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0-23 [Education Report] How Difficult Should Organic
Chemistry B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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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students 22 [st'juːdnts] 学生

4 they 20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5 of 1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6 said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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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tha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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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nd 1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9 is 1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 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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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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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not 1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3 o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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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sh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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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mistry 10 ['kemistri] n.化学；化学过程

16 Jones 10 [dʒəunz] n.琼斯（姓氏）

17 class 9 n.阶级；班级；种类；班；等级 vt.分类；把…分等级；把…归入某等级，把…看作（或分类、归类）；把…编入某一班
级 adj.极好的；很好的，优秀的，出色的 vi.属于…类（或等级），被列为某类（或某级） n.（英、德）克拉斯（人名）

18 grades 9 [ɡ'reɪdz] n. （评分）等级；技巧水平；阶段（名词grade的复数形式） v. 分级；评分；渐次变化（grade的第三人称单数
形式）

19 O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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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ca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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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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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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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link 7 [liŋk] n.[计]链环，环节；联系，关系 vt.连接，连结；联合，结合 vi.连接起来；联系在一起；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
(Link)人名；(英、德、塞、捷、匈、瑞典)林克

24 thei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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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bo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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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7 should 6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8 study 6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29 university 6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30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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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lasses 5 [kla:siz] n.级别，阶级（class复数形式）

32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33 grading 5 ['greidiŋ] n.分阶段；定等级；坡度缓和 v.定等级；减缓坡度（grade的现在分词形式）

34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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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how 5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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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organic 5 [ɔ:'gænik] adj.[有化]有机的；组织的；器官的；根本的

37 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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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驱逐

38 people 5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39 some 5 adj.一些；某个；大约；相当多的 pron.一些；若干；其中的一部分；（数量不确切时用）有些人 adv.非常；相当；<美>
稍微

40 w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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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you 5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42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43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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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did 4 [did] v.做（do的过去式）

45 grade 4 [greid] n.年级；等级；成绩；级别；阶段 vt.评分；把…分等级 vi.分等级；逐渐变化 n.(Grade)人名；(英)格雷德；(法、
德、西、葡、塞、瑞典)格拉德

46 his 4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47 new 4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48 professor 4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49 teaching 4 ['ti:tʃiŋ] n.教学；教义 v.教学；教导（teach的ing形式）

50 think 4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51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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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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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felt 3 [felt] n.毡；毡制品 vi.粘结 vt.使粘结；把…制成毡 v.感觉（feel的过去式） n.(Felt)人名；(英、罗、芬、捷、瑞典)费尔特

55 having 3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56 here 3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57 if 3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58 known 3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59 learned 3 ['lə:nid] adj.博学的；有学问的；学术上的 n.(Learned)人名；(英)勒尼德

60 lo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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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英、德)洛

61 mad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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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63 medical 3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64 method 3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65 professors 3 [prə'fesəz] 大学教授

66 school 3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67 se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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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side 3 [said] n.方面；侧面；旁边 vi.支持；赞助；偏袒 adj.旁的，侧的 vt.同意，支持 n.(Side)人名；(英)赛德

69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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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subjec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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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system 3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72 term 3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73 them 3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74 there 3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75 told 3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76 way 3 [wei] n.方法；道路；方向；行业；习惯 adv.大大地；远远地 adj.途中的 n.(Way)人名；(中)见Wei；(英、缅)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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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who 3 pron.谁；什么人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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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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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wor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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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81 abilities 2 [ə'bɪləti] n. 能力；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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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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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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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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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88 blame 2 ['bleim] vt.责备；归咎于 n.责备；责任；过失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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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California 2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91 chances 2 英 [tʃɑːns] 美 [tʃæns] n. 可能性；机会；偶然性 v. 偶然发生；碰巧；冒 ... (的险)

92 changes 2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93 college 2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94 coming 2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95 comments 2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96 demonstrate 2 ['demənstreit] vt.证明；展示；论证 vi.示威

97 difficult 2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98 easier 2 [英 ['i:zɪə] 美 ['i:zɪr]] adj.更简单；容易些（easy的比较级形式）；较早的

99 end 2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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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quitable 2 ['ekwitəbl] adj.公平的，公正的；平衡法的

102 faculty 2 ['fækəlti] n.科，系；能力；全体教员

103 fair 2 [fεə] adj.公平的；美丽的，白皙的；[气象]晴朗的 adv.公平地；直接地；清楚地 vi.转晴 n.展览会；市集；美人 n.(Fair)人
名；(英、芬)费尔

104 fault 2 [fɔ:lt] n.故障；[地质]断层；错误；缺点；毛病；（网球等）发球失误 vi.弄错；产生断层 vt.（通常用于疑问句或否定
句）挑剔

105 flip 2 [flip] vt.掷；轻击 vi.用指轻弹；蹦跳 adj.无礼的；轻率的 n.弹；筋斗

106 g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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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given 2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108 hi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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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idea 2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110 learn 2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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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limit 2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113 meet 2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114 multiple 2 ['mʌltipl] adj.多重的；多样的；许多的 n.倍数；[电]并联

115 no 2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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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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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only 2 ['əunli] adv.只，仅仅；不料 adj.唯一的，仅有的；最合适的 conj.但是；不过；可是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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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percentage 2 [pə'sentidʒ] n.百分比；百分率，百分数

121 poorly 2 ['puəli, 'pɔ:-] adv.贫穷地；贫乏地；不充分地 adj.身体不舒服的；心情恶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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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prove 2 [pru:v] vt.证明；检验；显示 vi.证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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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several 2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125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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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specifications 2 [spesɪfɪ'keɪʃnz] n. 规范；说明书 名词specification的复数形式.

127 speed 2 [spi:d] vi.超速，加速；加速，迅速前行；兴隆 n.速度，速率；迅速，快速；昌盛，繁荣 vt.加快…的速度；使成功，使
繁荣 n.(Speed)人名；(英)斯皮德

128 start 2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129 still 2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130 student 2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131 taught 2 [tɔ:t] v.教授（teach的过去分词）

132 test 2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133 tests 2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134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35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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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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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tim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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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to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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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41 up 2 [ʌp] adv.起来；上涨；向上 prep.在…之上；向…的较高处 adj.涨的；起床的；向上的 n.上升；繁荣

142 ve 2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143 VOA 2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144 ways 2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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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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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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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without 2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149 works 2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150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151 wrote 2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152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53 York 2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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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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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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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affect 1 [ə'fekt, 'æfekt] vt.影响；感染；感动；假装 vi.倾向；喜欢 n.情感；引起感情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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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ahead 1 adj.向前；在前的；领先 adv.向前地；领先地；在（某人或某事物的）前面；预先；在将来，为未来

160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61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62 andrew 1 ['ændru:] n.安德鲁（男子名）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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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appeal 1 [ə'pi:l] vi.呼吁，恳求；上诉；诉诸，求助；有吸引力，迎合爱好；（体育比赛中）诉诸裁判 n.呼吁，请求；吸引力，
感染力；上诉；诉诸裁判 vt.将…上诉，对…上诉

165 argued 1 英 ['ɑːɡju ]ː 美 ['ɑ rːɡju ]ː v. 说服；争论；辩论

166 attempts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167 autumn 1 ['ɔ:təm] n.秋天；成熟期；渐衰期，凋落期 adj.秋天的，秋季的 n.(Autumn)人名；(英)奥特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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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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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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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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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174 book 1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175 bring 1 vt.拿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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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177 calculate 1 ['kælkjuleit] vi.计算；以为；作打算 vt.计算；预测；认为；打算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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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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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181 chance 1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182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183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4 clearly 1 ['kliəli] adv.清晰地；明显地；无疑地；明净地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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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closing 1 ['kləuziŋ] adj.收盘的；结束的；结尾的 n.结尾辞 v.关闭（close的ing形式）

187 come 1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188 comparative 1 [kəm'pærətiv] adj.比较的；相当的 n.比较级；对手

189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190 considering 1 [kən'sidəriŋ] prep.考虑到；就...而论 conj.考虑到 v.考虑到（consider的ing形式）

191 contract 1 ['kɔntrækt, kən'trækt] vi.收缩；感染；订约 vt.感染；订约；使缩短 n.合同；婚约

192 contracts 1 英 ['kɒntrækt] 美 ['kɑːntrækt] n. 合同；婚约；合约；契约 v. 缩小；订合同；缩短；感染（疾病）；招致

193 conversations 1 n. 会话（conversation的复数）

194 covid 1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195 cruz 1 n.（西）克鲁兹（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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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dealing 1 ['di:liŋ] n.交易；行为

198 decided 1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199 defended 1 [dɪ'fend] v. 防守；防护；辩护

200 defined 1 [dɪ'faɪnd] adj. 有定义的；明确的，确定的，清晰的；轮廓分明的 v. 规定；限定；定义；解释（动词define的过去式和
过去分词）

201 demanding 1 [di'mɑ:ndiŋ] adj.苛求的；要求高的；吃力的 v.要求；查问（demand的ing形式）

202 departments 1 [dɪ'pɑ tːmənts] 政府部门

203 determine 1 v.（使）下决心，（使）做出决定 vt.决定，确定；判定，判决；限定 vi.确定；决定；判决，终止；[主用于法律]
了结，终止，结束

204 dismiss 1 vt.解散；解雇；开除；让...离开；不予理会、不予考虑 vi.解散

205 doctor 1 vt.修理；篡改，伪造；为…治病；授以博士学位 n.医生；博士 vi.就医；行医

206 document 1 n.文件，公文；[计]文档；证件 vt.记录，记载

207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208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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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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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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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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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education 1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213 effects 1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214 eighty 1 ['eiti] n.八十；八十岁；八十年代 adj.八十的，八十个的；八十岁的 num.八十

215 employer 1 [im'plɔiə] n.雇主，老板

216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217 evaluate 1 [i'væljueit] vt.评价；估价；求…的值 vi.评价；估价

218 evaluating 1 [ɪ'væljʊeɪtɪŋ] n. 评估 动词evaluate的现在分词.

219 evaluation 1 [i,vælju'eiʃən] n.评价；[审计]评估；估价；求值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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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verybody 1 ['evri,bədi] pron.每个人；人人

222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223 fairly 1 ['fεəli] adv.相当地；公平地；简直 n.(Fairly)人名；(英)费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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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faults 1 [fɔː lt] n. 缺点；故障；过错；[地]断层 v. 找 ... 错误

226 feel 1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227 fell 1 [fel] adj.凶猛的；毁灭性的 vt.砍伐；打倒；击倒 n.[林]一季所伐的木材；折缝；兽皮 v.掉下；摔倒；下垂；变坏（fall的过
去式） n.(Fell)人名；(英、法、德)费尔

228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229 fire 1 ['faiə] n.火；火灾；炮火；炉火；热情；激情；磨难 vt.点燃；解雇；开除；使发光；烧制；激动；放枪 vi.着火；射击；开
枪；激动；烧火

230 fired 1 n.因祸得福（电影名） f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1 firing 1 ['faiəriŋ] n.开火；烧制；解雇；生火 v.开火；烧制；解雇（fire的ing形式）；点燃；激励 n.(Firing)人名；(英)法尔林

232 former 1 ['fɔ:mə] adj.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n.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n.(Former)人名；(法)福尔梅；(德、捷)福尔默

233 forward 1 ['fɔ:wəd] adj.向前的；早的；迅速的 adv.向前地；向将来 vt.促进；转寄；运送 n.前锋 n.(Forward)人名；(英)福沃德

234 friedell 1 n. 弗里德尔

235 gap 1 n.间隙；缺口；差距；分歧 vi.裂开 vt.使形成缺口

236 generation 1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237 geri 1 格里 n.(Geri)人名；(意)杰里；(法)热里；(匈、土)盖里；(英)格里

238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239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240 goals 1 ['ɡəʊlz] n.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

241 go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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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got 1 [gɔt] v.得到，明白（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Got)人名；(法)戈；(西、匈、瑞典)戈特

243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244 guide 1 [gaid] n.指南；向导；入门书 vt.引导；带领；操纵 vi.担任向导 n.(Guide)人名；(法、葡)吉德

245 harder 1 [ha:də] adj.更难的；更努力的；更坚固的（hard的比较级） n.(Harder)人名；(英、德、瑞典)哈德

246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247 highest 1 ['haiist] adj.最高的

248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249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250 hurt 1 [hə:t] vt.使受伤；损害；使疼痛；使痛心 vi.感到疼痛；有坏处；带来痛苦 n.痛苦；危害；痛苦的原因 adj.受伤的；痛苦
的；受损的 n.(Hurt)人名；(德、匈、捷)胡特；(英)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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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253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254 instruction 1 [in'strʌkʃən] n.指令，命令；指示；教导；用法说明

255 into 1 ['intu:, -tu, -tə] prep.到…里；深入…之中；成为…状况；进入到…之内 n.(Into)人名；(芬、英)因托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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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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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Irvine 1 ['ə:vin] n.警官

258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259 Jill 1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260 job 1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261 judge 1 [dʒʌdʒ] vt.判断；审判 n.法官；裁判员 vi.审判；判决 n.(Judge)人名；(英)贾奇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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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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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keeping 1 ['ki:piŋ] n.保管；一致；协调；遵守 v.保持；遵守（keep的ing形式）

264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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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267 leve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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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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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Maitland 1 n.(Maitland)人名；(英、阿拉伯)梅特兰

270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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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middle 1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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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mistake 1 [mi'steik] n.错误；误会；过失 vt.弄错；误解 vi.弄错；误解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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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277 necessarily 1 ['nesəsərəli, ,nesə'serəli] adv.必要地；必定地，必然地

278 negative 1 ['negətiv] adj.[数]负的；消极的；否定的；阴性的 n.否定；负数；[摄]底片 vt.否定；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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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offered 1 ['ɒfəd] v. 提供；奉献；提议 vbl. 提供；奉献；提议

281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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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opposite 1 ['ɔpəzit, -sit] adj.相反的；对面的；对立的 n.对立面；反义词 prep.在…的对面 adv.在对面

284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85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86 overall 1 ['əuvərɔ:l, ,əuvə'rɔ:l] adj.全部的；全体的；一切在内的 adv.全部地；总的说来 n.工装裤；罩衫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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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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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penalize 1 ['pi:nəlaiz] vt.处罚；处刑；使不利

290 penalizing 1 ['piː nəlaɪz] v. 处罚；使不利

291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292 permits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293 persons 1 ['pɜːsnz] n. 人们 名词person的复数形式.

294 plural 1 ['pluərəl] adj.复数的 n.复数

295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96 prepared 1 adj.准备好的 v.准备（prepar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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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princeton 1 ['prinstən] n.普林斯顿（美国新泽西州中部的自治市镇）

299 progress 1 ['prəugres, 'prɔ-, prəu'gres] n.进步，发展；前进 vi.前进，进步；进行 n.(Progress)人名；(赞)普罗格雷斯

300 projects 1 [p'rədʒekts] [ projected ]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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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proposed 1 英 [prəʊ'pəʊzd] 美 [prə'poʊzd] adj. 被提议的

302 punish 1 ['pʌniʃ] vt.惩罚；严厉对待；贪婪地吃喝 vi.惩罚

303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304 ranked 1 [ræŋk] n. 等级；阶层；排；列 v. 排列；分等级；列为；排名，排位 adj. 繁茂的；讨厌的

305 rather 1 ['rɑ:ðə, 'ræ-] adv.宁可，宁愿；相当 int.当然啦（回答问题时用） n.(Rather)人名；(英)拉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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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receive 1 [ri'si:v] 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308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309 reconsider 1 [,ri:kən'sidə] vt.重新考虑；重新审议 vi.重新考虑

310 remembering 1 [ri'membəriŋ] n.回忆，记住 v.记住（remember的现在分词）；想起

311 renee 1 [ri'nei] n.蕾妮（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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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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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representative 1 [,repri'zentətiv] adj.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代议制的 n.代表；典型；众议员

315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316 requirement 1 [ri'kwaiəmənt] n.要求；必要条件；必需品

317 retiring 1 [ri'taiəriŋ] adj.退休的；不善社交的；过隐居生活的 v.退休（retire的ing形式）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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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Robbins 1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320 sanction 1 ['sæŋ,kʃən] n.制裁，处罚；认可；支持 vt.制裁，处罚；批准；鼓励

321 santa 1 ['sæntə] n.圣诞老人（等于SantaClaus）

322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323 schools 1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324 scoring 1 ['skɔ:riŋ] n.得分；刻痕；总谱 adj.得分的 v.得分（score的ing形式）；刻痕；记下

325 seeing 1 ['si:iŋ] n.看见；视觉；观看；视力 conj.因为；由于；鉴于 adj.看见的；有视觉的 v.看见（see的ing形式）

326 seem 1 [si:m] vi.似乎；像是；装作 n.(Seem)人名；(英)西姆

327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328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329 share 1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330 sharply 1 ['ʃa:pli] adv.急剧地；锐利地

331 sho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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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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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signed 1 [saind] adj.有符号的；已签字的；有正负之分的 v.署名；写下；预示；示意（sign的过去分词）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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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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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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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slower 1 英 [sləʊər] 美 [sloʊər] adj. 慢一点 形容词slow的比较级.

339 smith 1 [smiθ] n.铁匠；锻工；制作者 vt.锻制 vi.锻打金属；当锻工

340 solving 1 ['sɒlvɪŋ] n. 解决办法 动词solve的现在分词形式.

341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342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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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source 1 [sɔ:s] n.来源；水源；原始资料 n.(Source)人名；(法)苏尔斯

344 specification 1 [,spesifi'keiʃən] n.规格；说明书；详述

345 spokesman 1 ['spəuksmən] n.发言人；代言人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346 spring 1 [spriŋ] n.春天；弹簧；泉水；活力；跳跃 adj.春天的 vi.生长；涌出；跃出；裂开 vt.使跳起；使爆炸；突然提出；使弹
开 n.(Spring)人名；(德)施普林；(英、芬、瑞典)斯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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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starting 1 ['stɑ tː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349 suggested 1 [sə'dʒestɪd] adj. 建议的；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50 summer 1 ['sʌmə] n.夏季；全盛时期 vi.避暑；过夏天 adj.夏季的 n.(Summer)人名；(德)祖默；(英)萨默

351 supported 1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52 systemic 1 [si'stemik, -'sti:-] adj.系统的；全身的；体系的

353 systems 1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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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teach 1 [ti:tʃ] vt.教；教授；教导 vi.教授；讲授；当老师 n.(Teach)人名；(英)蒂奇

356 teachers 1 ['titʃə:s] n.教师（teacher的复数形式）

357 terrible 1 ['terəbl] adj.可怕的；很糟的；令人讨厌的 adv.很，非常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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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360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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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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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thoughtful 1 ['θɔ:tful] adj.深思的；体贴的；关切的

364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365 toge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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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truly 1 ['tru:li] adv.真实地，不假；真诚地 n.(Truly)人名；(英)特鲁利

367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368 unhappy 1 [,ʌn'hæpi] adj.不快乐的；不幸福的；不适当的

369 universities 1 英 [ˌjuːnɪ'vɜːsəti] 美 [ˌjuːnɪ'vɜ rːsəti] n. 大学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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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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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373 videos 1 英 ['vɪdiəʊ] 美 ['vɪdioʊ] n. 录像；视频 v. 录制电视节目 adj. 视频的；录像的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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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76 watching 1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377 weeded 1 ['wi:did] adj.铲除了野草的 v.铲除野草（weed的过去式）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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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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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 worried 1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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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younger 1 ['jʌŋə, 'jʌŋgə] n.年纪较小者；幼辈 adj.较年轻的 n.(Younger)人名；(英)扬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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