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1-03 [Education Report] College Students Among Leaders in
Coronavirus Reporting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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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f 3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said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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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nd 16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6 is 1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 university 16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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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tha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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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h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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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students 14 [st'juːdnts] 学生

12 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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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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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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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student 11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16 O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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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bou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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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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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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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lso 8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21 an 8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2 they 8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3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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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ditor 7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26 his 7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7 newspaper 7 ['nju:s,peipə, 'nju:z-] n.报纸 报社 旧报纸

28 covid 6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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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Hoff 6 abbr.霍夫（hoffmanreflex） n.(Hoff)人名；(波、法、捷、英、德、瑞典、挪、匈)霍夫

31 school 6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32 Cohen 5 ['kəuən] 科恩（姓氏）

33 college 5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34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5 pandemic 5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36 reporters 5 媒体记者

37 w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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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were 5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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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w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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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41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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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because 4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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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onavirus 4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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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look 4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英)
卢克

47 newspapers 4 [njuːz'peɪpəs] n. 报纸 名词newspaper的复数形式.

48 reporting 4 英 [rɪ'pɔː tɪŋ] 美 [rɪ'pɔː 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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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thei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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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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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throug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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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uga 4 ['juːɡə] (=opal mutant) 空白突变型,(=uracil, guanine, adenine) 尿嘧啶, 鸟嘌呤, 腺嘌呤,(=uridylyl guanylyl adenosine) 尿苷酰基鸟苷
酰基腺苷, 尿鸟腺苷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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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access 3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56 been 3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57 build 3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58 death 3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59 difficult 3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60 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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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d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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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fall 3 [fɔ:l] vi.落下；变成；来临；减弱 n.下降；秋天；瀑布 vt.砍倒；击倒 adj.秋天的 n.(Fall)人名；(法、芬、瑞典)法尔；(英、
匈)福尔；(阿拉伯)法勒

63 goo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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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har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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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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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mad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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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m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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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meme 3 大脑模仿病毒；文化基因；弥母；表情包

69 mo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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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news 3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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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publi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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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really 3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74 repo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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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reported 3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76 reporter 3 [ri'pɔ:tə] n.记者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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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s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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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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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s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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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sports 3 n.运动；运动会（sport的复数）；（报纸）体育版面；突变；娱乐 adj.运动的；适用于运动的 v.娱乐；戏弄（sport的第
三人称单数）

81 term 3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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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twitter 3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84 virtu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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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account 2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86 accountability 2 [ə,kauntə'biləti] n.有义务；有责任；可说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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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Alice 2 ['ælis] n.爱丽丝（女子名）

89 black 2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90 Bryant 2 ['braiənt] n.布赖恩特（男子名，等于Brian）

91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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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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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cause 2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94 choi 2 (=(considered)characteristic(of)osteogenesis imperfecta) 被认为是成骨不全的特性

95 comments 2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96 coroner 2 ['kɔ:rənə] n.验尸官 n.(Coroner)人名；(法)科罗内

97 criticized 2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98 employee 2 [,emplɔi'i:, em'plɔii:] n.雇员；从业员工

99 employees 2 [ˌemplɔɪ'iː ] n. 受雇者；雇工；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

100 explained 2 [ɪksp'leɪnd] v. 解释；说明 vbl. 解释；说明

101 extra 2 ['ekstrə] adv.特别地，非常；另外 n.临时演员；号外；额外的事物；上等产品 adj.额外的，另外收费的；特大的

102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03 fraternity 2 [frə'tə:niti] n.友爱；兄弟会；互助会；大学生联谊会

104 frontlines 2 n.前线（frontline的复数形式）

105 grounds 2 [ɡ'raʊndz] n. 木砖 名词ground的复数形式.

106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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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hi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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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09 Indiana 2 [,indi'ænə] n.印第安纳州（美国中部的州）

110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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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leaders 2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113 managing 2 ['mænidʒiŋ] adj.管理的；节约的；爱管闲事的 v.管理；设法对付（manage的ing形式）

114 maneater 2 n. 食人动物；男士杀手（指有多个性伴侣的女子）

115 Mankato 2 [mæ'keitəu] n.曼卡多（美国明尼苏达城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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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Minnesota 2 [,mini'səutə] n.明尼苏达州（美国中北部洲）

118 Missouri 2 [mi'zuəri] n.密苏里（美国州名）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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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not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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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official 2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122 opinion 2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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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organization 2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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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positive 2 ['pɔzətiv, -zi-] adj.积极的；[数]正的，[医][化学]阳性的；确定的，肯定的；实际的，真实的；绝对的 n.正数；[摄]正片

126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27 professors 2 [prə'fesəz] 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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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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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red 2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131 relationships 2 [rɪ'leɪʃnʃɪps] 关系[式]

132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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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self 2 [self] n.自己，自我；本质；私心 adj.同一的 vt.使自花授精；使近亲繁殖 vi.自花授精 n.(Self)人名；(英)塞尔夫

134 sorority 2 [sə'rɔ:riti, -'rɔ-] n.妇女联谊会；女学生联谊会

135 spread 2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136 start 2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137 st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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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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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team 2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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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too 2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142 virtually 2 ['və:tʃuəli] adv.事实上，几乎；实质上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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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work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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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written 2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146 wrote 2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147 you 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48 zoo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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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150 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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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152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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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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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admit 1 [əd'mit] vt.承认；准许进入；可容纳 vi.承认；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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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ahmad 1 阿哈默德(穆罕默德在《古兰经》中的名称)

158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59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60 appearing 1 [ə'piəriŋ] n.[印刷]版面高度 v.出现，显得（appear的ing形式）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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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asking 1 ['ɑ:skiŋ] n.请求 v.问（ask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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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autumn 1 ['ɔ:təm] n.秋天；成熟期；渐衰期，凋落期 adj.秋天的，秋季的 n.(Autumn)人名；(英)奥特姆

165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166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167 barstool 1 [bɑːs'tu lː] 酒吧高脚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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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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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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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173 blocked 1 [blɔkt] adj.堵塞的；被封锁的 v.阻塞（block的过去分词）

174 blocking 1 ['blɔkiŋ] n.阻塞；封闭；大块 v.阻塞（block的ing形式）

175 Bloomington 1 ['blu:miŋtən] n.布卢明顿（美国城市名）

176 broke 1 [brəuk] adj.一文不名的，破产的 v.打破，断掉（break的过去式） n.(Broke)人名；(英)布罗克

177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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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canceled 1 ['kænsl] v. 取消；作废；注销；抵消；删除 n. 取消；删除

180 carefully 1 ['kɛəfəli] adv.小心地

181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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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celebrations 1 n.庆祝( celebration的名词复数 ); 庆祝会（仪式）

184 challenging 1 ['tʃælindʒiŋ] adj.挑战的；引起挑战性兴趣的 v.要求；质疑；反对；向…挑战；盘问（challeng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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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check 1 vt.检查，核对；制止，抑制；在…上打勾 vi.核实，查核；中止；打勾；[象棋]将一军 n.<美>支票；制止，抑制；检
验，核对 n.（英）切克（人名）

187 chief 1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188 classes 1 [kla:siz] n.级别，阶级（class复数形式）

189 clearly 1 ['kliəli] adv.清晰地；明显地；无疑地；明净地

190 collegiate 1 [kə'li:dʒiit] adj.大学的；学院的；大学生的

191 commenting 1 英 ['kɒment] 美 ['kɑːment] n. 注释；评论；闲话 v. 评论；注释

192 communications 1 英 [kəmjuːnɪ'keɪʃ(ə)nz] 美 [kə̩ mjuːnɪ'keɪʃənz] n. 通信技术；通讯设备 名词communic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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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195 contact 1 n.接触，联系 vt.使接触，联系 vi.使接触，联系

196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197 correct 1 [kə'rekt] vt.改正；告诫 vi.调整；纠正错误 adj.正确的；恰当的；端正的

198 coverage 1 n.覆盖，覆盖范围；新闻报道

199 crisis 1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200 critical 1 ['kritikəl] adj.鉴定的；[核]临界的；批评的，爱挑剔的；危险的；决定性的；评论的

201 criticism 1 ['krɪtɪsɪzəm] n.批评；考证；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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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daily 1 ['deili] adj.日常的；每日的 n.日报；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日常地；每日；天天 n.(Daily)人名；(英)戴利

204 dealing 1 ['di:liŋ] n.交易；行为

205 dealt 1 [delt] v.处理（dea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6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207 decisions 1 [dɪ'sɪʒn] n. 决定；决心；判决

208 delayed 1 [di'leid] adj.延时的；定时的 v.延迟（delay的过去式）

209 dependability 1 [di,pendə'biləti] n.可靠性；可信任

210 depth 1 [depθ] n.[海洋]深度；深奥

211 died 1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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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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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drive 1 [draiv] vi.开车；猛击；飞跑 vt.推动，发动（机器等）；驾驶（马车，汽车等）；驱赶 n.驱动器；驾车；[心理]内驱力，
推进力；快车道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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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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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Eli 1 ['i:lai] n.伊莱（男子名）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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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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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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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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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plain 1 [ik'splein] v.说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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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fellow 1 ['feləu] n.家伙；朋友；同事；会员 adj.同伴的，同事的；同道的 vt.使…与另一个对等；使…与另一个匹敌 n.(Fellow)人
名；(英)费洛

225 female 1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226 filed 1 [faɪl] n. 档案；卷宗；文件；锉刀，指甲锉 vt. 把 ... 归档；提出(申请书、议案等)

227 final 1 ['fainl] adj.最终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 n.决赛；期末考试；当日报纸的末版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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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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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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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friendly 1 ['frendli] adj.友好的；亲切的；支持的；融洽的，和睦的 adv.友善地；温和地 n.(Friendly)人名；(英)弗兰德利

232 friendship 1 ['frendʃip] n.友谊；友爱；友善 n.(Friendship)人名；(英)弗兰德希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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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gain 1 [gein] n.增加；利润；收获 vt.获得；增加；赚到 vi.增加；获利 n.(Gain)人名；(英、匈、法)盖恩

235 game 1 [geim] n.游戏；比赛 adj.勇敢的 vi.赌博 n.(Game)人名；(英)盖姆；(法)加姆；(西)加梅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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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germ 1 [dʒə:m] n.[植]胚芽，萌芽；细菌 vi.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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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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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google 1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241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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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handling 1 ['hændliŋ] n.处理 adj.操作的 v.负责；对待（handle的ing形式）；触摸

244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245 hospitalization 1 [,hɔspitəlai'zeiʃən, -li'zei-] n.住院治疗；医院收容；住院保险（等于hospitalizationinsurance）

246 housing 1 ['hausiŋ] n.房屋；住房供给；[机]外壳；遮盖物；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

247 humor 1 ['hju:mə] n.幽默，诙谐；心情 vt.迎合，迁就；顺应

248 humorous 1 ['hju:mərəs] adj.诙谐的，幽默的；滑稽的，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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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independent 1 [,indi'pendənt] adj.独立的；单独的；无党派的；不受约束的 n.独立自主者；无党派者

251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252 insider 1 [,in'saidə] n.内部的人，会员；熟悉内情者

253 institutions 1 [ɪnstɪt'ju ʃːnz] n. 体系 名词institution的复数.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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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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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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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iu 1 abbr. 内加厚(=internal upsetting) abbr. 国际单位(=international unit)

259 job 1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260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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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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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263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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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legally 1 ['li:gəli] adv.合法地；法律上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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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268 loc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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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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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Madeline 1 n. 马德琳

271 makers 1 n. 迈克（美国一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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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male 1 [meil] adj.男性的；雄性的；有力的 n.男人；雄性动物 n.(Male)人名；(柬)马尔；(意、西、塞)马莱；(英)梅尔

274 manage 1 vt.管理；经营；控制；设法 vi.处理；应付过去

275 Mansoor 1 曼苏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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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material 1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278 matt 1 [mæt] adj.无光泽的；不光滑的 n.无光表面；衬边 vt.使…无光；把…熔炼为锍（等于matte）

279 maxwell 1 ['mækswəl] n.麦克斯韦（磁通量单位）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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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meant 1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282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283 meetings 1 ['miː tɪŋz] n. 会议 名词meeting的复数形式.

284 megan 1 [megə:ŋ] n.梅根（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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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middle 1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287 mistakes 1 [mɪ'steɪk] n. 错误；误会；过失 v. 误解；弄错

288 morning 1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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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mun 1 abbr. 市的；市政的（=municipal）

291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292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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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newsroom 1 ['nju:zru:m] n.新闻编辑部；报刊阅览室

295 newsrooms 1 n.（报社、广播电台的）新闻编辑室( newsroom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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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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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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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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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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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303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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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outsider 1 [,aut'saidə] n.外人；无取胜希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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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oversee 1 [,əuvə'si:] vt.监督；审查；俯瞰；偷看到，无意中看到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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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Pakistan 1 ['pækistæn] n.巴基斯坦（南亚国家名）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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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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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parties 1 英 ['pɑ tːi] 美 ['pɑ rːti] n. 聚会；宴会；政党；一伙人；[律]当事人 vi. 开派对

312 percent 1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313 photo 1 ['fəutəu] n.照片

314 picture 1 ['piktʃə] n.照片，图画；影片；景色；化身 vt.画；想像；描写

315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316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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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319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320 prepare 1 [pri'pεə] vt.准备；使适合；装备；起草 vi.预备；做好思想准备

321 presence 1 ['prezəns] n.存在；出席；参加；风度；仪态

322 prevented 1 [prɪ'vent] v. 预防；防止，阻止；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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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production 1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325 prove 1 [pru:v] vt.证明；检验；显示 vi.证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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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publication 1 [,pʌbli'keiʃən] n.出版；出版物；发表

328 published 1 ['pʌblɪʃ] v. 出版；发行；公开发表

329 pushed 1 [puʃt] adj.处于窘境的；为难的；推挤现象的 v.推；挤；逼迫（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30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331 reacting 1 [r'ɪæktɪŋ] 起反应

332 reaction 1 [ri'ækʃən, ri:-] n.反应，感应；反动，复古；反作用

333 reflect 1 vt.反映；反射，照出；表达；显示;反省 vi.反射，映现；深思

334 reflecting 1 [rɪ'flektɪŋ] adj. 反射的；反映的 动词reflect的现在分词.

335 refused 1 [rɪ'fjuːz] v. 拒绝 n. 垃圾；废物

336 remaining 1 [rɪ'meɪnɪŋ] adj. 剩余的

337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338 request 1 [ri'kwest] n.请求；需要 vt.要求，请求

339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340 requirement 1 [ri'kwaiəmənt] n.要求；必要条件；必需品

341 resignation 1 [,rezig'neiʃən] n.辞职；放弃；辞职书；顺从

342 responsible 1 [ri'spɔnsəbl] adj.负责的，可靠的；有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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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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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semester 1 [si'mestə] n.学期；半年

346 send 1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347 sense 1 n.感觉，功能；观念；道理；理智 vt.感觉到；检测 n.森斯（人名）

348 serving 1 ['sə:viŋ] n.服务；上菜；一份食物 v.服务（serve的ing形式） adj.用于上菜的 n.(Serving)人名；(瑞典)塞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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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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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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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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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steady 1 ['stedi] adj.稳定的；不变的；沉着的 vi.稳固 vt.使稳定；稳固；使坚定 adv.稳定地；稳固地 n.关系固定的情侣；固定支
架

354 stories 1 [s'tɔː rɪz] n. 故事，传说（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 v. 讲…的故事；说假话（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55 strongly 1 ['strɔŋli, 'strɔ:ŋ-] adv.强有力地；坚强地；激烈地；气味浓地

356 struggled 1 ['strʌgəld] adj.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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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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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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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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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sunshine 1 ['sʌnʃain] n.阳光；愉快；晴天；快活 n.(Sunshine)人名；(英)森夏恩

362 supervise 1 ['sju:pəvaiz] vt.监督，管理；指导 vi.监督，管理；指导

363 suspension 1 [sə'spenʃən] n.悬浮；暂停；停职

364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65 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366 teams 1 [tiː m] n. 队；组 v. 使相配；使合作；结成一队 adj. 团队的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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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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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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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372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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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75 tool 1 [tu:l] n.工具，用具；器械，机床；手段 vi.使用工具；用机床装备工厂 vt.用工具给……加工

376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377 town 1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378 tries 1 [traɪ] v. 试验；尝试；设法；努力；审判；考验 n. 尝试；试验；（橄榄球）持球触地得分

379 true 1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380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381 unblocked 1 [ʌnb'lɒkt] 未被拦阻

382 unhappy 1 [,ʌn'hæpi] adj.不快乐的；不幸福的；不适当的

383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384 universities 1 英 [ˌjuːnɪ'vɜːsəti] 美 [ˌjuːnɪ'vɜ rːsəti] n. 大学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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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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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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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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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 virus 1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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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watchers 1 n.观看的人，观察的人( watcher的名词复数 )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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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 web 1 [web] n.网；卷筒纸；蹼；织物；圈套 vt.用网缠住；使中圈套 vi.形成网

395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396 weekly 1 ['wi:kli] adj.每周的；周刊的；一周一次的 n.周刊 adv.每周一次；逐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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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98 whose 1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399 widely 1 ['waidli] adv.广泛地

400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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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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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 writers 1 ['raɪtəz] 作家

404 writing 1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405 wrong 1 adv.错误地；邪恶地，不正当地 n.坏事；不公正 adj.错误的；失常的；不适当的 vt.委屈；无理地对待；诽谤 n.(Wrong)
人名；(英)朗

406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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