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3-27 [Arts and Culture] Instant Noodle Store Is Popular
among Young Thais 词频表
the 1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1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noodles 9 英 ['nuːdlz] 美 ['nuːdəlz] n. 面条（noodle的复数形式）
4 to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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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通话·威妥玛)

instant 7 ['instənt] adj.立即的；紧急的；紧迫的 n.瞬间；立即；片刻
6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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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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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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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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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store 5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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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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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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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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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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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odle 4 ['nu:dl] n.面条；笨蛋
17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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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伯)赛义德
18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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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ause 3 [bi'kɔz] conj.因为
20 food 3 [fu:d] n.食物；养料
21 goo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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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kinds 3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23 popular 3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24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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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thais 3 n.泰国人（Thai的复数）；泰伊思（歌剧名）
26 them 3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7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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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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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lready 2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30 among 2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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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shley 2 n.艾希莉（人名）
33 bangkok 2 [bæŋˈkɔk] n.曼谷（泰国首都）
34 convenience 2 [kən'vi:njəns] n.便利；厕所；便利的事物
35 customers 2 ['kʌstəməz] n. 顾客；<口>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
36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37 eating 2 ['i:tiŋ] adj.侵蚀的；可生食的；进餐用的 n.吃；食物 v.吃（eat的ing形式）
38 goods 2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39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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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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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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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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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以)莫雷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43 plac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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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shopping 2 ['ʃɔpiŋ] n.购物，买东西 v.购物（shop的ing形式）
45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46 stores 2 [s'tɔːz]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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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taste 2 [teist] n.味道；品味；审美 vt.尝；体验 vi.尝起来；有…的味道 n.(Taste)人名；(法)塔斯特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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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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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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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Thompson 2 ['tɔmpsn] n.汤普森（姓）
52 three 2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53 want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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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55 who 2 pron.谁；什么人
56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57 young 2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50

(英、葡)扬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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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ut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60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61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2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63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64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65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66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67 ano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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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Asia 1 ['eiʃə] n.亚洲
69 Asian 1 ['eiʃən] n.亚洲人 adj.亚洲的；亚洲人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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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72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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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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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buying 1 n.买进 v.购买；获得；收买（buy的ing形式）
75 buys 1 [baɪ] vt. 购买；买；获得；收买；<俚>相信 vi. 买 n. 购买；便宜货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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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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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的）食品罐头
78

cen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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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1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80 clothing 1 ['kləuðiŋ] n.（总称）[服装]服装；帆装 v.覆盖（clothe的ing形式）；给…穿衣
81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82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83 cook 1 [kuk] vt.烹调，煮 vi.烹调，做菜 n.厨师，厨子 n.(Cook)人名；(英、印)库克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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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85 customer 1 ['kʌstəmə] n.顾客；家伙
86 discovered 1 英 [dɪ'skʌvə(r)] 美 [dɪ'skʌvər] v. 发现；偶然撞见；发觉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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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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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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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asy 1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90 eat 1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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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93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94 experts 1 英 ['ekspɜːt] 美 ['ekspɜːr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95 favori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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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foods 1 [fuːdz] n. 食品 名词food的复数形式.
97 forgetting 1 [fə'getɪŋ] n. 遗忘 动词forget的现在分词形式.
98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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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01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02 highly 1 ['haili] adv.高度地；非常；非常赞许地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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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home 1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88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Hong 1 [hɔŋ] n.（中国、日本的）行，商行 n.(Hong)人名；(中)洪(普通话·威妥玛)；(泰)鸿；(柬)洪
106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07 hugely 1 ['hju:dʒli] adv.巨大地；非常地
108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109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10 Indonesia 1 ['indəu'ni:zjə,-ʒə] n.印尼，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岛国）
111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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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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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14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15 Kong 1 [kɔŋ] n.钢；含锡砾石下的无矿基岩 n.(Kong)人名；(泰)空；(老、柬)贡
116 Korea 1 [kə'riə] n.韩国；朝鲜
117 lacks 1 [læk] n. 缺乏；无 v. 缺乏；不足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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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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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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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英)卢克

lo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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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low 1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121

人名；(英、德)洛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124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25 meal 1 [mi:l] n.一餐，一顿饭；膳食 vi.进餐
126 mi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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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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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minute

1 [ˈmɪnɪt] n.分，分钟；片刻，一会儿；备忘录，笔记；会议记录 vt.将…记录下来 adj.微小的，详细的[maɪˈnjuːt;US-

ˈnuːt;maɪˋn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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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30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31 nutrients 1 ['njuːtrɪənts] n. 营养素，营养物，营养品（名词nutrient的复数形式）
132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133 offers 1 英 ['ɒfə(r)] 美 ['ɔːfər] vt. 提供；提出；（卖方）出价；贡献 vi. 提议；出现；求婚 n. 提议；出价
134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35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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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opened 1 v.打开，开启（open过去分词形式） adj.开的
138 order 1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139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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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灭；驱逐

own 1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142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143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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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莱斯

price 1 [prais] n.价格；价值；代价 vt.给……定价；问……的价格 n.(Price)人名；(英)普赖斯；(法)普里斯；(葡、瑞典)普里塞
146 prices 1 [praɪs] n. 价格；代价；价值 v. 给…定价；估价；贴价格标签；比较价格
147 processed 1 [p'rəsest] adj. 经加工的；处理的 动词proc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8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149 reasonable 1 ['ri:zənəbl] adj.合理的，公道的；通情达理的
150 reducing 1 英 [rɪ'djuːsɪŋ] 美 [rɪ'duːsɪŋ] n. 减低；还原；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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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153 restaurants 1 餐馆
154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55 runs 1 [rʌnz] n.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
156 searched 1 ['sɜːtʃt] 动词search的过去式，动词search的过去分词
157 seem 1 [si:m] vi.似乎；像是；装作 n.(Seem)人名；(英)西姆
158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159 simple 1 ['simpl] adj.简单的；单纯的；天真的 n.笨蛋；愚蠢的行为；出身低微者 n.(Simple)人名；(法)桑普勒
160 simplicity 1 [sim'plisiti] n.朴素；简易；天真；愚蠢
161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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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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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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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spicy 1 ['spaisi] adj.辛辣的；香的，多香料的；下流的
166 students 1 [st'juːdnts] 学生
167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168 supermarkets 1 ['suːpəmɑːkɪts] 超市
169 Taiwan 1 ['tai'wɑ:n] n.台湾
170 Thailand 1 ['tailænd; -lənd] n.泰国（东南亚国家名）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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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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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173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74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175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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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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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tim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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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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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unlikely 1 [,ʌn'laikli] adj.不太可能的；没希望的 adv.未必
182 useful 1 ['ju:sful] adj.有用的，有益的；有帮助的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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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visited 1 v.拜访，访问（visit的过去式）
185 visiting 1 ['vizitiŋ] n.拜访，访问；参观 adj.参观的；游览的 v.参观（visit的现在分词）；拜访
186 VOA 1 英 [ˌviː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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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warn 1 [wɔ:n] vt.警告，提醒；通知 vi.发出警告，发出预告 n.(Warn)人名；(英)沃恩；(德)瓦恩
189 welcomed 1 ['welkəm] vt. 欢迎 adj. 受欢迎的 n. 欢迎 int. 欢迎(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
190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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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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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193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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