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3-16 [Arts and Culture] Ukrainian Man Turns Guns into Art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1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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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nd 1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4 i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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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t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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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his 7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7 Donetsk 6 [də'netsk] n.顿涅茨克（苏联顿涅茨煤田区城市）

8 h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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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Ukraine 6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10 flowers 5 英 ['flaʊə(r)] 美 ['flaʊər] n. 花；开花植物；精华；盛时 v. 开花；成熟；用花装饰

11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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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war 5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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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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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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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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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metal 4 ['metəl] n.金属；合金 vt.以金属覆盖 adj.金属制的 n.(Metal)人名；(捷)梅塔尔；(瑞典)梅塔尔

19 Russia 4 ['rʌʃə] n.俄罗斯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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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rt 3 n.（包括雕塑、绘画、音乐等的）艺术，美术；美术（作）品；艺品（作）品；（表演）艺术；技术，技巧； adj.艺术
的；艺术品的；具有艺术性的 v.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过时用法

22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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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city 3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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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astern 3 ['i:stən] adj.东方的；朝东的；东洋的 n.东方人；（美国）东部地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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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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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29 began 2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30 cen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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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reates 2 [kri'ː eɪts] n. 创立 创建.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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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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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for 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35 front 2 [frʌnt] n.前面；正面；前线 vt.面对；朝向；对付 vi.朝向 adj.前面的；正面的 adv.在前面；向前 n.(Front)人名；(法)弗龙

36 guns 2 ['ɡʌnz] 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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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hi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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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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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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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l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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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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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long 2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43 machine 2 [mə'ʃi:n] n.机械，机器；机构；机械般工作的人 vt.用机器制造 n.(Machine)人名；(意)马基内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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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莫雷

45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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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pieces 2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47 region 2 ['ri:dʒən] n.地区；范围；部位

48 reminder 2 [ri'maində] n.暗示；提醒的人/物；催单

49 since 2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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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think 2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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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toge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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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viktor 2 n. 维克托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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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welder 2 ['weldə] n.焊接工 n.(Welder)人名；(瑞典)韦尔德

57 who 2 pron.谁；什么人

58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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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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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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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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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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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ammunition 1 [,æmju'niʃən] n.弹药；军火 vt.装弹药于 vi.装弹药

65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66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67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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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attractive 1 [ə'træktiv] adj.吸引人的；有魅力的；引人注目的

70 bakhmut 1 [地名] [乌克兰] 巴赫穆特河

71 beautiful 1 ['bju:tiful] adj.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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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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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blacksmith 1 ['blæksmiθ] n.铁匠；锻工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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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broken 1 ['brəukən] adj.破碎的；坏掉的 v.折断；打碎；损坏（break的过去分词）

77 burnt 1 [bə:nt] adj.烧焦的；烧伤的 v.燃烧（burn的过去式、过去分词形式）

78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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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causes 1 [kɔː zɪz] n. 原因，理由；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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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conflict 1 [kən'flikt, 'kɔnflikt] n.冲突，矛盾；斗争；争执 vi.冲突，抵触；争执；战斗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83 containers 1 [kən'teɪnəs] n.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

84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85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86 Crimean 1 [krai'miən] adj.克里米亚半岛的

87 declared 1 [di'klεəd] adj.公然的；公开宣布的

88 decorate 1 ['dekəreit] vt.装饰；布置；授勋给 vi.装饰；布置

89 decorated 1 ['dekəreitid] adj.装饰的，修饰的 v.装饰，修饰（deco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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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Donbas 1 n.顿巴斯（苏联煤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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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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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95 explosives 1 英 [ɪk'spləʊsɪvz] 美 [ɪk'sploʊsɪvz] n. 炸药；爆破音 名词explosive的复数形式.

96 fence 1 ['fens] n.栅栏；围墙；剑术 vt.防护；用篱笆围住；练习剑术 vi.击剑；搪塞；围以栅栏；跳过栅栏

97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98 fighting 1 ['faitiŋ] adj.战斗的；好战的；适于格斗的 n.战斗，搏斗 v.奋斗（fight的ing形式）；打仗；与…进行拳击

99 fill 1 [fil] vt.装满，使充满；满足；堵塞；任职 vi.被充满，膨胀 n.满足；填满的量；装填物 n.(Fill)人名；(德、俄、匈)菲尔

100 friend 1 [frend] n.朋友；助手；赞助者 n.(Friend)人名；(英)弗兰德

101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102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103 gun 1 n.枪支；枪状物；持枪歹徒 vi.用枪射击；加大油门快速前进 vt.向…开枪；开大油门 n.(Gun)人名；(瑞典)贡；(英)冈；
(俄、意)古恩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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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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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heating 1 ['hi:tiŋ] n.[热]加热；[建]供暖；暖气设备 adj.加热的；供热的 v.[热]加热（heat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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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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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10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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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invaded 1 [ɪn'veɪd] v. 侵略；拥入；侵害；侵扰

113 itself 1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114 join 1 [dʒɔin] vt.参加；结合；连接 vi.加入；参加；结合 n.结合；连接；接合点 n.(Join)人名；(法)茹安

115 keeps 1 ['kiː ps] n. 生计；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

116 launch 1 [lɔ:ntʃ, lɑ:ntʃ] vt.发射（导弹、火箭等）；发起，发动；使…下水 vi.开始；下水；起飞 n.发射；发行，投放市场；下
水；汽艇

117 line 1 [lain] n.路线，航线；排；绳 vt.排成一行；划线于；以线条标示；使…起皱纹 vi.排队；站成一排 n.(Line)人名；(英)莱恩；
(俄)利涅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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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ma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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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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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man 1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122 memory 1 ['meməri] n.记忆，记忆力；内存，[计]存储器；回忆 n.(Memory)人名；(英)梅默里

123 museum 1 [mju:'ziəm] n.博物馆

124 my 1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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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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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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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objects 1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129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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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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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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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驱逐

134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135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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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peninsula 1 [pi'ninsjulə] n.半岛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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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pictures 1 ['pɪktʃəz] n.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

139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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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pressing 1 ['presiŋ] n.压；冲压件 adj.紧迫的；迫切的；恳切的 v.压；按；熨烫衣物（press的ing形式） n.(Pressing)人名；(德)普
雷辛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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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putting 1 ['putiŋ] n.投掷；（高尔夫球）打球入洞 v.放置（put的ing形式）；轻击球；使球入洞的轻击（putt的ing形式）

144 real 1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145 rebellion 1 [ri'beljən] n.叛乱；反抗；谋反；不服从

146 religious 1 [ri'lidʒəs] adj.宗教的；虔诚的；严谨的；修道的 n.修道士；尼姑

147 remember 1 [ri'membə] vt.记得；牢记；纪念；代…问好 vi.记得，记起

148 remembrance 1 [ri'membrəns] n.回想，回忆；纪念品；记忆力

149 repairs 1 [rɪ'peəz] n. 修理工作 名词repai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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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representations 1 [reprɪzen'teɪʃnz] n. 陈述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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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roses 1 ['rəʊzɪz] n. 玫瑰 名词rose的复数形式.

154 Russian 1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155 s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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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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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158 seized 1 ['siː zd] adj. 查封的，扣押的 v. 逮住，抓住，咬住（动词seize的过去式,动词seize的过去分词）

159 separatist 1 ['sepərətist] n.分离主义者；独立派 adj.分离主义者的

160 shells 1 ['ʃelz] n. 贝壳 名词shell的复数形式.

161 shown 1 ['ʃəun] v.解释（show的过去分词）；给予；表露

162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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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skills 1 技能

165 small 1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
人名；(英)斯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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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southern 1 ['sʌðən] adj.南的；南方的 n.南方人 n.(Southern)人名；(英)萨瑟恩

168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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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statues 1 [s'tætʃuːz] 现状

170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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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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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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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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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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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178 turns 1 ['tɜːnz] n.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

179 Ukrainian 1 [ju:'kreiniən; -'krai-] adj.乌克兰的；乌克兰人的 n.乌克兰人；乌克兰语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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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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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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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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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86 weapons 1 n.武器（weapon的复数）；武装切换；斗争工具 v.武装（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

187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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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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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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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place 1 ['wə:kpleis] n.工作场所；车间

193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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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