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4-07 [Education Report] With New Aid, US Schools Hope to
Solve Problem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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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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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schools 21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5 and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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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1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 is 1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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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id 13 [eid] n.援助；帮助；助手；帮助者 vt.援助；帮助；有助于 vi.帮助 n.(Aid)人名；(阿拉伯、印、英)艾德

10 they 1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1 with 1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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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r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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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money 10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5 sai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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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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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wi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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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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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school 8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0 som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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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students 8 [st'juːdnts] 学生

22 district 6 ['distrikt] n.区域；地方；行政区

23 education 6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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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new 6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6 officials 6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27 teachers 6 ['titʃə:s] n.教师（teacher的复数形式）

28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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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e 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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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get 5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32 health 5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33 hel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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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learning 5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35 on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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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programs 5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37 th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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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virtua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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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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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year 5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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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districts 4 ['dɪstrɪkt] n. 地区；行政区 vt. 把 ... 划分成区

42 hiring 4 ['haiəriŋ] n.雇用；租用 v.雇用（hire的ing形式）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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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mo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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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pay 4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46 public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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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summer 4 ['sʌmə] n.夏季；全盛时期 vi.避暑；过夏天 adj.夏季的 n.(Summer)人名；(德)祖默；(英)萨默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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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amount 3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50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51 billion 3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52 bring 3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53 costs 3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54 could 3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55 de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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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Federal 3 ['fedərəl] adj.联邦的；同盟的 n.北部联邦同盟盟员；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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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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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improvements 3 [ɪmp'ruːvmənts] 改进

60 kee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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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lo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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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mental 3 ['mentəl] 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n.精神病患者

63 must 3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什
特；(俄、瑞典)穆斯特

64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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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pandemic 3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66 plans 3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67 problems 3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68 services 3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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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social 3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71 start 3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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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under 3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74 used 3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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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whether 3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77 add 2 [æd] vi.加；增加；加起来；做加法 vt.增加，添加；补充说；计算…总和 n.加法，加法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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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Alice 2 ['ælis] n.爱丽丝（女子名）

80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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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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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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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available 2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84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85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86 bet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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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big 2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88 Boston 2 ['bɔstən] n.波士顿（美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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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cardona 2 n. 卡多纳

91 chance 2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92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93 chie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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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classes 2 [kla:siz] n.级别，阶级（class复数形式）

95 classroom 2 ['klɑ:srum] n.教室

96 communities 2 [kə'mjuːnəti] n. 社区；社会；公众；共同体；团体；共享；共有；[生]群落

97 coronavirus 2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98 current 2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特

99 curriculum 2 [kə'rikjuləm] n.课程 总课程

100 decide 2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101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02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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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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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pand 2 [ik'spænd] vt.扩张；使膨胀；详述 vi.发展；张开，展开

105 expected 2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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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financial 2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108 fund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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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future 2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10 government 2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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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implementation 2 [,implimen'teiʃən] n.[计]实现；履行；安装启用

113 inequities 2 [ɪ'nekwɪtɪz] n. 不公平待遇 名词inequity的复数.

114 kuder 2 库

115 legislation 2 [,ledʒis'leiʃən] n.立法；法律

116 m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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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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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meant 2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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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21 officer 2 ['ɔfisə, 'ɔ:-] n.军官，警官；公务员，政府官员；船长 vt.指挥 n.(Officer)人名；(英)奥菲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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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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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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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perc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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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plan 2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127 poverty 2 ['pɔvəti] n.贫困；困难；缺少；低劣

128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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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process 2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130 reopen 2 [,ri:'əupən] vt.使再开，使重开 vi.重开

131 Rodriguez 2 n.（西）罗德里格斯（姓氏）

132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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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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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spend 2 [spend] vt.度过，消磨（时光）；花费；浪费；用尽 vi.花钱；用尽，耗尽 n.预算

135 spending 2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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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student 2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138 subjects 2 ['sʌbdʒɪkts] n. 科目 名词subject的复数形式.

139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140 teaching 2 ['ti:tʃiŋ] n.教学；教义 v.教学；教导（teach的ing形式）

141 ter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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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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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thinking 2 ['θiŋkiŋ] adj.思考的；思想的；有理性的；好思考的 n.思考；思想；想法；意见；见解 v.思考（think的现在分词）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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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three 2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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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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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tim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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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to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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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torres 2 n.托雷斯（西班牙球星）

151 train 2 [trein] n.火车；行列；长队；裙裾 v.培养；训练；瞄准 n.(Train)人名；(英)特雷恩；(法)特兰；(意)特拉因

152 Tulsa 2 ['tʌlsə] n.塔尔萨（美国俄克拉菏马州东北部城市）

153 tutoring 2 英 ['tju tːə(r)] 美 ['tu tːər] n. 家庭教师；导师 v. 指导；当家庭教师；当导师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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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who 2 pron.谁；什么人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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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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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active 1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159 activities 1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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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adding 1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162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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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aging 1 ['eidʒiŋ] n.老化；陈化，熟化

165 agreements 1 [əɡ'riː mənts] n. 协定

166 airing 1 ['εəriŋ] n.通风；晾干；（开车）兜风 v.风干；烘热（air的ing形式）

167 Akron 1 ['ækrən] n.阿克隆黄铜；亚克朗市（美国俄亥俄州）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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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69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170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171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72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173 angeles 1 ['ændʒələs] n.安杰利斯（姓氏）；天使城（菲律宾地名）

174 approved 1 [ə'pru:vd] adj.被认可的；经过检验的 v.核准；认可（approve的过去式）

175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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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ask 1 [ɑ:sk, æsk] vt.问，询问；要求；需要；邀请；讨价 vi.问，询问；要求 n.(Ask)人名；(芬、瑞典)阿斯克

178 assistance 1 [ə'sistəns] n.援助，帮助；辅助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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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average 1 n.平均；平均数；海损 adj.平均的；普通的；通常的 vt.算出…的平均数；将…平均分配；使…平衡 vi.平均为；呈中
间色

181 avoiding 1 [ə'vɔɪd] vt. 避免；逃避；[律]使无效；撤销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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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beach 1 [bi:tʃ] n.海滩；湖滨 vt.将…拖上岸 vi.搁浅；定居 n.(Beach)人名；(英)比奇

184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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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budgets 1 ['bʌdʒɪt] n. 预算 vt. 编预算；为 ... 做预算 vi. 节省开支 adj. 廉价的；不贵的

187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188 buildings 1 ['bɪldɪŋz] n.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

189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190 buy 1 [bai] vt.购买；获得；贿赂 vi.买，采购 n.购买，买卖；所购的物品 n.(Buy)人名；(法)比伊

191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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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93 care 1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194 careful 1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195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196 catch 1 [kætʃ] vt.赶上；抓住；感染；了解 vi.赶上；抓住 n.捕捉；捕获物；窗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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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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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200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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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completed 1 [kəm'pliː tɪd] adj. 已完成的 v. 完成（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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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205 congress 1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206 Connecticut 1 n.美国康涅狄格州（位于美国东北部）

207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208 considering 1 [kən'sidəriŋ] prep.考虑到；就...而论 conj.考虑到 v.考虑到（consider的ing形式）

209 contractors 1 [kɒnt'ræktəz] 承包商

210 contracts 1 英 ['kɒntrækt] 美 ['kɑːntrækt] n. 合同；婚约；合约；契约 v. 缩小；订合同；缩短；感染（疾病）；招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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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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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county 1 ['kaunti] n.郡，县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14 courses 1 ['kɔː sɪz] n. 课程；路线（course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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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criticized 1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217 cut 1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218 dan 1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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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Deborah 1 ['debərə] n.黛博拉（女子名）

221 decisions 1 [dɪ'sɪʒn] n. 决定；决心；判决

222 demand 1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223 Detroit 1 [di'trɔit] n.底特律（美国一座城市）

224 distancing 1 ['dɪstəns] n. 距离；路程；远方 vt. 与 ... 保持距离；把(对手)甩在后面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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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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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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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motional 1 [i'məuʃənəl] adj.情绪的；易激动的；感动人的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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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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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stablished 1 [i'stæbliʃt] adj.确定的；已制定的，已建立的

232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233 exchange 1 [iks'tʃeindʒ] n.交换；交流；交易所；兑换 vt.交换；交易；兑换 vi.交换；交易；兑换

234 existed 1 [ɪɡ'zɪst] v. 存在；生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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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panding 1 英 [ɪks'pændɪŋ] 美 [ɪk'spændɪŋ] adj. 扩展的；扩充的 动词expand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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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pecting 1 [ɪk'spekt] v. 预期；期待；盼望

239 expects 1 [ɪk'spekt] v. 预期；期待；盼望

240 exploring 1 [ɪks'plɔː rɪŋ] n. 探索；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

241 face 1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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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finances 1 ['faɪnænsɪz] n. 财源；资产 名词finance的复数形式.

244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245 forever 1 [fə'revə] adv.永远；不断地；常常

246 friedell 1 n. 弗里德尔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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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fully 1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249 generation 1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250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251 gist 1 [dʒist] n.主旨，要点；依据 n.(Gist)人名；(英)吉斯特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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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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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255 go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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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grade 1 [greid] n.年级；等级；成绩；级别；阶段 vt.评分；把…分等级 vi.分等级；逐渐变化 n.(Grade)人名；(英)格雷德；(法、
德、西、葡、塞、瑞典)格拉德

257 grades 1 [ɡ'reɪdz] n. （评分）等级；技巧水平；阶段（名词grade的复数形式） v. 分级；评分；渐次变化（grade的第三人称单数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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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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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Hartford 1 ['hɑ:tfəd] n.哈特福特（美国康涅狄格州首府）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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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high 1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262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263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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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266 hurt 1 [hə:t] vt.使受伤；损害；使疼痛；使痛心 vi.感到疼痛；有坏处；带来痛苦 n.痛苦；危害；痛苦的原因 adj.受伤的；痛苦
的；受损的 n.(Hurt)人名；(德、匈、捷)胡特；(英)赫特

267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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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270 income 1 ['inkʌm] n.收入，收益；所得

271 increase 1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272 increases 1 [ɪn'kriː s] v. 增加；提高 n. 增加；增强；提高

273 influence 1 ['influəns] n.影响；势力；感化；有影响的人或事 vt.影响；改变

274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275 intensive 1 [in'tensiv] adj.加强的；集中的；透彻的；加强语气的 n.加强器

276 interested 1 ['intristid, 'intər-] adj.感兴趣的；有权益的；有成见的 v.使…感兴趣（interest的过去分词）

277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278 investments 1 [ɪn'vestmənts] 投资

279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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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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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language 1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283 largely 1 ['lɑ:dʒli] adv.主要地；大部分；大量地

284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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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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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lasting 1 ['lɑ:stiŋ, 'læstiŋ] adj.持久的；永恒的 n.[纺]厚实斜纹织物 v.持续；维持（last的ing形式）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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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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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leslie 1 ['lesli:; 'lez] n.莱斯利（男子名）

291 l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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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lets 1 abbr.地方交易系统（LocalExchangeTradingSystem）

293 level 1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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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list 1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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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298 Los 1 [lɔ:s] abbr.视线（LineofSight）；月球轨道航天器（LunarOrbiterSpacecraft） n.(Los)人名；(匈)洛什；(俄、西、瑞典、塞、
英)洛斯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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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300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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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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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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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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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materials 1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305 measurable 1 ['meʒərəbl] adj.可测量的；重要的；重大的

306 Miguel 1 [mi'gel] n.米格尔（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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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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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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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Nathan 1 ['neiθən] n.南森（男子名）

312 nation 1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313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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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neighborhood 1 n.附近；街坊；接近；街区

316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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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319 offer 1 [ˈɒfə] vt.提供；出价；试图 n.提议；出价；意图；录取通知书 vi.提议；出现；献祭；求婚

320 offers 1 英 ['ɒfə(r)] 美 ['ɔː fər] vt. 提供；提出；（卖方）出价；贡献 vi. 提议；出现；求婚 n. 提议；出价

321 Ohio 1 [əu'haiəu] n.俄亥俄州（美国一个州）

322 Oklahoma 1 [,əuklə'həumə] n.美国俄克拉荷马州

323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324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325 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326 others 1 pron.其他人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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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pendelton 1 [人名] 彭德尔顿

329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330 Philadelphia 1 [,filə'delfjə; -fiə] n.费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港市）

331 place 1 [pleis] n.地方；住所；座位 vt.放置；任命；寄予 vi.名列前茅；取得名次 n.(Place)人名；(罗)普拉切；(法)普拉斯；(英)普
莱斯

332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33 politicians 1 [pɒlɪ'tɪʃnz] 政治家

334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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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provider 1 [prəu'vaidə] n.供应者；养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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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push 1 vt.推动，增加；对…施加压力，逼迫；按；说服 vi.推进；增加；努力争取 n.推，决心；大规模攻势；矢志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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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racial 1 ['reiʃəl] adj.种族的；人种的

341 rates 1 [reɪt] n. 比率；速度；价格；费用；等级 v. 认为；估价；定等级；值得；怒斥；责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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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recover 1 [ri'kʌvə] vt.恢复；弥补；重新获得 vi.恢复；胜诉；重新得球 n.还原至预备姿势 n.(Recover)人名；(西)雷科韦尔

344 regular 1 ['regjulə] adj.定期的；有规律的；合格的；整齐的；普通的 n.常客；正式队员；中坚分子 adv.定期地；经常地 n.
(Regular)人名；(以)雷古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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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reimagine 1 vt.重新构想

346 remain 1 [ri'mein] vi.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n.遗迹；剩余物，残骸

347 renew 1 vt.使更新；续借；续费；复兴；重申 vi.更新；重新开始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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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350 rest 1 [rest] vt.使休息，使轻松；把…寄托于 n.休息，静止；休息时间；剩余部分；支架 vi.休息；静止；依赖；安置 n.(Rest)人
名；(英、德、俄、捷、荷)雷斯特

351 retirees 1 离退休人员

352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353 risks 1 [rɪsk] n. 危险；风险；投资报酬的风险 vt. 冒 ... 的危险；承受...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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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Ryan 1 瑞恩；瑞安（人名）

356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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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secretary 1 ['sekrətəri] n.秘书；书记；部长；大臣

359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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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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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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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364 solve 1 [sɔlv, sɔ:lv] vt.解决；解答；溶解 vi.作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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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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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specific 1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368 study 1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369 successful 1 [sək'sesful] adj.成功的；一帆风顺的

370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71 systems 1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372 t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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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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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taught 1 [tɔ:t] v.教授（teach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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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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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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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79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80 toward 1 [英 [tɔ:d, təʊrd, tə̍ wɔ:d] 美 [tɔrd, tord, təˈwɔrd]] prep.向；对于；为了；接近 adj.即将来到的，进行中的 n.(Toward)人名；
(英)特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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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unfair 1 [,ʌn'fεə] adj.不公平的，不公正的

383 unfairness 1 [ʌn'fɛənis] n.不公平，不公正；不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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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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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us 1 pron.我们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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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389 Virginia 1 [və(:)'dʒinjə] n.弗吉尼亚（女子名）；弗吉尼亚州 adj.弗吉尼亚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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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91 w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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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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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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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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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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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without 1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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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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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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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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