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11 [Education Report] Directing the Online College
Classroom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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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3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4 add 2 [æd] vi.加；增加；加起来；做加法 vt.增加，添加；补充说；计算…总和 n.加法，加法运算

5 adds 1 abbr.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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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dvises 1 [əd'vaɪz] vt. 劝告；通知；忠告；建议 vi. 提建议

8 again 3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9 agree 1 [ə̍ ɡriː ] vt.同意，赞成；承认；约定，商定 vi.vi.同意，意见一致；约定，商定

10 air 1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1 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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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lso 5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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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5 and 1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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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nswer 4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18 ar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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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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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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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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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ending 1 adj.（医生）主治的 v.参加（attend的现在分词）；注意，听；照顾；[常用被动语态]（作为结果、情况）伴随

23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24 attract 1 [ə'trækt] vt.吸引；引起 vi.吸引；有吸引力

25 audio 1 ['ɔ:diəu] adj.声音的；[声]音频的，[声]声频的

26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27 awkward 2 ['ɔ:kwəd] adj.尴尬的；笨拙的；棘手的；不合适的

28 awkwardly 1 ['ɔ:kwə:dli] adv.笨拙地；无技巧地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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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background 1 ['bækgraund] n.背景；隐蔽的位置 vt.作…的背景 adj.背景的；发布背景材料的

31 basically 2 ['beisikəli] adv.主要地，基本上

32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3 because 3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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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egins 1 [bɪ'ɡɪn] v. 开始；着手

36 being 3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37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38 birds 1 ['bɜːdz] n. 鸟，鸟类；禽（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

39 bit 3 n.[计]比特（二进位制信息单位）；少量；马嚼子；辅币；老一套；一点，一块 vt.控制 adj.很小的；微不足道的 adv.有点
儿；相当 vt.咬（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0 bita 2 British Industrial Truck Association 英国工业载重汽车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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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oards 1 ['bɔː dz] n. 护板；舞台 名词board的复数形式.

42 bookman 3 ['bukmən] n.学者；书商；出版商；书店

43 Burma 1 ['bə:mə] n.缅甸（东南亚国家）

44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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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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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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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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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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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anvas 2 ['kænvəs] n.帆布 vt.用帆布覆盖，用帆布装备 adj.帆布制的

51 carefully 1 ['kɛəfəli] adv.小心地

52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53 case 1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54 Centerville 1 n.森特维尔（美国地名）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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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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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hat 2 [tʃæt] vi.聊天；闲谈 vt.与…搭讪；与…攀谈 n.聊天；闲谈 n.(Chat)人名；(英)查特(教名Carol、Carola、Caroline、Carolyn的
昵称)；(西)查特；(越)质；(柬)乍；(泰)察；(捷)哈特；(中)质(广东话·威妥玛)；(法)沙

58 china 1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59 choose 2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60 choosing 2 v.选择；决定（choose的ing形式）

61 clas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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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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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lassmates 2 [k'lɑːsmeɪts] 同班同学

64 classroom 1 ['klɑ:srum] n.教室

65 college 2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66 command 1 [kə'mɑ:nd] vi.命令，指挥；控制 vt.命令，指挥；控制；远望 n.指挥，控制；命令；司令部 n.(Command)人名；(法)科
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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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communication 1 n.通讯，[通信]通信；交流；信函

69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70 comparing 1 [kəm'peərɪŋ] n. 比较 动词compare的现在分词.

71 competition 1 [,kɔmpi'tiʃən] n.竞争；比赛，竞赛

72 complete 2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73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74 computers 1 [kəm'pju tːəz] n.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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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correctly 2 [kə'rektli] adv.正确地；得体地

77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78 coulson 3 n. 库尔森

79 country 1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乐
的

80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81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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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demands 1 英 [dɪ'mɑːnd] 美 [dɪ'mænd] n. 要求；需求 v. 要求；查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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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85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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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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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directing 1 [də'rekt] adj. 直接的；笔直的；坦白的 v. 对准；指挥；指示；命令

89 directions 1 [dɪ'rekʃnz] n. 用法说明；方向；指令 名词direction的复数形式.

90 discovered 1 英 [dɪ'skʌvə(r)] 美 [dɪ'skʌvər] v. 发现；偶然撞见；发觉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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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discussion 1 [dis'kʌʃən] n.讨论，议论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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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docs 1 ['dɒks] abbr. 文档；文献 (=document)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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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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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draw 1 [drɔ:] vt.画；拉；吸引 vi.拉；拖 n.平局；抽签 n.(Draw)人名；(英)德劳

98 drawn 1 [drɔ:n] adj.拔出的 v.画，绘图（draw的过去分词）

99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100 each 3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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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nglish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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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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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sl 2 [,i: es 'el] abbr.非母语英语课程（Englishasasecondlanguage）

105 essay 1 ['esei, e'sei] n.散文；试图；随笔 vt.尝试；对…做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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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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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109 experienced 2 [ik'spiəriənst] adj.老练的，熟练的；富有经验的

110 explain 1 [ik'splein] v.说明；解释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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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f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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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feature 2 ['fi:tʃə] n.特色，特征；容貌；特写或专题节目 vi.起重要作用 vt.特写；以…为特色；由…主演

114 features 2 ['fiː tʃəz] n. 容貌；特征 名词featur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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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fewer 1 ['fju:ə] adj.较少的 pron.较少数 int.较少数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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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fillers 1 ['fɪləz] 填料

119 fi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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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finds 1 [faɪnd] v. 发现；找到；认为；觉得；感到；裁决；判定 n. 发现

121 focusing 2 英 ['fəʊkəsɪŋ] 美 ['foʊkəsɪŋ] n. 聚焦；调焦 动词focus的现在分词形式.

122 for 11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23 formerly 1 ['fɔ:məli] adv.以前；原来

124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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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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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games 1 [geɪmz] n. [计算机] 游戏程序 n. 运动会；比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 v. 赌博（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

128 gamez 4 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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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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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get 4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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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gi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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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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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google 1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135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36 groups 2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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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halts 1 [hɔː lt] n. 停止；止步 v. 停止；中止；暂停 v. 踌躇；犹豫；跛行

139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0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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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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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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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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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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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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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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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hig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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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150 h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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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homework 1 ['həumwə:k] n.家庭作业，课外作业

152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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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in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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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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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interaction 1 [,intər'ækʃən] n.相互作用；[数]交互作用 n.互动

157 interactive 1 [,intər'æktiv] adj.交互式的；相互作用的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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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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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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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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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Jill 2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64 junior 1 ['dʒu:njə] adj.年少的；后进的；下级的 n.年少者，晚辈；地位较低者；大学三年级学生 n.(Junior)人名；(英)朱尼尔；(德)
尤尼奥尔

165 jus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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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kill 1 [kil] vt.杀死；扼杀；使终止；抵消 vi.杀死 n.杀戮；屠杀 adj.致命的；致死的 n.(Kill)人名；(德)基尔

167 Kimberley 1 ['kimbəli] n.金伯利（南非中部城市）；金柏莉（女子名）

168 kimberly 1 n. 金伯利; 金伯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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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lana 2 ['lænə, 'lɑ:nə] n.拉娜（Helen的异体）；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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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language 3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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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learned 2 ['lə:nid] adj.博学的；有学问的；学术上的 n.(Learned)人名；(英)勒尼德

174 learners 2 ['lɜːnəz] 学习者

175 learning 4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76 less 3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177 lets 1 abbr.地方交易系统（LocalExchangeTradingSystem）

178 lik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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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80 lin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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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listening 3 ['lisəniŋ] adj.收听的；助听的 n.倾听 v.听（listen的ing形式）

182 little 3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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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ll 1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185 lms 1 [ˌelem'es] abbr. London Mathematical Society(英国)伦敦数学学会

186 l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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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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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louder 1 ['laʊdər] adj. 更大声的

189 m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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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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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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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management 1 ['mænidʒmənt] n.管理；管理人员；管理部门；操纵；经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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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master 1 ['mɑ:stə, 'mæstə] vt.控制；精通；征服 n.硕士；主人；大师；教师 adj.主人的；主要的；熟练的 n.(Master)人名；(英)马斯
特

195 maybe 3 ['meibi] adv.也许；可能；大概 n.可能性；不确定性

196 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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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meeting 1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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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Mexico 1 ['meksikəu] n.墨西哥

200 microphone 2 ['maikrəfəun] n.扩音器，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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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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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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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music 2 ['mju:zik] n.音乐，乐曲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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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Myanmar 1 ['mjænmɑ:] n.缅甸（东南亚国家）

207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208 names 3 [neɪmz] n.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

209 necessary 1 ['nesisəri]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必需品 n.(Necessary)人名；(英)内塞瑟里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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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newer 1 [n'juːər] adj. 较新的 形容词new的比较级.

212 nice 1 [nais] adj.精密的；美好的；细微的；和蔼的 n.(Nice)人名；(英)尼斯

213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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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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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noticing 1 英 ['nəʊtɪs] 美 ['noʊtɪs] vt. 注意；留心；通知 n. 通知；注意；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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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of 1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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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oh 1 [əu] int.哦；哎呀（表示惊讶或恐惧等）

220 OK 1 ['əu'kei, ,əu'kei, 'əukei] adj.好的；不错的 adv.行；很好 int.好；可以 vt.对…表示同意 n.同意

221 okay 1 ['əu'kei, ,əu'kei, 'əukei] adv.可以；对；很好地 adj.可以；对；不错 n.同意，批准 int.好；行

222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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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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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225 online 12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26 or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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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oral 1 ['ɔ:rəl, 'ɔ-] adj.口头的，口述的 n.口试 n.(Oral)人名；(土)奥拉尔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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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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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otherwise 1 adv.否则；另外；在其他方面 adj.另外的；其他方面的；原本，本来 conj.其他；如果不；然后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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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overcome 1 [,əuvə'kʌm] vt.克服；胜过 vi.克服；得胜

233 pace 1 n.一步；步速；步伐；速度 vi.踱步；缓慢而行 vt.踱步于；用步测 n.(Pace)人名；(捷)帕采；(英)佩斯；(法)帕斯；(罗)帕
切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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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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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patterns 1 ['pætənz] n. 式样；图案；样式；模式 名词的pattern复数形式.

237 pauses 3 [pɔː z] n. 暂停；中止；犹豫不决 vi. 停顿；中止

238 peers 1 ['piəz] n. 平辈；同等社会地位的人（名词peer的复数形式） v. 凝视；窥视（动词peer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39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40 percent 1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241 pers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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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persuading 1 英 [pə'sweɪd] 美 [pər'sweɪd] vt. 说服；劝说

243 phone 1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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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46 planning 1 ['plæniŋ] n.规划；计划编制 v.计划；设计；预期（plan的ing形式）

247 pl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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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playing 2 ['pleiiŋ] n.比赛；演奏 v.玩耍（play的ing形式）

249 position 1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250 preparation 1 [,prepə'reiʃən] n.预备；准备

251 progra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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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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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prosodic 4 [prəu'sɔdik] adj.诗体学的；作诗法的；韵律学的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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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puts 1 [pʊts] n.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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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59 quiet 1 adj.安静的；安定的；不动的；温顺的 n.安静；和平 vt.使平息；安慰 vi.平静下来

260 quiz 3 [kwiz] n.考查；恶作剧；课堂测验 vt.挖苦；张望；对…进行测验

261 re 2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262 react 1 vi.反应，作出反应；产生（化学）反应；

263 reaction 1 [ri'ækʃən, ri:-] n.反应，感应；反动，复古；反作用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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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ready 1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人名；(英)雷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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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68 recor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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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recordings 1 n.记录( recording的名词复数 ); 录音; 录像; 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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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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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73 repeated 1 [ri'pi:tid] adj.再三的，反复的 v.重复；复述（repea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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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responded 1 英 [rɪ'spɒnd] 美 [rɪ'spɑːnd] v. 回答；响应；反应；反应灵敏；反响 n. [建]壁联；[宗]应唱圣歌

276 ri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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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Robbins 2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278 Rosa 1 ['rəuzə] n.罗莎（女子名）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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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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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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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say 3 [sei] vt.讲；说明；例如；声称；假设；指明 vi.讲；表示；念；假定；背诵 n.(Say)人名；(土)萨伊；(法、老、柬)赛；(英)
塞伊；(匈、罗)绍伊

283 says 5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84 school 2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85 second 2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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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seemed 1 [siː m] vi. 似乎；好像

288 se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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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entence 1 ['sentəns] n.[语][计]句子，命题；宣判，判决 vt.判决，宣判

290 sentences 3 ['sentəns] n. 句子；判决 vt. 宣判；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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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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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she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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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shor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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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sing 1 vi.唱歌；歌颂；鸣叫；呼号 vt.唱；用诗赞颂；唱着使 n.演唱；鸣声；呼啸声 n.(Sing)人名；(老、德、泰)辛

296 sitting 1 ['sitiŋ] n.入席，就坐；开庭；孵卵；坐着的一段时间 adj.坐着的；孵卵中的；在任期中的 v.坐；坐落（sit的ing形式） n.
(Sitting)人名；(英)西廷

297 slides 1 [s'laɪdz] n. 滑梯；幻灯片 名词slid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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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s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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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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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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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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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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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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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speak 8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306 speak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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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specialist 1 ['speʃəlist] n.专家；专门医师 adj.专家的；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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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spot 1 [spɔt] n.地点；斑点 vt.认出；弄脏；用灯光照射 vi.沾上污渍；满是斑点 adj.现场的；现货买卖的 adv.准确地；恰好

312 st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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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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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stone 1 [stəun] n.石头；结石；[宝]宝石 adj.石的，石制的 vt.向扔石块；用石头铺 n.(Stone)人名；(捷)斯托内；(瑞典)斯托内；
(英)斯通

316 stops 1 英 [stɒp] 美 [stɑːp] v. 停止；阻止；停留 n. 停止；逗留；车站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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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struggle 1 ['strʌgl] vi.奋斗，努力；挣扎 n.努力，奋斗；竞争 vt.使劲移动；尽力使得

319 student 4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320 students 21 [st'juːdnts]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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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23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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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talk 2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326 teach 2 [ti:tʃ] vt.教；教授；教导 vi.教授；讲授；当老师 n.(Teach)人名；(英)蒂奇

327 teacher 4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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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teaches 3 ['tiː tʃɪz] v. 教；教导；教授；教训（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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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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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teams 1 [tiː m] n. 队；组 v. 使相配；使合作；结成一队 adj. 团队的

333 tech 1 [tek] n.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技术（technology）；技术员（technician） n.(Tech)人名；(柬)德

334 tell 1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335 test 1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336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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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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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the 3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39 thei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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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them 7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341 themselves 2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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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then 6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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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45 they 18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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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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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349 threatening 1 ['θretəniŋ] adj.危险的；胁迫的；凶兆的 v.威胁；恐吓；迫近（threaten的ing形式）

350 three 2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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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tired 2 ['taiəd] adj.疲倦的；厌倦的，厌烦的 v.疲倦；对…腻烦（tire的过去分词形式）

353 to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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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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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56 tongue 2 [tʌŋ] n.舌头；语言 vt.舔；斥责；用舌吹 vi.说话；吹管乐器 n.(Tongue)人名；(英)唐

357 too 2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58 topic 1 ['tɔpik] n.主题（等于theme）；题目；一般规则；总论

359 training 1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360 trick 1 [trik] n.诡计；恶作剧；窍门；花招；骗局；欺诈 vt.欺骗；哄骗；装饰；打扮 vi.哄骗；戏弄 adj.特技的；欺诈的；有决
窍的 n.(Trick)人名；(英)特里克

361 twister 1 n.缠绕者；不可靠的人；难题；旋转球；绕口令

362 twisters 1 n.难题( twister的名词复数 ); 旋风; 旋转的人; <体>旋转球

363 two 5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64 type 1 [taip] n.类型，品种；模范；样式 vt.打字；测定（血等）类型 vi.打字 n.(Type)人名；(英)泰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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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uneasy 1 [,ʌn'i:zi] adj.不舒服的；心神不安的；不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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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u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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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us 1 pron.我们

370 us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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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373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74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375 verbs 2 [vɜːbz] n. 动词 名词verb的复数形式.

376 vide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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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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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Virginia 2 [və(:)'dʒinjə] n.弗吉尼亚（女子名）；弗吉尼亚州 adj.弗吉尼亚州的

379 VOA 1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380 voice 1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381 voices 1 n. 声音 名词voice的复数形式. abbr. 音控识别计算机输入系统(=Voice Operated Identification Computer Entry System)

382 volume 1 ['vɔlju:m] n.量；体积；卷；音量；大量；册 adj.大量的 vi.成团卷起 vt.把…收集成卷

383 waiting 2 ['weitiŋ] n.等待；服侍 adj.等待的；服侍的 v.等待；伺候（wait的ing形式）；延缓 n.(Waiting)人名；(英)韦廷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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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 warmup 1 [wɔː mʌp] n. 加热；加热期；热身 (复)warmups: n.；运动衣

386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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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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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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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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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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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wendy 1 ['wendi] n.温迪（女子名）

393 wheel 6 [hwi:l] n.车轮；方向盘；转动 vt.转动；使变换方向；给…装轮子 vi.旋转；突然转变方向；盘旋飞行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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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396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97 whi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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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 who 2 pron.谁；什么人

399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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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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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with 1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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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 wonderful 1 adj.极好的，精彩的，绝妙的；奇妙的；美妙；胜；神妙

404 word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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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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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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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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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 would 6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409 write 2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410 writing 1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411 written 2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412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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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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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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