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2-23 [As It Is] US Passes 500,000 COVID-19 Deaths 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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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ut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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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nd 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5 Anthony 1 ['æntəni] n.安东尼（人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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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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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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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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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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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2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3 been 3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14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15 believe 2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16 biden 3 n. 拜登(姓氏)
17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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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9 candle 1 ['kændl] n.蜡烛；烛光；烛形物 vt.对着光检查
20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21 caused 1 [kɔː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22 ceremony 1 ['seriməuni] n.典礼，仪式；礼节，礼仪；客套，虚礼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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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塞；(英、法)克洛斯

cnn 1 [ˌsiːen'en] abbr. 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25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26 coronavirus 2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27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28 counted 1 [kaʊnt] v. 计算；视为；依赖；重要，有价值 n. 计数；总数 n. 伯爵（欧洲国家的贵族头衔）
29 covid 4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30 crisis 3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31 currently 2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32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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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土)达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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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deaths 7 ['deθs] 死亡人口
36 died 4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37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38 diseases 1 [dɪ'ziːzɪz] 病害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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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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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dr 1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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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42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43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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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stimates 1 ['estɪməts] n.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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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48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49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47

佩

experts 1 英 ['ekspɜːt] 美 ['ekspɜːr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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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fauci 1 n. 福西
53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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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特；(捷)菲尔斯特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56 for 1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57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58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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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global 1 ['gləubəl] adj.全球的；总体的；球形的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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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Harris 1 ['hæris] n.哈里斯（英国苏格兰一地区）；哈里斯（姓氏）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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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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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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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67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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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higher 2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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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72 Hopkins 2 ['hɔpkinz] n.霍普金（姓氏）
73 ho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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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名；(英)豪斯

husband 1 ['hʌzbənd] vt.节约地使用（或管理） n.丈夫 n.(Husband)人名；(英)赫斯本德
75 i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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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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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77 India 1 ['indiə] n.印度（南亚国家）
78 infectious 1 [in'fekʃəs] adj.传染的；传染性的；易传染的
79 influenza 1 [,influ'enzə] n.[内科]流行性感冒（简写flu）；家畜流行性感冒
80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81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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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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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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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ll 1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85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86 Johns 2 [dʒɔnz] n.约翰斯（姓氏）
87 joined 1 [dʒɔɪnd]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88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89 June 1 n.六月；琼（人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年轻气盛的六月”）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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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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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mala 1 [kə'mɑ:lə, 'kʌmələ] n.粗糠柴；卡马拉；吕宋楸荚粉 n.(Kamala)人名；(印、毛里塔)卡玛拉(女名)，卡马拉
92 lady 1 ['leidi] n.女士，夫人；小姐；妻子
93 la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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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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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95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96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97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98 lighting 1 ['laitiŋ] n.照明设备，舞台灯光 v.照明；点燃（light的ing形式）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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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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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103 Maryland 1 ['mεərilænd] n.马里兰（美国州名）
104 mathematical 1 [,mæθi'mætikəl] adj.数学的，数学上的；精确的
105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06 milestone 1 ['mailstəun] n.里程碑，划时代的事件 n.(Milestone)人名；(英)迈尔斯通
107 milli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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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109 model 1 ['mɔdəl] n.模型；典型；模范；模特儿；样式 vt.模拟；塑造；模仿 vi.做模型；做模特儿 adj.模范的；作模型用的 n.
94

(Model)人名；(德、俄、英)莫德尔

moment 2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111 Monday 2 ['mʌndi] n.星期一
112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13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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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以)莫雷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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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18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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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number 4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121 of 1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22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123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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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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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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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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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西、土)奥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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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杰；(法)帕日

page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130 passed 1 [pa:st] adj.已经通过的；已经过去的；已被传递的 v.通过；传递（pass的过去分词）；超过
131 passes 1 ['paːsɪz] n. 途径；通行 名词pass的复数形式.
132 people 5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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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predicts 1 [prɪ'dɪkt] v. 预言；预报；预知；预测
135 president 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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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西、瑞典)普雷斯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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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reached 1 到达
140 recorded 1 [ri'kɔ:did] adj.记录的 v.记录；录音（record的过去分词）
141 records 1 [rɪ'kɔːds] n.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
142 remember 2 [ri'membə] vt.记得；牢记；纪念；代…问好 vi.记得，记起
143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144 sad 1 [sæd] adj.难过的；悲哀的，令人悲痛的；凄惨的，阴郁的（形容颜色）
145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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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148 silence 2 ['sailəns] n.沉默；寂静；缄默；不谈；无声状态 vt.使沉默；使安静；压制；消除噪音 int.安静！；别作声！
149 silent 1 ['sailənt] adj.沉默的；寂静的；无记载的 n.无声电影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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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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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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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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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Stat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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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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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Sunday 1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156 television 1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157 testing 1 ['testiŋ] n.[试验]测试 adj.试验的；棘手的 v.测验；考查；受考验（test的ing形式）
158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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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后）；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t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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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the 2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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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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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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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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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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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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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169

t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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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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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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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total 1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173 tragic 1 ['trædʒik] adj.悲剧的；悲痛的，不幸的
174 united 3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175 university 2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176 us 2 pron.我们
177 vaccinate 1 ['væksineit] vi.接种疫苗 vt.给…注射疫苗 n.被接种牛痘者
178 vaccinated 1 ['væksɪneɪt] v. 接种疫苗；预防接种
179 vaccinating 1 ['væksɪneɪt] v. 接种疫苗；预防接种
180 vaccine 1 ['væksi:n] n.疫苗；牛痘苗 adj.疫苗的；牛痘的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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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visit 1 ['vizit] n.访问；参观；逗留 vt.访问；参观；视察 vi.访问；暂住；闲谈 n.(Visit)人名；(老)维西；(泰)威实
183 VOA 1 英 [ˌviː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184 wa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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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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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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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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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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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92 white 1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193 who 2 pron.谁；什么人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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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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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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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198 worldwide 2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199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200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01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202 you 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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