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2-02 [Arts and Culture] Monkey Festival Returns to Town in
Thailand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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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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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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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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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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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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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nd 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0 animals 1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11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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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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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rrivals 1 [ə'raɪvəlz] n. 到达 名词arrival的复数形式.

14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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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shley 2 n.艾希莉（人名）

16 ayoub 1 阿尤布

17 bananas 1 [bə'nɑ:nəs] n.[园艺]香蕉（banana的复数形式）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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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0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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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boukhari 1 布哈里

23 break 1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晓；
（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24 bringing 1 [briŋ] v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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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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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cameras 1 ['kæmərəz] 照相机； 暗箱； 摄像机； 摄影机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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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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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elebrate 1 vt.庆祝；举行；赞美；祝贺；宣告 vi.庆祝；过节；举行宗教仪式

31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32 chair 1 [tʃεə] n.椅子；讲座；（会议的）主席位；大学教授的职位 vt.担任（会议的）主席；使…入座；使就任要职 n.(Chair)人
名；(法)谢尔

33 climbing 1 ['klaimiŋ] adj.上升的；攀缘而登的 n.攀登 v.爬（climb的ing形式）

34 colorful 1 ['kʌləful] adj.华美的；有趣的；富有色彩的

35 combined 1 [kəm'baind] adj.结合的；[数]组合的 v.使结合；联合（combine的过去分词）

36 costing 1 ['kɔstiŋ] n.成本计算；生产费用 v.花费（cost的ing形式） n.(Costing)人名；(罗)科斯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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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osts 1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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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disabled 1 [dis'eibld] adj.残废的，有缺陷的 v.使…失去能力（disabl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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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42 donate 1 vt.捐赠；捐献 vi.捐赠；捐献

43 durian 2 ['djuəriən] n.榴莲果（马来群岛产的）；榴莲树

44 eat 2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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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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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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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vent 5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49 expensive 3 [ik'spensiv] adj.昂贵的；花钱的

50 festival 6 ['festəvəl] n.节日；庆祝，纪念活动；欢乐 adj.节日的，喜庆的；快乐的

51 festivals 1 岁时节庆

52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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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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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formations 1 [fɔː 'meɪʃnz] 群系

55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56 fresh 1 [freʃ] adj.新鲜的；清新的；淡水的；无经验的 n.开始；新生；泛滥 adv.刚刚，才；最新地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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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fruit 1 [fru:t] n.水果；产物 vi.结果实 vt.使……结果实 n.(Fruit)人名；(法)弗吕；(英)弗鲁特

59 fruits 2 [f'ru tːs] n. 成果 名词fruit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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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funny 1 adj.有趣的，好笑的，滑稽的；（口）稀奇的，古怪的，奇异的；有病的，不舒服的；狡猾的，欺骗（性）的，可疑
的，不光明 n.滑稽人物；笑话，有趣的故事；滑稽连环漫画栏；（英）（比赛用）单人双桨小艇

62 gather 1 ['gæðə] vt.收集；收割；使…聚集；使…皱起 vi.聚集；化脓；皱起 n.聚集；衣褶；收获量 n.(Gather)人名；(德)加特

63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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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66 happy 2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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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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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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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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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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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injured 1 ['indʒəd] adj.受伤的；受损害的

73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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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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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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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78 large 1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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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launched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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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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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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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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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locals 2 ['ləʊklz] n. 当地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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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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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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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meal 1 [mi:l] n.一餐，一顿饭；膳食 vi.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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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monkey 4 ['mʌŋki] n.猴子；顽童 vi.胡闹；捣蛋 vt.嘲弄

92 monkeys 7 ['mʌŋki] n. 猴子；猴一样的人 v. 嘲弄；胡闹；模仿

93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94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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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morocco 1 [mə'rɔkəu] n.摩洛哥（非洲一国家名）；[皮革]摩洛哥皮革

96 needy 1 ['ni:di] adj.贫困的；贫穷的；生活艰苦的 n.(Needy)人名；(英)尼迪

97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98 nex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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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November 3 [nəu'vembə] n.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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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numb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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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of 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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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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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organized 1 ['ɔ:gənaizd] adj.有组织的；安排有秩序的；做事有条理的 v.组织（organize的过去分词）

106 organizer 1 ['ɔ:gənaizə] n.组织者；承办单位；[生物]组织导体

107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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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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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part 1 n.部分；角色；零件；一些；片段 vt.分离；分配；分开 vi.断裂；分手 adv.部分地 adj.部分的 n.(Part)人名；(英、瑞典)帕
特；(泰)巴；(法)帕尔

110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11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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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pineapples 1 ['paɪnæplz] n. 菠萝；凤梨 名词pineapple的复数形式.

113 pla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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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pl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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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planned 1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116 playful 1 ['pleiful] adj.开玩笑的；幽默的；爱嬉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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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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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pleasure 1 ['pleʒə, 'plei-] n.快乐；希望；娱乐；令人高兴的事 vt.使高兴；使满意 vi.高兴；寻欢作乐

120 popular 2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121 proved 1 [p'ruːvd] v. 证明(证明是；检验；勘探；证明；试印)

122 province 1 ['prɔvins] n.省；领域；职权

123 quarantine 1 ['kwɔrənti:n] vt.检疫；隔离；使隔离 n.检疫；隔离；检疫期；封锁 vi.实行隔离

124 quite 2 [kwait] adv.很；相当；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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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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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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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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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returned 1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129 returning 1 v.归还，[计]返回，回复（return的ing形式） n.回归

130 returns 1 [rɪ'tɜːnz] n. 报告；统计表；研究成果 名词return的复数形式.

131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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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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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saw 1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135 se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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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seen 2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137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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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sick 1 adj.厌恶的；病态的；不舒服；渴望的；恶心的；生病的 n.病人 n.(Sick)人名；(德、西)西克 vt.使狗去咬；呕吐；追击

139 silly 2 adj.愚蠢的；不明事理的；没头脑的 n.傻瓜 n.(Silly)人名；(匈)希伊；(法)西利

140 slowly 1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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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143 speci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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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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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style 1 [stail] n.风格；时尚；类型；字体 vt.设计；称呼；使合潮流 vi.设计式样；用刻刀作装饰画 n.(Style)人名；(英)斯泰尔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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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Sunday 2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148 takes 2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149 Thai 1 [tai] n.泰国人；泰国语 adj.泰国的；泰国人的

150 Thailand 3 ['tailænd; -lənd] n.泰国（东南亚国家名）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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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thank 1 [θæŋk] vt.感谢 n.感谢 int.谢谢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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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the 2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55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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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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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theme 2 [θi:m] n.主题；主旋律；题目 adj.以奇想主题布置的

158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159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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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think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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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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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Thompson 2 ['tɔmpsn] n.汤普森（姓）

164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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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to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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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168 tourist 1 ['tuərist] n.旅行者，观光客 adj.旅游的 vt.在旅行参观 vi.旅游；观光 adv.坐旅游车厢；坐经济舱

169 tourists 3 ['tuərɪsts] n. 旅游者，旅行者，观光客（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

170 town 2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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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tradition 2 [trə'diʃən] n.惯例，传统；传说

172 travel 1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173 travelers 1 [t'rævlərz] 旅游者

174 travels 1 ['trævəlz] n. 漫游；旅行 名词travel的复数形式.

175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76 unexpected 1 [,ʌnik'spektid] adj.意外的，想不到的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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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vaccinated 1 ['væksɪneɪt] v. 接种疫苗；预防接种

179 vegetables 2 ['vedʒɪtəblz] 蔬菜,vegetable的复数形式

180 visitor 1 ['vizitə] n.访问者，参观者；视察者；候鸟

181 visitors 1 ['vɪzɪtəz] n.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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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walk 1 [wɔ:k] n.步行，走；散步 vt.散步；走过 vi.走，步行；散步 n.(Walk)人名；(德、葡)瓦尔克；(英)沃克

18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85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86 wheelchair 2 ['hwi:l,tʃεə] n.轮椅

187 wheelchairs 1 ['wiː ltʃeərz] 轮椅车

188 wheels 1 [wiː l] n. 方向盘；车轮；旋转；周期 vi. 旋转；转动；改变方向 vt. 用车运；转动；给 ... 装轮子

189 wh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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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which 3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91 who 2 pron.谁；什么人

192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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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year 3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95 yearly 1 ['jə:li, 'jiə-] adj.每年的 adv.每年；一年一次 n.年刊；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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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yongyuth 2 荣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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