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7-18 [Education Report] How Job Training for US Students
Can Get Better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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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in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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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nd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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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s 18 [st'juːdnts]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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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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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training 15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10 said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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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is 1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 school 13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13 ar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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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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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they 1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6 career 10 n.生涯；职业；事业；速度，全速 adj.作为毕生职业的 vi.全速前进，猛冲

17 academy 9 [ə'kædəmi] n.学院；研究院；学会；专科院校

18 mor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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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who 9 pron.谁；什么人

20 classes 8 [kla:siz] n.级别，阶级（class复数形式）

21 from 8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2 jobs 8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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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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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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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people 7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7 s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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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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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job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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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need 6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31 on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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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som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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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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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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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entley 5 n.宾利（汽车品牌或姓氏）

36 b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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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enters 5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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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college 5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39 d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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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dison 5 ['edisn] n.爱迪生（美国发明家）

41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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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many 5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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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thei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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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there 5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46 wi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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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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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er 4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49 education 4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50 g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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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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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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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how 4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54 hyslop 4 n. 希斯洛普

55 li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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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Lund 4 n.隆德（瑞典南部城市）；伦德（姓氏）

57 programs 4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58 student 4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59 ta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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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those 4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61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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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years 4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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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anoth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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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bet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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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omputer 3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68 future 3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69 get 3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70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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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higher 3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72 important 3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73 ki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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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might 3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75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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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once 3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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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parents 3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79 pathways 3 路； 途径

80 recently 3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81 six 3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82 things 3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83 took 3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84 wh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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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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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align 2 [ə'lain] vt.使结盟；使成一行；匹配 vi.排列；排成一行

87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88 attend 2 [ə'tend] vt.出席；上（大学等）；照料；招待；陪伴 vi.出席；致力于；照料；照顾

89 attitude 2 ['ætɪtjuːd, -tuːd] n.态度；看法；意见；姿势

90 away 2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91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92 building 2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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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city 2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95 class 2 n.阶级；班级；种类；班；等级 vt.分类；把…分等级；把…归入某等级，把…看作（或分类、归类）；把…编入某一班
级 adj.极好的；很好的，优秀的，出色的 vi.属于…类（或等级），被列为某类（或某级） n.（英、德）克拉斯（人名）

96 company 2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97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98 credential 2 [kri'denʃəl] n.证书；凭据；国书

99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100 daughter 2 ['dɔ:tə] n.女儿；[遗][农学]子代 adj.女儿的；子代的

101 doing 2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102 example 2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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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pe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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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

105 experts 2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06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107 global 2 ['gləubəl] adj.全球的；总体的；球形的

108 graduate 2 ['grædʒuət, -eit, 'grædjueit, -dʒu-] vt.授予…学位；分等级；标上刻度 vi.毕业；渐变 n.研究生；毕业生 adj.毕业的；研究生
的

109 graduation 2 [grædju'eiʃən, -dʒu-] n.毕业；毕业典礼；刻度，分度；分等级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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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income 2 ['inkʌm] n.收入，收益；所得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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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l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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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learn 2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115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16 mckinsey 2 [mə'kɪnzɪ] n. 麦肯锡（公司名）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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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nex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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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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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problems 2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121 progra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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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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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

122 repair 2 [ri'pεə] vi.修理；修复 vt.修理；恢复；补救，纠正 n.修理，修补；修补部位

123 require 2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124 schools 2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125 seamless 2 ['si:mlis] adj.无缝的；无缝合线的；无伤痕的

126 secondary 2 ['sekəndəri] adj.第二的；中等的；次要的；中级的 n.副手；代理人

127 security 2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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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shows 2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130 skills 2 技能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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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sometimes 2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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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stud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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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sup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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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technical 2 ['teknikəl] adj.工艺的，科技的；技术上的；专门的

137 technology 2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138 tell 2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139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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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141 think 2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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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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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traditional 2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145 travel 2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146 us 2 pron.我们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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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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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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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York 2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151 academies 1 [ə'kædəmi] n. 学院；学会；专科学校

152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153 administrator 1 [əd'ministreitə] n.管理人；行政官

154 adults 1 [æ'dʌlts] n. 成年人；成年动物；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

155 advising 1 [əd'vaɪzɪŋ] n. 劝告；通知；忠告 动词advise的现在分词形式.

156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57 agree 1 [ə̍ ɡriː ] vt.同意，赞成；承认；约定，商定 vi.vi.同意，意见一致；约定，商定

158 aim 1 vt.目的在于；引导；把…对准 vi.打算；对准目标；瞄准 n.目的；目标；对准

159 alisha 1 n. 阿莉莎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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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amazing 1 [ə'meiziŋ] adj.令人惊异的 v.使吃惊（amaze的ing形式）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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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64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65 arrange 1 [ə'reindʒ] vt.安排；排列；整理 vi.安排；排列；协商

166 asking 1 ['ɑ:skiŋ] n.请求 v.问（ask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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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association 1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168 August 1 ['ɔː gəst]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n.八月（简写为Aug） n.(August)人名；(法、葡、西、俄、罗、英、德、瑞典、挪)奥
古斯特

169 auto 1 ['ɔ:təu] n.汽车（等于automobile）；自动 vi.乘汽车 n.(Auto)人名；(葡)奥托

170 barrier 1 ['bæriə] n.障碍物，屏障；界线 vt.把…关入栅栏 n.(Barrier)人名；(法)巴里耶

171 basic 1 ['beisik] adj.基本的；基础的 n.基础；要素

172 beauty 1 ['bju:ti] n.美；美丽；美人；美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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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175 benefits 1 ['benɪfɪt] n. 利益；津贴；义演；保险金；借助 vt. 有益于；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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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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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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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Buyers 1 n. 买主，买方，买家，采购员（名词buyer的复数形式）；拜尔斯（姓氏）

181 buying 1 n.买进 v.购买；获得；收买（buy的ing形式）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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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call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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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car 1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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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careers 1 英 [kə'rɪə(r)] 美 [kə'rɪr] n. 生涯；职业；事业 vi. 猛冲；飞跑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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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Charles 1 [tʃɑ:lz] n.查尔斯（人名）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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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choose 1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191 clothes 1 [kləuðz] n.衣服

192 clothing 1 ['kləuðiŋ] n.（总称）[服装]服装；帆装 v.覆盖（clothe的ing形式）；给…穿衣

193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194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195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196 conflict 1 [kən'flikt, 'kɔnflikt] n.冲突，矛盾；斗争；争执 vi.冲突，抵触；争执；战斗

197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198 continues 1 [kən'tɪnju ]ː v. 继续；连续；维持；持续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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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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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covid 1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202 cte 1 n. 电缆终端设备

203 cybersecurity 1 n. 网络安全

204 damaging 1 ['dæmidʒiŋ] adj.有破坏性的，损害的；诽谤的 v.破坏（damage的现在分词形式）；损害

205 degree 1 [di'gri:] n.程度，等级；度；学位；阶层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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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8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209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210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211 discussed 1 [dɪs'kʌst] adj. 被讨论的；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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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document 1 n.文件，公文；[计]文档；证件 vt.记录，记载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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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d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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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arn 1 [ə:n] vt.赚，赚得；获得，挣得；使得到；博得 n.(Earn)人名；(泰)炎

216 earned 1 ['ɜːnd] adj. 挣得的；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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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ngineering 1 [,endʒi'niəriŋ] n.工程，工程学 v.设计；管理（engineer的ing形式）；建造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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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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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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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pand 1 [ik'spænd] vt.扩张；使膨胀；详述 vi.发展；张开，展开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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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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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factory 1 ['fæktəri] n.工厂；制造厂；代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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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felt 1 [felt] n.毡；毡制品 vi.粘结 vt.使粘结；把…制成毡 v.感觉（feel的过去式） n.(Felt)人名；(英、罗、芬、捷、瑞典)费尔特

228 fewer 1 ['fju:ə] adj.较少的 pron.较少数 int.较少数

229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230 forward 1 ['fɔ:wəd] adj.向前的；早的；迅速的 adv.向前地；向将来 vt.促进；转寄；运送 n.前锋 n.(Forward)人名；(英)福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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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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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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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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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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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grabbing 1 [græbɪŋ] n. 抓；夺取 动词grab的现在分词形式.

238 graduated 1 ['grædjueitid, -dʒu-] adj.累进的；分等级的；毕了业的；为毕业生设立的 v.使毕业；毕业（graduate的过去分词）；
使…升级

239 graduates 1 ['ɡrædʒuət] n. 毕业生 vt. 毕业；标以刻度；定等级 vi. 毕业；获学位；逐渐变得 adj. 毕业的；获得学位的

240 graduating 1 ['ɡrædʒuət] n. 毕业生 vt. 毕业；标以刻度；定等级 vi. 毕业；获学位；逐渐变得 adj. 毕业的；获得学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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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aranteed 1 ['gærən'tiː d] adj. 保证的；担保的 动词guarante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3 hair 1 [hεə] n.头发；毛发；些微 vt.除去…的毛发 vi.生长毛发；形成毛状纤维 adj.毛发的；护理毛发的；用毛发制成的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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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heavily 1 ['hevili] adv.沉重地；猛烈地；沉闷地

246 help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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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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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helps 1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49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250 hotels 1 霍特尔斯

251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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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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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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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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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investments 1 [ɪn'vestmənts] 投资

259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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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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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kitchen 1 ['kitʃin] n.厨房；炊具；炊事人员 n.(Kitchen)人名；(英)基钦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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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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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levels 1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66 load 1 [ləud] n.负载，负荷；工作量；装载量 vi.[力]加载；装载；装货 vt.使担负；装填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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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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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loo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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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271 ma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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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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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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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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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market 1 ['mɑ:kit] n.市场；行情；股票市场；市面；集市；销路；商店 vt.在市场上出售 vi.做买卖 n.(Market)人名；(塞)马尔凯特

277 math 1 [mæθ] n.数学（等于mathematics） n.(Math)人名；(德)马特；(柬)马；(英)马思

278 minds 1 [maɪnd] n. 头脑；精神；心；想法；意见；心思；注意力；有才智的人；记忆；心情；理智；[宗]追思弥撒；上帝 v. 留
心；注意；专心于；介意；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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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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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Monica 1 ['mɔnikə] n.莫尼卡（女子名）

282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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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285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286 Muir 1 缪尔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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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obstacle 1 ['ɔbstəkl] n.障碍，干扰；妨害物

289 obstacles 1 ['ɒbstəklz] n. 障碍；名词obstacle的复数

290 offerings 1 ['ɒfərɪŋz] n. 提供之物

291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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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opportunity 1 [,ɔpə'tju:niti] n.时机，机会

294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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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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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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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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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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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300 persuade 1 [pə'sweid] vt.说服，劝说；使某人相信；劝某人做（不做）某事 vi.说服；被说服 adj.空闲的，有闲的

301 persuading 1 英 [pə'sweɪd] 美 [pər'sweɪd] vt. 说服；劝说

302 podcast 1 英 ['pɒdkɑːst] 美 ['pɑːdkæst] n. 播客 v. 发表博客

303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304 position 1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305 post 1 [pəust] n.岗位；邮件；标杆 vt.张贴；公布；邮递；布置 vi.快速行进 n.(Post)人名；(英、西、捷、瑞典、荷)波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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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308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309 produced 1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310 profession 1 [prəu'feʃən] n.职业，专业；声明，宣布，表白

311 professional 1 [prə'feʃənəl] adj.专业的；职业的；职业性的 n.专业人员；职业运动员

312 publ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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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qualified 1 ['kwɔlifaid] adj.合格的；有资格的 v.限制（qualify的过去分词）；描述；授权予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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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316 ready 1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人名；(英)雷迪

317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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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replace 1 [ri'pleis] vt.取代，代替；替换，更换；归还，偿还；把…放回原处

320 research 1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321 restaurants 1 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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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robot 1 ['rəubɔt, -bət, 'rɔbət] n.机器人；遥控设备，自动机械；机械般工作的人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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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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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senior 1 ['si:njə] adj.高级的；年长的；地位较高的；年资较深的，资格较老的 n.上司；较年长者；毕业班学生 n.(Senior)人名；
(英)西尼尔

328 service 1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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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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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332 s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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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software 1 ['sɔftwεə, 'sɔ:-] n.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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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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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spreads 1 [spred] v. 传播；展开；散布；铺开；伸展；涂撒 n. 范围；传播；差额；幅度；盛宴

337 starting 1 ['stɑ tː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338 starts 1 [s'tɑ tːs] v. 开始；启动；开创（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 开始；开创（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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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step 1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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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store 1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342 stores 1 [s'tɔː z]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

343 straight 1 adj.直的；连续的；笔直的；正直的；整齐的；异性恋的 adv.直接地；不断地；立即；坦率地 n.直；直线；直男，直
女，异性恋者 n.(Straight)人名；(英)斯特雷特

344 strengthening 1 ['streŋθənɪŋ] n. 加固 动词strength的现在分词.

345 subject 1 ['sʌbdʒikt, -dʒe-, səb'dʒekt] n.主题；科目；[语]主语；国民 adj.服从的；易患…的；受制于…的 vt.使…隶属；使屈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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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success 1 [sək'ses] n.成功，成就；胜利；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

348 supervising 1 英 ['suːpəvaɪz] 美 ['suːpərvaɪz] vt. 监督；管理；指导

349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350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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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telling 1 ['teliŋ] adj.有效的；生动的；显著的 n.命令；叙述；吐露真情 v.告诉；讲述（tell的ing形式）；命令 n.(Telling)人名；(英)
特林

353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354 thinks 1 [θɪŋk] v. 认为；想；记起；考虑 n. 想

355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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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trouble 1 ['trʌbl] n.麻烦；烦恼；故障；动乱 vt.麻烦；使烦恼；折磨 vi.费心，烦恼

358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359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60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361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62 Virginia 1 [və(:)'dʒinjə] n.弗吉尼亚（女子名）；弗吉尼亚州 adj.弗吉尼亚州的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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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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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366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67 wasn 1 abbr. 无线、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

368 waste 1 [weist] n.浪费；废物；荒地；损耗；地面风化物 vt.浪费；消耗；使荒芜 vi.浪费；变消瘦；挥霍钱财 adj.废弃的；多余
的；荒芜的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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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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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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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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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whole 1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374 whose 1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375 Wilkinson 1 ['wilkinsn] n.威尔金森（姓氏）

376 wishes 1 [wɪʃ] v. 希望；想要 n. 愿望；命令；渴望；祝颂（表达这个意思时，常用复数）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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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word 1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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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81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82 worried 1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383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84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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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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