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07 [Education Report] Teachers Consider Different Ways to
Teach Language, Communication Classe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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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olutely 1 ['æbsəlju:tli, ,æbsə'lju:tli] adv.绝对地；完全地

4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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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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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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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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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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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ir 2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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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mazing 1 [ə'meiziŋ] adj.令人惊异的 v.使吃惊（amaze的ing形式）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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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5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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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r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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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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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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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 association 1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22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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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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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all 2 [bɔ:l] n.球；舞会 vi.成团块 vt.捏成球形 n.(Ball)人名；(土)巴勒；(英、西)鲍尔；(法、德、俄、罗、捷)巴尔

25 Baltimore 1 [Lord lɔ:d] n.巴尔的摩（美国一座港市）

26 based 2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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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because 5 [bi'kɔz] conj.因为

29 become 2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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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egun 1 [bi'gʌn] v.开始（begin的过去分词） n.(Begun)人名；(俄)别贡；(英)贝根

32 behind 3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33 belinda 1 [bə'lində] n.比琳达（女子名）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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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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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izarre 2 [bi'zɑ:] adj.奇异的（指态度，容貌，款式等）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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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ubble 1 ['bʌbl] n.气泡，泡沫，泡状物；透明圆形罩，圆形顶 vi.沸腾，冒泡；发出气泡声 vt.使冒泡；滔滔不绝地说

39 bubbles 1 ['bʌbl] n. 气泡；泡影 v. 起泡；冒泡；充满...感情

40 b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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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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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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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45 carts 4 英 [kɑ tː] 美 [kɑ rːt] n. 【C】(二轮或四轮)运货马车；手推车 vt. <非正式>(用手推车)运送；(用力；粗鲁地)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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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hildhood 1 ['tʃaildhud] n.童年时期；幼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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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itizens 1 ['sɪtɪzənz] 公民

50 civic 1 ['sivik] adj.市的；公民的，市民的

51 civics 2 ['siviks] n.公民；公民学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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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lasses 8 [kla:siz] n.级别，阶级（class复数形式）

54 classroom 2 ['klɑ:srum] n.教室

55 cleaning 1 ['kli:niŋ] n.清洗；清除；去污；大败 v.清洁（clean的ing形式）

56 clear 3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除；
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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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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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om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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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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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ommunicate 1 vi.通讯，传达；相通；交流；感染 vt.传达；感染；显露

62 communicating 1 [kə'mjuːnɪkeɪt] v. 传达；沟通；交流

63 communication 2 n.通讯，[通信]通信；交流；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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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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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onnect 1 [kə'nekt] vt.连接；联合；关连 vi.连接，连结；联合

67 Connecticut 2 n.美国康涅狄格州（位于美国东北部）

68 connects 1 [kə'nekt] v. 连接；接通；联系

69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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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conversation 1 n.交谈，会话；社交；交往，交际；会谈；（人与计算机的）人机对话

72 conversations 1 n. 会话（conversation的复数）

73 county 1 ['kaunti] n.郡，县

74 coverings 3 ['kʌvərɪŋz] n. 覆盖物

75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76 deaf 1 [def] adj.聋的

77 Deborah 1 ['debərə] n.黛博拉（女子名）

78 decrease 1 [di'kri:s, 'di:-, 'di:kri:s, di'k-] n.减少，减小；减少量 vi.减少，减小 vt.减少，减小

79 demand 1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80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1 development 1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82 difference 1 n.差异；不同；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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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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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difficulties 2 ['dɪfɪkəlti] n. 困难；争议；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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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discussion 1 [dis'kʌʃən] n.讨论，议论

87 distancing 1 ['dɪstəns] n. 距离；路程；远方 vt. 与 ... 保持距离；把(对手)甩在后面

88 distinguish 2 [dis'tiŋgwiʃ] vt.区分；辨别；使杰出，使表现突出 vi.区别，区分；辨别

89 dittmar 3 迪特马尔

90 d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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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ties 1 [djː tɪs] n. 税；职责 名词duty的复数形式.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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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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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ducation 4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95 elementary 2 [,eli'mentəri] adj.基本的；初级的；[化学]元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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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motional 1 [i'məuʃənəl] adj.情绪的；易激动的；感动人的

98 engage 2 vt.吸引，占用；使参加；雇佣；使订婚；预定 vi.从事；参与；答应，保证；交战；啮合

99 Englis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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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01 e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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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perimenting 1 [ɪk'sperɪmənt] n. 试验；实验；尝试 vi. 尝试；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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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pressions 1 [ik'spreʃənz] n.[数]表达式；表情；公式；表示式（expression是复数形式）

105 expressive 2 [ik'spresiv] adj.表现的；有表现力的；表达…的

106 eyes 2 n.眼睛（eye的复数） n.(Eyes)人名；(英)艾斯

107 fa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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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facial 1 ['feiʃəl] adj.面部的，表面的；脸的，面部用的 n.美容，美颜；脸部按摩

109 Fairfield 1 ['fεəfi:ld] n.费尔菲尔德（美国地名）

110 fall 1 [fɔ:l] vi.落下；变成；来临；减弱 n.下降；秋天；瀑布 vt.砍倒；击倒 adj.秋天的 n.(Fall)人名；(法、芬、瑞典)法尔；(英、
匈)福尔；(阿拉伯)法勒

111 fictional 1 ['fikʃənl] adj.虚构的；小说的

112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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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fly 1 [flai] vi.飞；驾驶飞机；飘扬 vt.飞行；飞越；使飘扬 n.飞行；苍蝇；两翼昆虫 adj.敏捷的 n.(Fly)人名；(法)弗利；(英)弗莱

114 for 1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15 founder 1 ['faundə] vi.失败；沉没；倒塌；变跛 vt.破坏；使摔倒；垮掉 n.创始人；建立者；翻沙工

116 Franklin 1 ['fræŋklin] n.富兰克林（男子名）；富兰克林（加拿大西北地区的北部分区）

117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18 gas 2 [gæs] n.气体；[矿业]瓦斯；汽油；毒气 vt.加油；毒（死） vi.加油；放出气体；空谈 n.(Gas)人名；(法、德、西)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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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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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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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123 hand 1 [hænd] n.手，手艺；帮助；指针；插手 vt.传递，交给；支持；搀扶 n.(Hand)人名；(英、瑞典)汉德

124 happy 3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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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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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hav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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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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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hear 3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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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hearing 2 ['hiəriŋ] n.听力；审讯，听讯 v.听见（hear的ing形式） n.(Hearing)人名；(英)希尔林

131 hel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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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h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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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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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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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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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images 2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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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i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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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1 Indiana 1 [,indi'ænə] n.印第安纳州（美国中部的州）

142 insi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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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44 international 2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145 Irvine 1 ['ə:vin] n.警官

146 is 1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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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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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jennings 1 ['dʒeniŋz] n.詹宁斯（姓氏）

150 john 2 [dʒɔn] n.厕所

151 jon 2 [dʒɔn] n.乔恩（男子名）

152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153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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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language 5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56 languages 1 ['læŋɡwɪdʒɪz] n. 语言 名词language的复数形式.

157 large 1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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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learners 1 ['lɜːnəz] 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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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li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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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likes 1 n.好恶；爱好的事物 v.喜欢；愿意（lik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Likes)人名；(英)莱克斯

163 liquid 2 ['likwid] adj.液体的；清澈的；明亮的；易变的 n.液体，流体；流音

164 London 1 ['lʌndən] n.伦敦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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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67 loudly 1 ['laudli] adv.大声地，响亮地

168 mad 1 [mæd] adj.疯狂的；发疯的；愚蠢的；着迷的 n.狂怒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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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magnet 1 ['mægnit] n.磁铁；[电磁]磁体；磁石 n.(Magnet)人名；(塞)马格内特；(西)马涅特；(法)马涅

171 making 2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172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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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marsh 1 [mɑ:ʃ] n.沼泽；湿地 adj.沼泽的；生长在沼泽地的 n.(Marsh)人名；(俄)马尔什；(英、瑞典)马什

174 mask 7 [mɑ:sk, mæsk] n.面具；口罩；掩饰 vi.掩饰；戴面具；化装 vt.掩饰；戴面具；使模糊

175 masks 6 英 [mɑːsk] 美 [mæsk] n. 伪装；面罩；面具；[计算机]掩码 v. 掩饰；戴面具；遮盖

176 material 1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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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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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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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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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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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mouth 1 [mauθ] n.口，嘴；河口 vt.做作地说，装腔作势地说；喃喃地说出 vi.装腔作势说话

183 mouths 1 口

184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85 muffle 2 ['mʌfl] vt.蒙住；裹住；抑制；发低沉的声音 n.低沉的声音；消声器；包裹物（如头巾，围巾等）；唇鼻部

186 m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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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88 needs 1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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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noise 1 [nɔiz] n.[环境]噪音；响声；杂音 vt.谣传 vi.发出声音；大声议论 n.(Noise)人名；(英)诺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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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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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notice 1 ['nəutis] n.通知，布告；注意；公告 vt.通知；注意到；留心 vi.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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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object 2 ['ɔbdʒikt, -dʒekt, əb'dʒekt] n.目标；物体；客体；宾语 vt.提出…作为反对的理由 vi.反对；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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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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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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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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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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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ordered 1 ['ɔ:dəd] adj.[数]有序的；整齐的；安排好的 v.命令；点餐（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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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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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207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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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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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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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plastic 2 ['plæstik,'plɑ:s-] adj.塑料的；（外科）造型的；可塑的 n.塑料制品；整形；可塑体

212 Powers 2 n.能天使；力天使

213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14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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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216 programs 1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217 protecting 1 [prə'tektiŋ] adj.保护的；防护的 v.保护；防护（protec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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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protective 2 [prəu'tektiv] adj.防护的；关切保护的；保护贸易的

219 pushed 1 [puʃt] adj.处于窘境的；为难的；推挤现象的 v.推；挤；逼迫（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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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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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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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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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226 regular 1 ['regjulə] adj.定期的；有规律的；合格的；整齐的；普通的 n.常客；正式队员；中坚分子 adv.定期地；经常地 n.
(Regular)人名；(以)雷古拉尔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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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resembling 1 vt.像

229 returning 1 v.归还，[计]返回，回复（return的ing形式） n.回归

230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31 round 2 [raund] n.圆；循环；一回合；圆形物 adj.圆的；完全的；大概的；肥胖的 adv.在周围；迂回地；朝反方向；挨个 vt.完
成；围捕；绕行；弄圆 vi.进展；变圆；环行；发胖 prep.附近；绕过；大约；在…周围 n.(Round)人名；(英)朗德

232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233 sai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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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35 school 4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36 schools 2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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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se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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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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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Shawn 1 [ʃɔ:n] n.肖恩（男子、女子名）

241 sh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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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short 2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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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ked 1 [sked] n.程序表（等于schedule） vt.编制目录（等于schedule）

245 sm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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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smile 4 [smail] vi.微笑 n.微笑；笑容；喜色 vt.微笑着表示 n.(Smile)人名；(塞)斯米莱

247 smiling 2 ['smailiŋ] adj.微笑的；欢快的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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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social 2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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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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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ou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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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sound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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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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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speakers 1 [s'piː kəz] n. 说话者；发言者；说某种语言者；扬声器（名词speaker的复数形式）

256 speaking 1 ['spi:kiŋ] adj.演讲的；富于表情的，雄辩的 n.说话；演讲 v.讲（speak的ing形式）

257 specia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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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specifi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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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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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spoken 1 ['spəukən] adj.口语的，口头的 v.说（speak的过去分词）

260 stand 1 [stænd] vi.站立；位于；停滞 vt.使站立；忍受；抵抗 n.站立；立场；看台；停止

261 standing 1 ['stændiŋ] adj.长期的；直立的；固定的 n.站立；持续；身分 v.站立；坚持不变；坐落于（stand的ing形式） n.
(Standing)人名；(英)斯坦丁；(德)施坦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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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tephanie 1 ['stefəni] n.斯蒂芬妮（女子名）

264 stick 2 vt.刺，戳；伸出；粘贴 vi.坚持；伸出；粘住 n.棍；手杖；呆头呆脑的人 n.(Stick)人名；(芬)斯蒂克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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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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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trange 1 [streindʒ] adj.奇怪的；陌生的；外行的 adv.奇怪地；陌生地，冷淡地 n.(Strange)人名；(英)斯特兰奇；(瑞典、塞)斯特
朗格

268 student 3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269 students 14 [st'juːdnts] 学生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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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uch 3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72 superhero 2 英 ['suːpəhɪərəʊ] 美 ['suːpərhɪroʊ] n. 超级英雄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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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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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surgery 1 ['sə:dʒəri] n.外科；外科手术；手术室；诊疗室

276 tables 1 [teɪblz] n. 表格 名词table的复数形式.

277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278 talking 1 ['tɔ:kiŋ] adj.说话的，多嘴的；有表情的 n.讲话，谈论 v.谈论；讲话（talk的ing形式） n.(Talking)人名；(英)托金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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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teacher 6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281 teachers 12 ['titʃə:s] n.教师（teacher的复数形式）

282 teaches 1 ['tiː tʃɪz] v. 教；教导；教授；教训（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83 teaching 3 ['ti:tʃiŋ] n.教学；教义 v.教学；教导（teach的ing形式）

284 tells 1 [tel] v. 告诉；吩咐；讲述；表达；辨别；判断；泄露；告发；产生效果

285 ter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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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tesol 1 ['ti:sɔ:l] abbr.向说其他语言的人讲授英语（TeachingEnglishtoSpeakersofOtherLanguages）

287 t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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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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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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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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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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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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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94 they 7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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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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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thinks 1 [θɪŋk] v. 认为；想；记起；考虑 n. 想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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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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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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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tiny 1 ['taini] adj.微小的；很少的 n.(Tiny)人名；(葡、印)蒂尼

302 to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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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traditional 1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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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t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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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06 unable 1 [ʌn'eibl] adj.不会的，不能的；[劳经]无能力的；不能胜任的

307 uncomfortable 1 [,ʌn'kɔmfətəbl] adj.不舒服的；不安的

308 undergoing 1 [,ʌndə'gəu] vt.经历，经受；忍受

309 unnecessary 1 [,ʌn'nesəsəri] adj.不必要的；多余的，无用的

310 unusual 3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311 us 1 pron.我们

312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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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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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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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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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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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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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Virginia 1 [və(:)'dʒinjə] n.弗吉尼亚（女子名）；弗吉尼亚州 adj.弗吉尼亚州的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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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21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322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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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wear 1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324 wearing 2 [wεə riŋ, wεərŋ, 'wεəriŋ] adj.磨损的；穿用的；令人疲倦的 v.穿着；磨损（wear的ing形式） n.(Wearing)人名；(英)韦尔林

325 Webb 1 [web] n.韦勃（人名）；威布市（美国密苏里州的城市名）

326 w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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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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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wheeled 1 [hwi:ld] adj.轮式的；有轮的 v.滚动；装轮子（wheel的过去分词）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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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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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whil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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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who 8 pron.谁；什么人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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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Williams 2 ['wiljəmz] n.威廉姆斯（男子名）

335 windows 1 ['windəuz] n.微软公司生产的“视窗”操作系统

336 wish 1 [wiʃ] n.希望；祝福；心愿 vt.祝愿；渴望；向…致问候语 vi.愿望；需要 n.(Wish)人名；(英)威什

337 with 1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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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wore 1 [wɔ:] v.穿（衣服等）；戴（首饰等）；装着（wear的过去式）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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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work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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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works 2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43 worries 1 ['wʌrɪs] n. 烦恼；令人担忧的事物 名词worr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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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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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47 you 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48 young 2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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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葡)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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