'deʃi; ,bæŋ-] adj.孟加拉国的；孟加拉国人的 n.孟加拉国人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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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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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cases 2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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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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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fight 2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42 fighting 2 ['faitiŋ] adj.战斗的；好战的；适于格斗的 n.战斗，搏斗 v.奋斗（fight的ing形式）；打仗；与…进行拳击

43 fund 2 [fʌnd] n.基金；资金；存款 vt.投资；资助 n.(Fund)人名；(德)丰德

44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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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46 internation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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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old 2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48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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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sadat 2 萨达特（人名）

50 Thompson 2 ['tɔmpsn] n.汤普森（姓）

51 throu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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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until 2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53 war 2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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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who 2 pron.谁；什么人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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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winner 2 ['winə] n.胜利者 n.(Winner)人名；(英、德、瑞典)温纳

58 abuse 1 [ə'bju:z, ə'bju:s] n.滥用；虐待；辱骂；弊端；恶习，陋习 vt.滥用；虐待；辱骂 n.(Abuse)人名；(英)阿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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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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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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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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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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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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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66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67 app 1 [æp] abbr.应用（Application）；穿甲试验（ArmorPiercingProof） n.(App)人名；(英)阿普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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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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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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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award 1 [ə'wɔ:d] vt.授予；判定 n.奖品；判决

72 battle 1 ['bætl] n.战役；斗争 vi.斗争；作战 vt.与…作战 n.(Battle)人名；(英)巴特尔；(法)巴特勒；(西)巴特莱

73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74 bo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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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bullying 1 ['bʊli] n. 欺凌弱小者；开球 vt. 恐吓；威胁；欺负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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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campaigning 1 [kæm'peɪn] n. 运动；战役；活动；竞选运动 v. 参加竞选；从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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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certain 1 ['sə:tən] adj.某一；必然的；确信；无疑的；有把握的 pron.某些；某几个 n.(Certain)人名；(葡)塞尔塔因；(法)塞尔坦

80 chooses 1 [tʃuːz] v. 选择；决定

81 climate 1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82 closely 1 ['kləusli] adv.紧密地；接近地；严密地；亲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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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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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85 conferencing 1 ['kɔnfərənsiŋ] n.会议技术 v.开会（conference的现在分词）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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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cruel 1 [英 ['kru:əl] 美 [ˈkruəl]] adj.残酷的，残忍的；使人痛苦的，让人受难的；无情的，严酷的

88 deadly 1 ['dedli] adj.致命的；非常的；死一般的 adv.非常；如死一般地

89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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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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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lectronic 1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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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95 everybody 1 ['evri,bədi] pron.每个人；人人

96 exists 1 [ɪɡ'zɪst] v. 存在；生存；活着

97 Florida 1 ['flɔridə] n.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州）

98 foundation 1 [faun'deiʃən] n.基础；地基；基金会；根据；创立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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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girl 1 n.女孩；姑娘，未婚女子；女职员，女演员；（男人的）女朋友 n.（捷）吉尔

101 girls 1 ['ɡɜ lːz] n.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

102 greta 1 ['gretə] n.格里塔（女子名，Margaret的昵称，等于Gre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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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Hague 1 [heig] n.海牙（荷兰一座城市）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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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hearing 1 ['hiəriŋ] n.听力；审讯，听讯 v.听见（hear的ing形式） n.(Hearing)人名；(英)希尔林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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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109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10 invested 1 [ɪn'vest] v. 投资；投入

111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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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keeps 1 ['kiː ps] n. 生计；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

114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15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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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18 li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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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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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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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malala 1 [地名] [巴布亚新几内、加蓬] 马拉拉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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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125 mass 1 n.块，团；群众，民众；大量，众多；质量 adj.群众的，民众的；大规模的，集中的 vi.聚集起来，聚集 vt.使集合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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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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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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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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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mental 1 ['mentəl] 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n.精神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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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mobile 1 adj.可移动的；机动的；易变的；非固定的 n.移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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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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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Netherlands 1 ['neðələndz] n.荷兰（形容词Netherlandish）；地区名

135 Nobel 1 [nəu'bel] n.诺贝尔（瑞典化学家及发明家，发明炸药，创设诺贝奖）；诺贝尔（姓氏）

136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37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138 offline 1 英 [ˌɒf'laɪn] 美 [ˌɔː f'laɪn] adv. 脱机地；挂线地 adj. 脱机的；挂线的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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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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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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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Pakistani 1 [,pæki'stæni] adj.巴基斯坦的 n.巴基斯坦人

144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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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phone 1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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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posting 1 n.记录；[会计]过账；委派 vt.公布；邮递；布置（post的ing形式）

149 praised 1 [preɪz] vt. 赞美；称赞 n. 赞美；称赞；崇拜 vi. 赞美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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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program 1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152 projec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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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projects 1 [p'rədʒekts] [ projected ]的第三人称单数

154 promised 1 英 ['prɒmɪs] 美 ['prɑːmɪs] n. 诺言；预示；约定；(有)希望 v. 允诺；发誓；答应；有希望

155 protected 1 [prə'tektid] adj.受保护的 v.保护；防卫（protect的过去分词）

156 provides 1 [prə'vaɪd] v. 供给；提供；准备；规定；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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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receive 1 [ri'si:v] 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159 re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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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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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162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163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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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shooting 1 ['ʃu:tiŋ] n.射击；打猎；摄影；射门 v.射击（shoot的ing形式）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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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spirited 1 ['spiritid] adj.英勇的；生机勃勃的 v.鼓舞（spirit的过去分词）

168 spo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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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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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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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students 1 [st'juːdnts] 学生

172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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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supporting 1 [sə'pɔ:tiŋ] adj.支持的；辅助性的；次要的 n.支持；支承面 v.支持；供养（support的ing形式）

174 Swedish 1 ['swi:diʃ] adj.瑞典的；瑞典语的；瑞典人的 n.瑞典语；瑞典人

175 task 1 [tɑ:sk, tæsk] vt.分派任务 n.工作，作业；任务

176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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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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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thunberg 1 桑伯格（人名）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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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181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182 universal 1 [,ju:ni'və:səl] adj.普遍的；通用的；宇宙的；全世界的；全体的 n.一般概念；普通性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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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vide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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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violation 1 [,vaiə'leiʃən] n.违反；妨碍，侵害；违背；强奸

186 violence 1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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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warrior 1 ['wɔriə, 'wɔ:-] n.战士，勇士；鼓吹战争的人

189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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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we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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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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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win 1 vt.赢得；在…中获胜 vi.赢；获胜；成功 n.赢；胜利 n.(Win)人名；(德、荷、缅)温；(英)温(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

194 winners 1 温纳斯

195 wins 1 视窗网际网路名称服务

196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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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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