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8-31 [Health and Lifestyle] Cuban Dancer Performing again
with Help from Specialists 词汇表词汇表

1 account 1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2 acosta 1 n. 阿科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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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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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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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gain 4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7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8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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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1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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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ndrew 2 ['ændru:] n.安德鲁（男子名）

14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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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rms 2 [a:mz] n.臂（arm的复数）；[军]武器；纹章 v.武装；配备（arm的三单形式） n.(Arms)人名；(英)阿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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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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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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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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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thlete 1 ['æθli:t] n.运动员，体育家；身强力壮的人

22 attacks 1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23 ballet 10 ['bælei, bæ'lei] n.芭蕾舞剧；芭蕾舞乐曲 n.(Ballet)人名；(西)巴列特；(法)巴莱

24 Barr 1 abbr.翻转形态（BumpandRunReversal） n.(Barr)人名；(英、法、德、阿拉伯)巴尔

25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26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27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28 best 1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29 body 1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30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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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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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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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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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hanges 1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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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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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hile 1 ['tʃili] n.智利（南美洲国家）

38 comment 3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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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ompanies 1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41 comp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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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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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43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44 crippled 2 英 ['krɪpld] 美 ['krɪpəld] adj. 跛的；伤残的 动词cripp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45 Cuba 4 ['kju:bə] n.古巴（拉丁美洲国家）

46 Cuban 4 ['kju:bən] n.古巴人 adj.古巴的；古巴人的

47 dance 1 [dɑ:ns, dæns] n.舞蹈；舞会；舞曲 vi.跳舞；跳跃；飘扬 vt.跳舞；使跳跃 adj.舞蹈的；用于跳舞的 n.(Dance)人名；(英)丹
斯；(法)当斯

48 dancer 5 ['dɑ:nsə] n.舞蹈家；舞蹈演员；舞女；跳舞者 n.(Dancer)人名；(英)丹瑟

49 dancers 3 ['dɑːnsəz] 楼梯

50 dancing 2 ['dɑ:nsiŋ] n.跳舞；舞蹈 v.跳舞；摇晃（danc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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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53 dream 1 [dri:m] vi.梦想；做梦，梦见；想到 n.梦想，愿望；梦 vt.梦想；做梦；想到 adj.梦的；理想的；不切实际的

54 Dreams 1 [driː mθ] n. 梦想 名词dream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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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lite 2 [ei'li:t, i'li:t] n.精英；精华；中坚分子

57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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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ssential 1 [i'senʃəl] adj.基本的；必要的；本质的；精华的 n.本质；要素；要点；必需品

59 exercises 1 ['eksəsaiz] n.练习题，演习；运动

60 famous 1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61 finished 1 ['finiʃt] adj.完结的，完成的；精巧的 v.完成；结束；毁掉（finish的过去分词形式）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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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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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Fuentes 1 富恩特斯（人名） 丰特斯（地名）

66 function 1 ['fʌŋkʃən] n.功能；[数]函数；职责；盛大的集会 vi.运行；活动；行使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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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Guillain 1 吉兰

69 h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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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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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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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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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h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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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75 healthy 2 ['helθi] adj.健康的，健全的；有益于健康的

76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77 help 2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普

78 help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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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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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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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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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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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85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86 immune 2 [i'mju:n] adj.免疫的；免于……的，免除的 n.免疫者；免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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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importance 1 [im'pɔ:təns] n.价值；重要；重大；傲慢

88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89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90 i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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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infection 1 [in'fekʃən] n.感染；传染；影响；传染病

92 intense 1 [in'tens] adj.强烈的；紧张的；非常的；热情的

93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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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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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joined 1 [dʒɔɪnd]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97 knowledge 1 ['nɔlidʒ] n.知识，学问；知道，认识；学科 n.(Knowledge)人名；(南非)诺利奇

98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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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legs 2 ['leɡz] n.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

101 leve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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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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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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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mantua 1 ['mæntjuə:] n.女外套

106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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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me 1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109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10 medical 2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111 mentally 1 ['mentəli] adv.精神上，智力上；心理上

112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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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move 2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15 movement 1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116 national 5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17 Nelson 1 ['nelsən] n.压住对方头部或颈后及一臂或二臂的手法 n.(Nelson)人名；(英、俄)纳尔逊；(德、西、葡、瑞典)内尔松

118 nerves 1 [nɜːvs] n. 神经紧张 名词nerve的复数形式.

119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20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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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of 1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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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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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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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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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28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29 performances 1 [pə'fɔː mənsɪz] 性能

130 performing 1 [pə'fɔ:miŋ] adj.表演的；履行的 v.表演（perform的ing形式）；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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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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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physical 4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133 physically 1 ['fizikli] adv.身体上，身体上地

134 physiotherapist 1 [,fiziəu'θerəpist] n.理疗家；理疗医师

135 physiotherapists 4 n.理疗医师( physiotherapist的名词复数 )

136 plac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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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38 preparation 1 [,prepə'reiʃən] n.预备；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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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preserve 1 vt.保存；保护；维持；腌；禁猎 n.保护区；禁猎地；加工成的食品；（某人或群体的）专门活动

141 problem 2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142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143 protects 1 [prə'tekt] v. 保护；投保

144 rare 1 adj.稀有的；稀薄的；半熟的 adj.杰出的；极度的；非常好的 adv.非常；极其 vi.用后腿站起；渴望

145 reached 1 到达

146 reaching 1 [riː tʃ] v. 到达；伸出；达成；取得联系；延伸；（伸手）去够 n. 范围；影响力；河段；等级

147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48 recover 2 [ri'kʌvə] vt.恢复；弥补；重新获得 vi.恢复；胜诉；重新得球 n.还原至预备姿势 n.(Recover)人名；(西)雷科韦尔

149 recovery 1 [ri'kʌvəri] n.恢复，复原；痊愈；重获

150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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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tore 1 [ri'stɔ:] vt.恢复；修复；归还 vi.恢复；还原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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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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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56 rural 1 ['ruərəl] adj.农村的，乡下的；田园的，有乡村风味的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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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伯)赛义德

158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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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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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sharing 1 英 ['ʃeərɪŋ] 美 ['ʃerɪŋ] n. 共享；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

162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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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shortly 1 ['ʃɔ:tli] adv.立刻；简短地；唐突地

164 si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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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166 smith 2 [smiθ] n.铁匠；锻工；制作者 vt.锻制 vi.锻打金属；当锻工

167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168 specialists 1 ['speʃəlɪsts] n. 专家；专科医生 名词speacialist的复数.

169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0 stay 1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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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students 1 [st'juːdnts] 学生

173 symptoms 1 ['sɪmptəmz] n. 症候 名词symptom的复数形式.

174 syndrome 2 n.[临床]综合症状；并发症状；校验子；并发位 n.(Syndrome)人名；(英)辛德罗姆

175 system 4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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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team 5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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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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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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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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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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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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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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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187 town 1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188 unable 2 [ʌn'eibl] adj.不会的，不能的；[劳经]无能力的；不能胜任的

189 use 1 [ju:z] n.使用；用途；发挥 vt.利用；耗费 vi.使用，运用 n.(Use)人名；(德)乌泽

190 vald 1 瓦尔德

191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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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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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wal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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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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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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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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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western 1 ['westən] adj.西方的，西部的；有西方特征的 n.西方人；西部片，西部小说 n.(Western)人名；(英)韦斯顿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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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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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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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who 2 pron.谁；什么人

203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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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worker 1 ['wə:kə] n.工人；劳动者；职蚁 n.(Worker)人名；(英)沃克

206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07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08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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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11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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