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6-15 [As It Is] New York Court Rules That an Elephant Is Not
a Person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2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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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o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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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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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n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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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8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7 zoo 7 [zu:] n.动物园 n.(Zoo)人名；(朝)朱；(阿拉伯)祖

8 court 6 [kɔ:t] n.法院；球场；朝廷；奉承 vt.招致（失败、危险等）；向…献殷勤；设法获得 vi.求爱 n.(Court)人名；(英)考特；
(法)库尔

9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 new 5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1 nonhuman 5 [ˌnɒn'hjuːmən] adj. 非人类的

12 of 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3 rights 5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14 s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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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6 York 5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17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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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9 being 4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20 Bronx 4 [brɔŋks] n.布朗克斯（纽约市最北端的一区）；布朗克斯鸡尾酒

21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2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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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pers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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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project 4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25 w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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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7 animals 3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28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9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30 h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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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legal 3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32 majority 3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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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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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animal 2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36 argued 2 英 ['ɑːɡju ]ː 美 ['ɑ rːɡju ]ː v. 说服；争论；辩论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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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annot 2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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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captivity 2 [kæp'tivəti] n.囚禁；被关

40 does 2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41 elephant 2 ['elifənt] n.象；大号图画纸

42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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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including 2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44 law 2 [lɔ:] n.法律；规律；法治；法学；诉讼；司法界 vi.起诉；控告 vt.控告；对…起诉 n.(La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
(英、缅、柬)劳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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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lives 2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47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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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right 2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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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supporters 2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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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53 abilities 1 [ə'bɪləti] n. 能力；才能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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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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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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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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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agreed 1 [ə'gri:d] adj.同意的；通过协议的 v.同意；赞成（agree的过去式）

60 appealed 1 [ə'piː l] n. 恳求；呼吁；上诉；吸引力 n. (体育比赛中)诉请裁决 v. 呼吁；有吸引力；求助；诉请

61 appeals 1 [ə'piː l] n. 恳求；呼吁；上诉；吸引力 n. (体育比赛中)诉请裁决 v. 呼吁；有吸引力；求助；诉请

62 apply 1 [ə'plai] vt.申请；涂，敷；应用 vi.申请；涂，敷；适用；请求

63 argument 1 ['ɑ:gjumənt] n.论证；论据；争吵；内容提要

64 arrived 1 [a'raɪvd] adj.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5 Asia 1 ['eiʃə] n.亚洲

66 associated 1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7 behalf 1 [bi'hɑ:f] n.代表；利益

68 beings 1 ['biː ɪŋz] n. 人；n

69 born 1 [bɔ:n] v.出世（bear的过去分词） adj.天生的 n.(Born)人名；(柬)邦；(英、西、俄、捷、德、瑞典、匈)博恩

70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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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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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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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captured 1 英 ['kæptʃə(r)] 美 ['kæptʃər] vt. 捕获；占领；夺取；吸引；(用照片等)留存 n. 捕获；战利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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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case 1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77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78 chimpanzee 1 [,tʃimpən'zi:] n.[脊椎]黑猩猩

79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80 closely 1 ['kləusli] adv.紧密地；接近地；严密地；亲近地

81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82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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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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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86 destabilizing 1 [ˌdiː 'steɪbəlaɪz] v. 使不稳定；使动摇

87 disagreed 1 [ˌdɪsə'ɡriː ] v. 不同意；不一致；有分歧；不适应；不适宜

88 dispute 1 [dis'pju:t, 'dis-] vt.辩论；怀疑；阻止；抗拒 vi.争论 n.辩论；争吵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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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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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door 1 [dɔ:] n.门；家，户；门口；通道 n.(Door)人名；(英)多尔

91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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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tent 1 [ik'stent] n.程度；范围；长度

94 failed 1 [feild] adj.已失败的，不成功的 v.失败，不成功（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5 farm 1 [fɑ:m] vi.种田，务农；经营农场 n.农场；农家；畜牧场 vt.养殖；耕种；佃出（土地）

96 founder 1 ['faundə] vi.失败；沉没；倒塌；变跛 vt.破坏；使摔倒；垮掉 n.创始人；建立者；翻沙工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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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friedell 1 n. 弗里德尔

99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100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01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102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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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105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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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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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highest 1 ['haiist] adj.最高的

109 hill 1 [hil] n.小山；丘陵；斜坡；山冈 n.(Hill)人名；(法、西)伊尔；(德、英、匈、捷、罗、芬、瑞典)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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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illegally 1 [i'li:gəli] adv.非法地

112 impact 1 n.影响；效果；碰撞；冲击力 vt.挤入，压紧；撞击；对…产生影响 vi.影响；撞击；冲突；压紧（on，upon，with）

113 imprisoned 1 [ɪm'prɪzn] v. 监禁；关押；束缚

114 independent 1 [,indi'pendənt] adj.独立的；单独的；无党派的；不受约束的 n.独立自主者；无党派者

115 inhumane 1 [,imhju:'mein] adj.残忍的；无人情味的

116 intelligent 1 [in'telidʒent] adj.智能的；聪明的；理解力强的

117 involved 1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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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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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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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Judges 1 ['dʒʌdʒiz] n.士师记（又译《民长记》，旧约全书之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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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leave 1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124 liberty 1 ['libəti] n.自由；许可；冒失 n.(Liberty)人名；(英)利伯蒂

125 ll 1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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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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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128 major 1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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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31 Michael 1 ['maikəl] n.迈克尔（男子名）

132 modern 1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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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5 nam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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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neither 1 ['naiðə, 'ni:-] conj.也不；既不 adv.两个都不；既不……也不 adj.两者都不的 pron.两者都不

137 nor 1 [nɔ:, 弱 nə] conj.也不；也不是 adv.也不；也没有 n.(Nor)人名；(中)挪(广东话·威妥玛)；(马来、俄)诺尔；(柬)诺

138 nrp 1 =Noise Reduction Panel 噪声消减小组委员会[英]

139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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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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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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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44 pets 1 abbr.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系统（=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 n. 宠物（pet的复数形式）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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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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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prison 1 ['prizən] n.监狱；监禁；拘留所 vt.监禁，关押 n.(Prison)人名；(德)普里松

148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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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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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ruled 1 [ru lː] n. 规则；条例；习惯；统治；直尺 v. 支配；统治；画直线

152 rules 1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53 ruling 1 ['ru:liŋ] adj.统治的；主要的；支配的；流行的，普遍的 n.统治，支配；裁定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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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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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157 society 1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158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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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Sta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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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steven 1 ['sti:vən] n.史蒂文（男子名）

162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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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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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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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tommy 1 ['tɔmi] n.实物工资制；定位销钉 n.(Tommy)人名；(英、瑞典、法)汤米

167 to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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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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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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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170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71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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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unjust 1 [,ʌn'dʒʌst] adj.不公平的，不公正的；非正义的

174 upstate 1 ['ʌp'steit] adj.北部的；偏僻的 n.州的北部 adv.在州的北部；在州内远离大城市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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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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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warned 1 英 [wɔː n] 美 [wɔː 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178 watched 1 英 [wɒtʃ] 美 [wɑ tːʃ] v. 注视；看守；观看 n. 手表；监视；看守；值班

179 w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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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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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182 wild 1 [waild] adj.野生的；野蛮的；狂热的；荒凉的 n.荒野 adv.疯狂地；胡乱地 n.(Wild)人名；(英)怀尔德；(法、德、葡、捷、
匈)维尔德

183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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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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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wise 1 [waiz] adj.明智的；聪明的；博学的 vt.使知道；教导 vi.了解 n.(Wise)人名；(英)怀斯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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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worthy 1 ['wə:ði] adj.值得的；有价值的；配得上的，相称的；可尊敬的；应…的 n.杰出人物；知名人士 n.(Worthy)人名；(英)沃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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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190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91 zoos 1 [zu ]ː n. 动物园；拥挤杂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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