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25 [As It Is] K-Pop Stars BTS Win Three American Music
Award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group 10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3 music 7 ['mju:zik] n.音乐，乐曲

4 of 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6 BTS 6 ['biː t'iː 'es] 基站设备

7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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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wards 5 英 [ə'wɔː d] 美 [ə'wɔː rd] n. 奖品；奖 v. 授予；给予；判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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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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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nd 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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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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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pop 4 [pɔp] n.流行音乐；汽水；砰然声；枪击 vi.突然出现；爆开；射击；瞪大；发出爆裂声 vt.取出；开枪打；抛出；突然伸
出；突然行动 adj.流行的；通俗的；热门的 adv.突然；砰地 abbr.邮局协议（postofficeprotocol） n.(Pop)人名；(罗、捷、塞)波
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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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t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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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lbum 3 ['ælbəm] n.相簿；唱片集；集邮簿；签名纪念册

18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9 American 3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20 a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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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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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i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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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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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o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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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Sunday 3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26 to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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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won 3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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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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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rtist 2 ['ɑ:tist] n.艺术家；美术家（尤指画家）；大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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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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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award 2 [ə'wɔ:d] vt.授予；判定 n.奖品；判决

34 billboard 2 ['bilbɔ:d] n.广告牌；布告板 vt.宣传；介绍

35 butter 2 ['bʌtə] vt.涂黄油于；讨好 n.黄油；奶油；奉承话 n.(Butter)人名；(英)巴特；(德、匈)布特

36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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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harts 2 英 [tʃɑ tː] 美 [tʃɑ rːt] n. 图表；规划图；排行榜 v. 制成图表；绘制地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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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computer 2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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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digital 2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41 duo 2 ['dju:əu] n.二重奏；二重唱；二人组 n.(Duo)人名；(意、西)杜奥

42 favorite 2 ['feivərit] n.幸运儿；喜欢的事物；特别喜欢的人 adj.最喜爱的；中意的；宠爱的 n.(Favorite)人名；(英)费沃里特

43 granted 2 conj.诚然 adv.的确 vt.grant的过去式

44 is 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45 love 2 [lʌv] n.恋爱；亲爱的；酷爱；喜爱的事物 vt.喜欢；热爱；爱慕 vi.爱 n.(Love)人名；(英)洛夫

46 member 2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47 miracle 2 ['mirəkl] n.奇迹，奇迹般的人或物；惊人的事例 n.(Miracle)人名；(英)米勒克尔；(意、西)米拉克莱

48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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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named 2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50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51 numb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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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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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rm 2 [,a:r 'em] abbr.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RoyalMarines）

54 seven 2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55 sho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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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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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streaming 2 ['stri:miŋ] n.流；（英）按能力分组 v.流动（stream的ing形式）

58 t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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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thing 2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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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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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toge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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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64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65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66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67 achievement 1 n.成就；完成；达到；成绩

68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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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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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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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albums 1 n. 专辑，影集（album的复数形式）；相簿，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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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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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any 1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77 appreciate 1 [ə'pri:ʃieit] vt.欣赏；感激；领会；鉴别 vi.增值；涨价

78 armies 1 英 ['ɑːmi] 美 ['ɑ rːmi] n. 军队；陆军；一大批

79 army 1 ['ɑ:mi] n.陆军，军队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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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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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bands 1 ['bændz] n. (牧师或博士服的)领饰 名词band的复数形式.

83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84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85 beatles 1 ['bi:tlz] n.披头士合唱（摇滚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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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88 boys 1 n.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

89 broadcast 1 ['brɔ:dkɑ:st, -kæst] vt.播送，播放；（无线电或电视）广播；播撒（种子） vi.广播，播送；播放 n.广播；播音；广播
节目 adj.广播的

90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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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characterized 1 ['kærəktəraɪz] vt. 表示 ... 的典型；赋予 ... 特色

93 chart 1 n.图表；海图；图纸；排行榜 vt.绘制…的图表；在海图上标出；详细计划；记录；记述；跟踪（进展或发展 n.(Chart)人
名；(泰)察

94 coldplay 1 酷玩

95 commercial 1 [kə'mə:ʃəl] adj.商业的；营利的；靠广告收入的 n.商业广告

96 commercially 1 [kə'mə:ʃəli] adv.商业上；通商上

97 concerned 1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98 continuously 1 [kən'tɪnjuəsli] adv. 不断地；连续地

99 data 1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100 drake 1 [dreik] n.公鸭；蜉蝣类（等于drakefly） n.(Drake)人名；(德、芬、葡)德拉克；(英)德雷克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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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03 earning 1 n.收入；所赚的钱 v.赚得(earn的现在分词)；挣钱；生（利）；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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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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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08 fail 1 [feil] vi.失败，不及格；破产；缺乏；衰退 vt.不及格；使失望；忘记；舍弃 n.不及格 n.(Fail)人名；(葡、捷)法伊尔；(法)法
伊

109 fan 1 [fæn] vt.煽动；刺激；吹拂 vi.成扇形散开；飘动 n.迷；风扇；爱好者 n.(Fan)人名；(法、俄)法恩；(柬)方

110 fans 1 [fæns] n. 狂热者；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

111 fastest 1 ['fɑːstɪst] adj. 最快的 形容词fast的最高级形式.

112 fifth 1 [fifθ] adj.第五的；五分之一的 n.第五；五分之一 num.第五

113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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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捷)菲尔斯特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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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forbes 1 ['fɔ:bəz] n.福布斯（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美国出版及媒体集团）；福布斯（姓氏）

116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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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hit 1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118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119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20 Korea 1 [kə'riə] n.韩国；朝鲜

121 Korean 1 [kə'riən] adj.韩国人的；韩国语的；朝鲜人的；朝鲜语的 n.韩国人；韩国语；朝鲜人；朝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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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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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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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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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met 1 [met] v.遇见（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et)人名；(瑞典)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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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my 1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129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130 nine 1 [nain] n.九，九个 num.九；九个 adj.九的，九个的 n.(Nine)人名；(塞)尼内

131 nominated 1 ['nɒmɪneɪtɪd] adj. 被提名的；被任命的 动词nom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2 nominees 1 [nɒmɪ'niː z] 被提名者

133 notice 1 ['nəutis] n.通知，布告；注意；公告 vt.通知；注意到；留心 vi.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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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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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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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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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perform 1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139 performance 1 n.性能；绩效；表演；执行；表现

140 performed 1 英 [pə'fɔː m] 美 [pər'fɔː rm] v. 执行；履行；表演；运转；举行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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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play 1 [plei] vt.游戏；扮演；演奏；播放；同…比赛 vi.演奏；玩耍；上演；参加比赛 n.游戏；比赛；剧本 n.(Play)人名；(法、瑞
典)普莱

143 playing 1 ['pleiiŋ] n.比赛；演奏 v.玩耍（play的ing形式）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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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prize 1 [praiz] n.奖品；奖赏；战利品 vt.珍视；捕获；估价 adj.获奖的

146 properly 1 ['prɔpəli] adv.适当地；正确地；恰当地

147 radio 1 ['reidiəu] n.收音机；无线电广播设备 vi.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用无线电发送 n.(Radio)人名；(西)拉迪奥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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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receiving 1 [ri'si:viŋ] adj.接受的 n.接受 v.接收（receive的ing形式）

150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51 recordings 1 n.记录( recording的名词复数 ); 录音; 录像; 唱片

152 released 1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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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report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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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rock 1 [rɔk] n.岩石；摇滚乐；暗礁 vt.摇动；使摇晃 vi.摇动；摇晃 n.(Rock)人名；(英、德、匈、意、瑞典)罗克

156 s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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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sales 1 [seilz] adj.销售的，售货的；有关销售的 n.销售（sale的复数）；销售额 n.(Sales)人名；(意、西、葡)萨莱斯；(法)萨勒；
(英)塞尔斯

158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159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160 seriously 1 ['siəriəsli, 'si:r-] adv.认真地；严重地，严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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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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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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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166 sold 1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167 song 1 [sɔŋ, sɔ:ŋ] n.歌曲；歌唱；诗歌；鸣声 n.(Song)人名；(泰)颂；(柬)松；(英)桑；(老)宋；(越)双；(东南亚国家华语)松

168 south 1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169 stars 1 [stɑ:z] n. 星星，明星（star的复数形式）

170 successful 1 [sək'sesful] adj.成功的；一帆风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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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superstar 1 ['sju:pəstɑ:] n.超级明星，巨星；超级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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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swift 1 n.褐雨燕 adj.快的；迅速的；敏捷的；立刻的 adv.迅速地 n.(Swift)人名；(英)斯威夫特 n.苹果公司开创的新款编程语言，
应用于iOS8及以上的应用程序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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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Taylor 1 ['teilə] n.泰勒

176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177 t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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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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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80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181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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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universe 1 ['ju:nivə:s] n.宇宙；世界；领域

184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185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186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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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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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voted 1 英 [vəʊt] 美 [voʊt] n. 选举权；投票；选举；投票结果 v. 表决；选举；投票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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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192 who 1 pron.谁；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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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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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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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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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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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