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1-04 [Education Report] Courses on Taylor Swift, Lana Del
Rey Not Just Easy Listening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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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bou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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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tive 1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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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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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ges 1 [eɪdʒ] n. 年龄；时代；时期；长时间 v. （使）变老；（使）陈化

7 album 1 ['ælbəm] n.相簿；唱片集；集邮簿；签名纪念册

8 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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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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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2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3 and 3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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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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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rtists 1 英 ['a:tists] 美 ['ɑ:tists] n. 艺术家（名词artist的复数形式）

18 a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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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ssign 1 [ə'sain] vt.分配；指派；[计][数]赋值 vi.将财产过户（尤指过户给债权人）

20 assigned 1 [ə'saɪnd] v. 分配；转让；把…归因于（assig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 给定的；赋予的，已知的

21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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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ttitude 1 ['ætɪtjuːd, -tuːd] n.态度；看法；意见；姿势

23 attitudes 1 n. 态度 名词attitude的复数形式.

24 Austin 1 ['ɔ:stin] n.奥斯丁（人名）；英国制汽车牌名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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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ecause 4 [bi'kɔz] conj.因为

27 between 2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28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29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30 branding 2 ['brændiŋ] n.品牌化，品牌术 v.在…上加商标；使显得独一无二（brand的现在分词） n.(Branding)人名；(德)布兰丁

31 breaking 1 ['breikiŋ] n.破坏；阻断 v.破坏（break的ing形式）

32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33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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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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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call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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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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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arrying 1 ['kærɪɪŋ] adj. 运送的；运输的 n. 运送；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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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entury 1 ['sentʃuri] n.世纪，百年；（板球）一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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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haracter 1 ['kærəktə] n.性格，品质；特性；角色；[计]字符 vt.印，刻；使具有特征 n.(Character)人名；(英)克拉克特

42 clas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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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lasses 2 [kla:siz] n.级别，阶级（class复数形式）

44 classroom 1 ['klɑ:srum] n.教室

45 Clive 1 [klaiv] n.克莱夫（男子名）

46 closely 2 ['kləusli] adv.紧密地；接近地；严密地；亲近地

47 co 1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48 combination 1 [,kɔmbi'neiʃən] n.结合；组合；联合；[化学]化合

49 commentary 1 ['kɔməntəri] n.评论；注释；评注；说明

50 complex 2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51 connecting 1 [kə'nektiŋ] n.连接；管接头，套管 adj.[计]连接的 v.连接（connect的ing形式）

52 connection 2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53 connections 1 [kə'nektʃənz] n. 连接点 名词connection的复数形式.

54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55 constant 1 ['kɔnstənt] adj.不变的；恒定的；经常的 n.[数]常数；恒量 n.(Constant)人名；(德)康斯坦特

56 constantly 1 ['kɔnstəntli] adv.不断地；时常地

57 control 2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58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59 course 7 n.科目；课程；过程；进程；道路；路线，航向；一道菜 vt.追赶；跑过 vi.指引航线；快跑

60 courses 1 ['kɔː sɪz] n. 课程；路线（course的复数）

61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62 creates 1 [kri'ː eɪts] n. 创立 创建.

63 critic 1 ['kritik] n.批评家，评论家；爱挑剔的人

64 criticism 1 ['krɪtɪsɪzəm] n.批评；考证；苛求

65 cultural 1 ['kʌltʃərəl] adj.文化的；教养的

66 culture 1 ['kʌltʃə] n.文化，文明；修养；栽培 vt.[细胞][微]培养（等于cultivate）

67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68 day 1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土)达伊

69 dealing 1 ['di:liŋ] n.交易；行为

70 deals 1 [diː l] n. 协定；交易；大量 v. 应付；分配；处理；交易；经营

71 deeply 1 ['di:pli] adv.深刻地；浓浓地；在深处

72 del 10 [del] n.删除文件；[数]倒三角形 n.(Del)人名；(匈)戴尔；(柬)德

73 describes 1 [dɪ'skraɪb] vt. 描述；说成；形容；画(尤指几何图形)

74 designed 1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75 details 1 n.细节（detail的复数）；详细资料 v.详细说明（detail的三单形式）

76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77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78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79 discuss 1 [dis'kʌs] vt.讨论；论述，辩论

80 discussed 1 [dɪs'kʌst] adj. 被讨论的；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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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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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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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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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ase 1 [i:z] vt.减轻，缓和；使安心 n.轻松，舒适；安逸，悠闲 vi.减轻，缓和；放松；灵活地移动

86 eas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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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lizabeth 1 [i'lizəbəθ] n.伊丽莎白（女子名）

88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89 embed 1 [im'bed] vt.栽种；使嵌入，使插入；使深留脑中

90 embedded 1 [im'bedid] adj.嵌入式的；植入的；内含的 v.嵌入（emb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91 emotion 1 [i'məuʃən] n.情感；情绪

92 empowering 1 [ɪm'paʊərɪŋ] n. 授权，允许；【中药学】相使 动词empower的现在分词形式

93 empowerment 1 [im'pauəmənt] n.许可，授权

94 e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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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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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ssays 1 ['eseɪ] n. 论文；短评；散文；试图 vt. 尝试

97 establishing 1 [ɪ'stæblɪʃ] v. 建立；确立；创办；安顿

98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99 European 1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100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101 everyday 1 ['evridei] adj.每天的，日常的 n.平时；寻常日子

102 examine 1 [ig'zæmin] vt.检查；调查；检测；考试 vi.检查；调查

103 examined 1 [ɪg'zæmɪnd] adj. 检查过的；诊察过的；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4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105 experienced 1 [ik'spiəriənst] adj.老练的，熟练的；富有经验的

106 explained 1 [ɪksp'leɪnd] v. 解释；说明 vbl. 解释；说明

107 explains 1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108 explored 2 [ɪks'plɔː d] adj. 探究的；被勘测的 动词expl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09 expresses 1 [ɪk'spres] n. 快车；快递；专使 adj. 明确的；急速的；直接的 adv. 用快递 vt. 表达；表示；挤压出；快递

110 fairy 1 n.仙女，小精灵；漂亮姑娘 adj.虚构的；仙女的

111 faith 2 [feiθ] n.信仰；信念；信任；忠实 n.(Faith)人名；(匈)福伊特；(英)费思，费丝(女名)；(瑞典)法伊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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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fan 1 [fæn] vt.煽动；刺激；吹拂 vi.成扇形散开；飘动 n.迷；风扇；爱好者 n.(Fan)人名；(法、俄)法恩；(柬)方

114 fearless 1 ['fiəlis] adj.无畏的；大胆的

115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116 female 3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117 feminist 3 n.女权主义者 adj.主张女权的

118 films 2 [fɪlm] n. 电影；薄膜；胶卷 vt. 把 ... 拍成电影；给 ... 覆上一薄层；拍照片 vi. 变朦胧；拍摄电影

119 final 1 ['fainl] adj.最终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 n.决赛；期末考试；当日报纸的末版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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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firmly 1 ['fə:mli] adv.坚定地，坚决地；坚固地，稳固地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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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24 Friedrich 1 n.弗里德里希（人名）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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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frost 1 [frɔst] vt.结霜于；冻坏 vi.结霜；受冻 n.霜；冰冻，严寒；冷淡 n.(Frost)人名；(英、捷、葡、瑞典、德、匈、罗、丹、
俄)弗罗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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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German 1 ['dʒə:mən]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n.德语；德国人

129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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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girl 3 n.女孩；姑娘，未婚女子；女职员，女演员；（男人的）女朋友 n.（捷）吉尔

131 girls 2 ['ɡɜ lːz] n.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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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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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great 2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135 guest 1 [gest] n.客人，宾客；顾客 vt.款待，招待 vi.作客，寄宿 adj.客人的；特邀的，客座的 n.(Guest)人名；(英)格斯特

136 guitars 1 n. 吉他（guitar的复数） v. 弹吉他（guitar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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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hang 2 ['hæŋ] vt.悬挂，垂下；装饰；绞死；使悬而未决 vi.悬着，垂下；被绞死；悬而不决 n.悬挂；暂停，中止 n.(Hang)人名；
(罗)汉格；(东南亚国家华语)康；(老)汉；(柬)韩(用于名字第一节)，杭

139 happening 1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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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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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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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heart 1 [hɑ:t] n.心脏；感情；勇气；心形；要点 vt.鼓励；铭记 vi.结心 n.(Heart)人名；(英)哈特

145 heartache 1 ['hɑ:teik] n.心痛；悲叹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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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helps 2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48 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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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50 history 2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51 how 4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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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iandoli 9 扬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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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ideas 4 观念

156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57 image 1 ['imidʒ] n.影像；想象；肖像；偶像 vt.想象；反映；象征；作…的像 n.(Image)人名；(法)伊马热

158 i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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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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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61 influenced 1 ['ɪnfluəns] v. 影响；感染；<美俚>在(饮料)中加烈酒 n. 影响力；影响；权势；势力；有影响的人(或事物)

162 influences 1 ['ɪnfluəns] v. 影响；感染；<美俚>在(饮料)中加烈酒 n. 影响力；影响；权势；势力；有影响的人(或事物)

163 institute 1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164 interested 1 ['intristid, 'intər-] adj.感兴趣的；有权益的；有成见的 v.使…感兴趣（interest的过去分词）

165 int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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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invited 1 [ɪn'vaɪtɪd] adj. 邀请的；引起的；招致的 动词inv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7 iphone 1 ['aɪfon] n. 美国苹果公司2007年夏天推出的智能手机；据称选用iPhone作为手机名称是为了利用苹果Mp3播放器iPod在国
际的知名度

168 is 1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9 issue 1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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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juliette 4 n. 朱丽叶

172 jus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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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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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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kathy 1 ['kæθi] n.凯西（女子名，等于Katherine）

174 kind 2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175 lana 5 ['lænə, 'lɑ:nə] n.拉娜（Helen的异体）；羊毛

176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177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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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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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left 2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181 li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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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listen 4 ['lisən] vi.听，倾听；听从，听信 n.听，倾听

183 listening 4 ['lisəniŋ] adj.收听的；助听的 n.倾听 v.听（listen的ing形式）

184 literature 1 ['litərətʃə] n.文学；文献；文艺；著作

185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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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lo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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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lover 2 n.爱人，恋人；爱好者 n.(Lover)人名；(英)洛弗 n.小三；第三者

189 lyrics 4 ['lɪrɪks] n. 抒情诗；歌词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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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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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matter 1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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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medieval 2 [,medi'i:vəl, ,mi:-] adj.中世纪的；原始的；仿中世纪的；老式的

195 mental 1 ['mentəl] 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n.精神病患者

196 methods 3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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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m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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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modern 2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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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mu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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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music 20 ['mju:zik] n.音乐，乐曲

203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04 Nietzsche 1 ['ni:tʃə] n.尼采（德国哲学家）

205 not 7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06 not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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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208 NYU 4 abbr. 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

209 of 3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10 offer 1 [ˈɒfə] vt.提供；出价；试图 n.提议；出价；意图；录取通知书 vi.提议；出现；献祭；求婚

211 often 4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212 Older 2 ['əʊldər] adj. 年长的

213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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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on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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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216 opinion 1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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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o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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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19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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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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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pair 1 [pεə] n.一对，一双，一副 vt.把…组成一对 n.(Pair)人名；(英、法)佩尔

222 pairs 1 ['peəz] n. 对，双，副（名词pair的复数） v. (使)成对（动词pair的第三人称单数）

223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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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25 past 2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226 period 2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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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philosopher 1 [fi'lɔsəfə, fə-] n.哲学家；哲人

229 phrasal 1 ['freizl] adj.短语的；习惯用语的，成语的

230 phrases 1 [freɪz] n. 短语；习语；措辞；[音]乐句 vt. 措词；将(乐曲)分成乐句

231 pianos 1 英 [pɪ'ænəʊ] 美 [pi'ɑnoʊ] n. 钢琴 adj. 轻柔的 adv. 轻柔地

232 picked 1 ['pikid, pikt] adj.采摘的；精选的 v.挑选；采摘（pick的过去式）

233 pioneer 2 [,paiə'niə] n.先锋；拓荒者 vt.开辟；倡导；提倡 vi.作先驱

234 pl 1 abbr.分界线（PartingLine）；合用线（PartyLine）；有效负载（PayLoad）；信号灯（PilotLamp）；复数（plural，等于pl）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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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play 2 [plei] vt.游戏；扮演；演奏；播放；同…比赛 vi.演奏；玩耍；上演；参加比赛 n.游戏；比赛；剧本 n.(Play)人名；(法、瑞
典)普莱

237 playlists 1 n.播放列表( playlist的名词复数 ) v.播放列表( playlist的第三人称单数 )

238 plays 1 [pleɪ] v. 玩；比赛；（在运动队中）担当；派...出场；带；踢；击（球）；走（棋子）；出牌；演奏；播放；扮演；假
装；上演；发挥（作用）；应付；处理；掠过；浮现；使轻快地活动；（喷泉）喷涌；做游戏 n. 游戏；戏剧；比赛；发挥
作用；玩笑；间隙；闪烁；闪现

239 pocket 1 ['pɔkit] n.口袋；钱；容器 vt.隐藏；忍受；将…放入衣袋 vi.形成袋或囊 adj.小型的，袖珍的；金钱上的

240 poem 1 ['pəuim] n.诗

241 poems 1 (=polyneuropathy, organomegaly(hepatosp lenomegaly), endocrinopathy, M protein, and skin) 多神经病、器官巨大症(肝脾肿
大)、内分泌病、M蛋白和皮肤病变(综合征)

242 poet 2 ['pəuit] n.诗人

243 poetry 9 ['pəuitri] n.诗；诗意，诗情；诗歌艺术

244 pop 6 [pɔp] n.流行音乐；汽水；砰然声；枪击 vi.突然出现；爆开；射击；瞪大；发出爆裂声 vt.取出；开枪打；抛出；突然伸
出；突然行动 adj.流行的；通俗的；热门的 adv.突然；砰地 abbr.邮局协议（postofficeprotocol） n.(Pop)人名；(罗、捷、塞)波
普

245 popular 3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246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247 pretty 1 adj.漂亮的；可爱的；优美的 adv.相当地；颇 n.有吸引力的事物（尤指饰品）；漂亮的人 n.Pretty，普雷蒂（人名）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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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product 1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250 professor 3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251 projec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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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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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254 re 5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255 read 1 [ri:d] vt.阅读；读懂，理解 vi.读；读起来 n.阅读；读物 adj.有学问的 n.(Read)人名；(英)里德

256 reading 2 ['ri:diŋ] n.阅读，朗读；读物；读数 adj.阅读的 v.阅读（read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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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readings 2 n. 读物 名词reading的复数形式.

258 realize 1 vt.实现；认识到；了解；将某物卖得，把(证券等)变成现钱；变卖

259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260 recognize 1 ['rekəgnaiz] vt.认出，识别；承认 vi.确认，承认；具结

261 recorded 2 [ri'kɔ:did] adj.记录的 v.记录；录音（record的过去分词）

262 records 1 [rɪ'kɔː ds] n.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

263 relate 1 [ri'leit] vt.叙述；使…有联系 vi.涉及；认同；符合；与…有某种联系

264 relating 2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265 relationships 1 [rɪ'leɪʃnʃɪps] 关系[式]

266 renaissance 1 [ri'neisns] n.新生；再生；复活

267 reporter 1 [ri'pɔ:tə] n.记者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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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research 1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270 resistance 1 [ri'zistəns] n.阻力；电阻；抵抗；反抗；抵抗力

271 rey 10 n.雷伊（男子名，姓氏）

272 rhyme 2 [raim] n.韵律；韵脚；韵文；押韵词 vt.使押韵；用韵诗表达；把…写作诗 vi.押韵；作押韵诗

273 Robert 1 ['rɔbət] n.罗伯特（男子名）

274 Romeo 2 ['rəumiəu] n.罗密欧（莎士比亚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之男主角）；热恋的男子

275 rooted 1 ['ru:tid, 'ru-] adj.根深蒂固的；生根的 v.生根（root的过去式）

276 sad 5 [sæd] adj.难过的；悲哀的，令人悲痛的；凄惨的，阴郁的（形容颜色）

277 sadness 2 ['sædnis] n.悲哀

278 sai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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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80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81 scala 8 n.斯卡拉

282 scenes 1 ['siː nz] n. 场景；背景，景色（名词scene的复数形式）

283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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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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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Shakespeare 3 n.莎士比亚（1564-1616，英国诗人、剧作家）

286 sh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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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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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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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inger 1 ['siŋə] n.歌手，歌唱家 n.(Singer)人名；(英、德、瑞典、塞、罗、捷、葡、土)辛格；(法)桑热

290 singers 4 歌手

291 sit 1 [sit] vi.坐；位于 vt.使就座 n.(Si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硕；(罗)西特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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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294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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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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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someth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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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somewhere 1 ['sʌmhwεə] adv.在某处；到某处 n.某个地方

298 song 5 [sɔŋ, sɔ:ŋ] n.歌曲；歌唱；诗歌；鸣声 n.(Song)人名；(泰)颂；(柬)松；(英)桑；(老)宋；(越)双；(东南亚国家华语)松

299 songbook 1 n. 歌谣集；歌集

300 songs 5 ['sɒŋz] n.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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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songwriters 2 n.歌词作者，歌曲的词曲作者( songwriter的名词复数 )

302 songwriting 1 英 ['sɒŋraɪtɪŋ] 美 ['sɔː ŋraɪtɪŋ] n. 作词

303 sound 1 [saund] vt.听（诊）；测量，测…深；使发声；试探；宣告 n.声音，语音；噪音；海峡；吵闹；听力范围；[医]探条 adj.
健全的，健康的；合理的；可靠的；有效彻底的 adv.彻底地，充分地 vi.听起来；发出声音；回响；测深

304 sounds 1 ['saʊndz] n. 声音，响声（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 v. 听起来；感觉起来；发出声音；发音（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
形式）

305 speak 1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306 speaker 1 ['spi:kə] n.演讲者；扬声器；说话者；说某种语言的人 n.(Speaker)人名；(英)斯皮克

307 speci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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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specific 1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309 spoke 1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310 stars 1 [stɑ:z] n. 星星，明星（st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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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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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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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structure 2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315 students 14 [st'juːdnts] 学生

316 stud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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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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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surrounding 1 [sə'raundiŋ] adj.周围的，附近的 n.环境，周围的事物

319 swift 15 n.褐雨燕 adj.快的；迅速的；敏捷的；立刻的 adv.迅速地 n.(Swift)人名；(英)斯威夫特 n.苹果公司开创的新款编程语
言，应用于iOS8及以上的应用程序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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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tale 1 [teil] n.故事；传说；叙述；流言蜚语 n.(Tale)人名；(塞)塔莱

322 tapped 1 [tæpt] adj.抽头的；分接的；发接触音的 v.发掘（tap的过去分词）；拔出

323 taught 1 [tɔ:t] v.教授（teach的过去分词）

324 Taylor 5 ['teilə] n.泰勒

325 teaches 2 ['tiː tʃɪz] v. 教；教导；教授；教训（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26 texas 3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327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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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the 6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29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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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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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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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theory 2 ['θiəri, 'θi:ə-] n.理论；原理；学说；推测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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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these 4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35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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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thinkers 1 ['θɪŋkəz] 思考者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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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thousand 1 ['θauzənd] n.一千；一千个；许许多多 adj.成千的；无数的

340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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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ti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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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to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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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today 3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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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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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47 tool 1 [tu:l] n.工具，用具；器械，机床；手段 vi.使用工具；用机床装备工厂 vt.用工具给……加工

348 topics 1 abbr. 总联机程序和信息控制系统( =Total On-line Program and Information Control System ) n. 话题，主题，题目（名词
topic的复数）

349 toward 1 [英 [tɔ:d, təʊrd, tə̍ wɔ:d] 美 [tɔrd, tord, təˈwɔrd]] prep.向；对于；为了；接近 adj.即将来到的，进行中的 n.(Toward)人名；
(英)特沃德

350 treating 1 [triː tɪŋ] n. 处理 动词treat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

351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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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university 3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354 unlike 1 [,ʌn'laik] adj.不同的，不相似的 prep.和…不同，不像

355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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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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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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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59 verb 1 [və:b] n.动词；动词词性；动词性短语或从句 adj.动词的；有动词性质的；起动词作用的 n.(Verb)人名；(俄)韦尔布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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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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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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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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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wa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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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w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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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week 1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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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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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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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72 while 3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373 who 3 pron.谁；什么人

374 whose 1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375 William 1 ['wiljəm] n.威廉（男子名）；钞票，纸币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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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378 with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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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women 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380 word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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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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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382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83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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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 writer 2 ['raitə] n.作家；作者

386 writers 2 ['raɪtəz] 作家

387 Writings 1 ['raitiŋz] n.作品，篇章（writing的复数形式）

388 written 1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389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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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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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393 you 6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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