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8-30 [Education Report] Learning Should Never Stop -
Teaching in a Pandemic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7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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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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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2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students 20 [st'juːdnts] 学生

6 is 1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 for 1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 i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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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or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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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tha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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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w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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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i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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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online 14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14 they 1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5 hav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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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r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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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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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rning 10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9 teacher 10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20 teachers 10 ['titʃə:s] n.教师（teacher的复数形式）

21 thei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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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us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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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with 9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4 them 8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5 you 8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6 an 7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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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classes 7 [kla:siz] n.级别，阶级（class复数形式）

29 our 7 ['auə, ɑ:] pron.我们的

30 s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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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somethin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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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thi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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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a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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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e 6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5 b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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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haruna 6 哈鲁纳



37 how 6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38 new 6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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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on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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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program 6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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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teaching 6 ['ti:tʃiŋ] n.教学；教义 v.教学；教导（teach的ing形式）

44 wi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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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data 5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46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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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mak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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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Mohamed 5 n. 穆罕默德

49 school 5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50 university 5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51 where 5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52 who 5 pron.谁；什么人

53 ab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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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difficult 4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55 d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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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gi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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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h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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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lesson 4 ['lesən] n.教训；课 vt.教训；上课

59 problem 4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60 s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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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using 4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62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63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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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assessment 3 [ə'sesmənt] n.评定；估价

65 cost 3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66 ev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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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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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get 3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69 hel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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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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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Internet 3 ['intənet] n.因特网

72 lecture 3 ['lektʃə] n.演讲；讲稿；教训 vt.演讲；训诫 vi.讲课；讲演

73 never 3 ['nevə] adv.从未；决不

74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75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76 pandemic 3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77 parents 3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78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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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really 3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80 recording 3 [ri'kɔ:diŋ] n.录音；唱片 adj.记录的；记录用的 v.录音；记录；录像（record的ing形式）

81 righ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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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says 3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83 s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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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someone 3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85 sta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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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stop 3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87 synchronous 3 ['siŋkrənəs] adj.同步的；同时的

88 talk 3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89 teach 3 [ti:tʃ] vt.教；教授；教导 vi.教授；讲授；当老师 n.(Teach)人名；(英)蒂奇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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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think 3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92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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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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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ways 3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96 wh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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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access 2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98 achieve 2 vt.取得；获得；实现；成功 vi.达到预期的目的，实现预期的结果，如愿以偿

99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100 always 2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01 among 2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02 answer 2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103 ask 2 [ɑ:sk, æsk] vt.问，询问；要求；需要；邀请；讨价 vi.问，询问；要求 n.(Ask)人名；(芬、瑞典)阿斯克

104 asked 2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105 asynchronous 2 [ei'siŋkrənəs] adj.[电]异步的；不同时的；不同期的

106 biggest 2 [bɪgɪst] adj. 最大的

107 bo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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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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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came 2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10 check 2 vt.检查，核对；制止，抑制；在…上打勾 vi.核实，查核；中止；打勾；[象棋]将一军 n.<美>支票；制止，抑制；检
验，核对 n.（英）切克（人名）

111 children 2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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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contribute 2 vt.贡献，出力；投稿；捐献 vi.贡献，出力；投稿；捐献 [过去式contributed过去分词contributed现在分词
contributing]

114 department 2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115 device 2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116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17 doing 2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118 education 2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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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valuate 2 [i'væljueit] vt.评价；估价；求…的值 vi.评价；估价

121 exams 2 [ɪɡ'zæmz] examinations 考试

122 face 2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123 f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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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glen 2 [glen] n.峡谷；幽谷

125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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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hesitate 2 ['heziteit] vi.踌躇，犹豫；不愿 vt.踌躇，犹豫；有疑虑，不愿意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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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home 2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129 impossible 2 [im'pɔsəbl] adj.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的；难以忍受的；不真实的 n.不可能；不可能的事

130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31 interactive 2 [,intər'æktiv] adj.交互式的；相互作用的

132 Jill 2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33 ju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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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lectures 2 英 ['lektʃə(r)] 美 ['lektʃər] n. 讲课；演讲；训话 v. 训斥；讲课；教导

135 meeting 2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136 minutes 2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137 modules 2 ['mɒdʒʊlz] n. 模块 名词module的复数形式.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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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Nigeria 2 [nai'dʒiəriə] n.尼日利亚（位于非洲）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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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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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organizing 2 v.组织（organize的ing形式）；使有机化 n.组织 adj.组织上的

143 phone 2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144 plans 2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145 platform 2 ['plætfɔ:m] n.平台；月台，站台；坛；讲台

146 pres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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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problems 2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148 programs 2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149 prog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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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questions 2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151 records 2 [rɪ'kɔː ds] n.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

152 retu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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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bins 2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154 s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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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sent 2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156 shereen 2 n. 谢林

157 skills 2 技能

158 steadily 2 ['stedili] adv.稳定地；稳固地；有规则地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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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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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technology 2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162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163 thing 2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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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training 2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166 t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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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until 2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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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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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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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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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accept 1 [ək'sept] vt.接受；承认；承担；承兑；容纳 vi.承认；同意；承兑

175 accomplish 1 [ə'kʌmpliʃ, ə'kɔm-] vt.完成；实现；达到

176 activities 1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177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178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179 adv 1 ['ædvɜːb] abbr. 副词（=adv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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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al 1 [ɑ:l] abbr.美国联盟（AmericanLeague）；美国军团（AmericanLegion）；阿尔巴尼亚（Albania，欧洲一国家名）；美国亚拉
巴马州（Alabama） n.(Al)人名；(英)阿尔(Albert在美国的昵称)

182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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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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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app 1 [æp] abbr.应用（Application）；穿甲试验（ArmorPiercingProof） n.(App)人名；(英)阿普

186 appreciate 1 [ə'pri:ʃieit] vt.欣赏；感激；领会；鉴别 vi.增值；涨价

187 appreciating 1 [ə'priː ʃieɪt] vt. 欣赏；赏识；感激；领会；意识到 vi. 增值

188 approach 1 [ə'prəutʃ] n.方法；途径；接近 vt.接近；着手处理 vi.靠近

189 asking 1 ['ɑ:skiŋ] n.请求 v.问（ask的现在分词）

190 attain 1 [ə'tein] vt.达到，实现；获得；到达 vi.达到；获得；到达 n.成就

191 attainable 1 [ə'teinəbl] adj.可得到的；可达到的；可到达的

192 ba 1 [,bi: 'ei] abbr.文学士（BachelorofArts） n.(Ba)人名；(日)马(姓)；(阿拉伯、柬、几、马里、刚(金)、毛里塔、塞内、缅)巴

193 back 1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
后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194 baking 1 ['beikiŋ] n.烘焙，烘烤；一次烘焙的量 adj.烘烤的 v.烤，烘焙；烧硬，烘干（bake的ing形式）

195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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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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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campus 1 ['kæmpəs] n.（大学）校园；大学，大学生活；校园内的草地 n.(Campus)人名；(英)坎帕斯；(意、罗)坎普斯；(法)康皮
斯

200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201 CD 1 [,si: 'di:] abbr.光盘，激光唱片（CompactDisc）；呼叫设备（CallingDevice）；中央地区（CentralDistrict）；商务部



（CommerceDepartment）

202 CDs 1 abbr. 日冕诊断分光计(=coronal diagnostic spectrometer) abbr. 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

203 cellular 1 ['seljulə] adj.细胞的；多孔的；由细胞组成的 n.移动电话；单元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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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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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checkers 1 ['tʃekəz] n.西洋棋

207 checking 1 ['tʃekiŋ] n.校验；[电子][通信]抑制；[涂料]龟裂；检查；[力]裂纹

208 cla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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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classmates 1 [k'lɑːsmeɪts] 同班同学

210 classroom 1 ['klɑ:srum] n.教室

211 colleges 1 ['kɒlɪdʒɪz] 高校

212 combining 1 [kəm'bainiŋ] adj.化合的，结合性的 v.结合（combine的ing形式）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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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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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compact 1 [kəm'pækt, 'kɔmpækt] n.合同，契约；小粉盒 adj.紧凑的，紧密的；简洁的 vt.使简洁；使紧密结合

216 completed 1 [kəm'pliː tɪd] adj. 已完成的 v. 完成（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7 conferences 1 ['kanfərəns] n. 会议；研讨会；商讨会 名词conference的复数形式.

218 conferencing 1 ['kɔnfərənsiŋ] n.会议技术 v.开会（conference的现在分词）

219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220 contact 1 n.接触，联系 vt.使接触，联系 vi.使接触，联系

221 continuously 1 [kən'tɪnjuəsli] adv. 不断地；连续地

222 cooperating 1 英 [kəʊ'ɒpəreɪtɪŋ] 美 [koʊ'ɒpəreɪtɪŋ] adj. 共同运转的 动词cooperate的现在分词形式.

223 cooperation 1 [kəu,ɔpə'reiʃən] n.合作，协作；[劳经]协力

224 coronavirus 1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225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226 creates 1 [kri'ː eɪts] n. 创立 创建.

227 curriculum 1 [kə'rikjuləm] n.课程 总课程

228 dancing 1 ['dɑ:nsiŋ] n.跳舞；舞蹈 v.跳舞；摇晃（dance的ing形式）

229 deal 1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
西)迪尔

230 delayed 1 [di'leid] adj.延时的；定时的 v.延迟（delay的过去式）

231 deliver 1 [di'livə] vt.交付；发表；递送；释放；给予（打击）；给…接生 vi.实现；传送；履行；投递 n.投球

232 dietetics 1 [daiə'tetiks] n.营养学；饮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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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disc 1 [disk] n.圆盘，[电子]唱片（等于disk） vt.灌唱片

235 discussion 1 [dis'kʌʃən] n.讨论，议论

236 distance 1 ['distəns] n.距离；远方；疏远；间隔 vt.疏远；把…远远甩在后面

237 donate 1 vt.捐赠；捐献 vi.捐赠；捐献

238 down 1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239 drop 1 [drɔp] vt.滴；使降低；使终止；随口漏出 vi.下降；终止 n.滴；落下；空投；微量；滴剂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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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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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243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244 educate 1 ['edju:keit] vt.教育；培养；训练 vi.教育；训练

245 educational 1 [,edju:'keiʃənəl] adj.教育的；有教育意义的

246 educators 1 ['edʒʊkeɪtəz] 教育者

247 Egypt 1 ['i:dʒipt] n.埃及（非洲国家）

248 embassy 1 ['embəsi] n.大使馆；大使馆全体人员

249 entering 1 ['entəriŋ] v.进入（enter的ing形式）；录入；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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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stimation 1 [,esti'meiʃən] n.估计；尊重

252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253 everything 1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254 everywhere 1 ['evrihwεə] adv.到处 n.每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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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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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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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xperiment 1 [ik'speriment, ek's-] vi.尝试；进行实验 n.实验，试验；尝试

259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260 factual 1 ['fæktʃuəl] adj.事实的；真实的

261 following 1 ['fɔləuiŋ] adj.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n.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v.跟随；沿行（follow的ing形式）

262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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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George 1 [dʒɔ:dʒ] n.乔治（男子名）；自动操纵装置；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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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giv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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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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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goes 1 [gəuz] vi.前进；行走（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Goes)人名；(瑞典)约斯；(法、德)格斯；(荷)胡斯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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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271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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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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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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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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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himself 1 [him'self] pron.他自己；他亲自，他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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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imaginable 1 adj.可能的；可想象的

280 immensely 1 [i'mensli] adv.极大地；无限地；广大地；庞大地

281 importance 1 [im'pɔ:təns] n.价值；重要；重大；傲慢

282 interact 1 [,intə'rækt] vt.互相影响；互相作用 vi.互相影响；互相作用 n.幕间剧；幕间休息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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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item 1 n.条款，项目；一则；一件商品（或物品） adj.又，同上 v.记下；逐条列出

285 Katsina 1 n.(Katsina)人名；(尼日利)卡齐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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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laboratory 1 [lə'bɔrətəri] n.实验室，研究室

288 lacking 1 ['lækiŋ] adj.缺乏的；没有的；不足的 v.缺少；不足（lack的ing形式）

289 Laguna 1 [lə'gu:nə] n.小池；小湖 n.(Laguna)人名；(西)拉古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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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lead 1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292 learned 1 ['lə:nid] adj.博学的；有学问的；学术上的 n.(Learned)人名；(英)勒尼德

293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294 lessons 1 ['lesn] n. 教训；课，功课，课业；榜样，典范 vt. 教训，告诫，训斥；给 ... 上课

295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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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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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Los 1 [lɔ:s] abbr.视线（LineofSight）；月球轨道航天器（LunarOrbiterSpacecraft） n.(Los)人名；(匈)洛什；(俄、西、瑞典、塞、
英)洛斯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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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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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materials 1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302 matters 1 ['mætəz] n. 事情 名词matter的复数形式.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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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me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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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meetings 1 ['miː tɪŋz] n. 会议 名词meeting的复数形式.

306 method 1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307 methods 1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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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modular 1 ['mɔdjulə, -dʒu-] adj.模块化的；模数的；有标准组件的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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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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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must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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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315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316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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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nothing 1 ['nʌθiŋ] neg.没什么；毫不 n.无；零；不关紧要之事 adv.毫不；决不 pron.无事；无物 int.什么也没有

319 nutrition 1 [nju:'triʃən] n.营养，营养学；营养品

320 objectives 1 [əbd'ʒektɪvz] n. 目标；宗旨 名词objective的复数形式.

321 occupational 1 [,ɔkju'peiʃənəl] adj.职业的；占领的

322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323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324 offers 1 英 ['ɒfə(r)] 美 ['ɔːfər] vt. 提供；提出；（卖方）出价；贡献 vi. 提议；出现；求婚 n. 提议；出价

325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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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operating 1 ['ɔpəreitiŋ] adj.操作的；[外科]外科手术的 v.操作（operate的ing形式）；动手术



328 order 1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329 os 1 [ɔs] abbr.操作系统（OperatingSystem）；西洋旧历（OldStyle） n.(Os)人名；(挪)奥斯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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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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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Philippines 1 ['filipi:nz; fili'pi:nz] n.菲律宾

333 physic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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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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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platforms 1 [p'lætfɔː mz] 平台

336 polytechnic 1 [,pɔli'teknik] adj.各种工艺的；综合技术的 n.工艺学校；理工专科学校

337 presentation 1 n.展示；描述，陈述；介绍；赠送

338 printing 1 ['printiŋ] n.印刷；印刷术

339 provides 1 [prə'vaɪd] v. 供给；提供；准备；规定；抚养

340 publish 1 ['pʌbliʃ] vt.出版；发表；公布 vi.出版；发行；刊印

341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342 question 1 ['kwestʃən] n.问题，疑问；询问；疑问句 vt.询问；怀疑；审问 vi.询问；怀疑；审问

343 quite 1 [kwait] adv.很；相当；完全

344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345 reached 1 到达

346 reacted 1 [ri'ækt] v. 反应；反攻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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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record 1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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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reports 1 英 [rɪ'pɔːt] 美 [rɪ'pɔː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351 reproduced 1 英 [ˌriː prə'djuːs] 美 [ˌriː prə'duːs] v. 再生；复制；生殖

352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353 respond 1 [ri'spɔnd] vi.回答；作出反应；承担责任 vt.以…回答 n.应答；唱和

354 responsible 1 [ri'spɔnsəbl] adj.负责的，可靠的；有责任的

355 safely 1 ['seifli] adv.安全地 稳定地

356 sake 1 [seik] n.目的；利益；理由；日本米酒 n.(Sake)人名；(罗)萨克；(日)酒(姓)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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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schedule 1 ['ʃədju:əl, -dʒu:əl, 'skedʒu:əl, -dʒuəl] vt.安排，计划；编制目录；将……列入计划表 n.时间表；计划表；一览表

359 scheduling 1 ['ʃedju lːɪŋ] n. 行程安排；时序安排 动词schedule的现在分词

360 section 1 n.截面；部分；部门；地区；章节 vi.被切割成片；被分成部分 vt.把…分段；将…切片；对…进行划分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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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send 1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363 sending 1 ['sendɪŋ] 发送； 派遣

364 serve 1 [sə:v]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n.发球，轮到发
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365 serves 1 英 [sɜːv] 美 [sɜːr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366 session 1 ['seʃən] n.会议；（法庭的）开庭；（议会等的）开会；学期；讲习会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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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shifted 1 [ʃɪft] v. 移动；改变；换挡；字型转换 n. 轮班；变化；移动；计谋；轮班职工



369 slow 1 [sləu] adj.慢的；减速的；迟钝的 vi.变慢；变萧条 vt.放慢；阻碍 adv.慢慢地；迟缓地 n.(Slow)人名；(英)斯洛

370 slowly 1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371 software 1 ['sɔftwεə, 'sɔ:-] n.软件

372 solution 1 [sə'lju:ʃən] n.解决方案；溶液；溶解；解答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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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sports 1 n.运动；运动会（sport的复数）；（报纸）体育版面；突变；娱乐 adj.运动的；适用于运动的 v.娱乐；戏弄（sport的
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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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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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storage 1 ['stɔridʒ] n.存储；仓库；贮藏所

378 strategies 1 ['strætədʒi] n. 策略；战略

379 student 1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380 studying 1 ['stʌdi] n. 研究；学习；学科；书房；(绘画或文学)习作；练习曲；沉思；记忆力…的人；台词记得…的人 v. 研究；
学习；读书；仔细观察；努力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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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succeed 1 [sək'si:d] vi.成功；继承；继任；兴旺 vt.继承；接替；继…之后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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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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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surely 1 ['ʃuəli, 'ʃɔ:-] adv.当然；无疑；坚定地；稳当地

387 survey 1 [sə:'vei, 'sə:vei, sə-] n.调查；测量；审视；纵览 vt.调查；勘测；俯瞰 vi.测量土地

388 swimming 1 ['swimiŋ] n.游泳；目眩 adj.游泳的；游泳用的；善于游泳的；晕眩的 v.游泳；漂浮；旋转（swim的ing形式）

389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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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392 tests 1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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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 theories 1 ['θɪərɪz] n. 理论 名词theory的复数形式

395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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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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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99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400 train 1 [trein] n.火车；行列；长队；裙裾 v.培养；训练；瞄准 n.(Train)人名；(英)特雷恩；(法)特兰；(意)特拉因

401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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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 understanding 1 [,ʌndə'stændiŋ] n.谅解，理解；理解力；协议 adj.了解的；聪明的；有理解力的 v.理解；明白（understand的ing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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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universities 1 英 [ˌjuːnɪ'vɜːsəti] 美 [ˌjuːnɪ'vɜːrsəti] n. 大学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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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 us 1 pron.我们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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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 users 1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410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411 video 1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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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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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warns 1 英 [wɔːn] 美 [wɔː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415 watch 1 [wɔtʃ, wɔ:tʃ] vt.观察；注视；看守；警戒 n.手表；监视；守护；值班人 vi.观看，注视；守侯，看守

416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417 week 1 [wi:k] n.周，星期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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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wherever 1 [hwεə'evə] adv.无论什么地方；究竟在哪里 conj.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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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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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word 1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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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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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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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428 worksheet 1 n.(学生的)活页练习题

429 worldwide 1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430 worth 1 [wə:θ] adj.值…的 n.价值；财产 n.(Worth)人名；(英)沃思；(德)沃特

431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432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433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434 YouTube 1 英 ['juːtjuːb] 美 ['juːtuːb] n.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

435 zoom 1 n.急速上升；嗡嗡声；[摄]变焦摄影 vi.急速上升；摄像机移动 vt.使摄像机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