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1-11 [Education Report] Images Can Help You Retain
Vocabulary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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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bsorb 2 [əb'sɔ:b, -'zɔ:b] vt.吸收；吸引；承受；理解；使…全神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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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frica 1 ['æfrikə] n.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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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gain 2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7 ahh 1 abbr.芳基烃羟化酶（ArylHydrocarbonHydroxylase）

8 aids 2 abbr.艾滋病（AcquiredImmuneDeficiencySyndrome）；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症

9 alex 1 ['æliks] n.亚历克斯（男子名）

10 Alice 2 ['ælis] n.爱丽丝（女子名）

11 alphabet 1 n.字母表，字母系统；入门，初步 n.Google创建的名为Alphabet的公司，改变Google原有公司架构，旨在使其当下主
要业务和长期投资项目间的区别更加清晰。

12 alphabetical 2 [,ælfə'betikəl, ,ælfə'betik] adj.字母的；[计]依字母顺序的

13 already 3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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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n 6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6 and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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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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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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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rranged 1 [ə'reɪndʒd] adj. 安排的；准备的 动词arr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 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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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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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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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ssociations 1 联合； 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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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27 bald 3 [bɔ:ld] adj.秃顶的；光秃的；单调的；无装饰的 vi.变秃 n.(Bald)人名；(英)鲍尔德；(德、法、波)巴尔德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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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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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each 2 [bi:tʃ] n.海滩；湖滨 vt.将…拖上岸 vi.搁浅；定居 n.(Beach)人名；(英)比奇

32 because 4 [bi'kɔz] conj.因为

33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34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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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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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iomedical 1 [,baiəu'medikəl] adj.生物医学的

39 blame 1 ['bleim] vt.责备；归咎于 n.责备；责任；过失

40 borrow 1 ['bɔrəu] vi.借；借用；从其他语言中引入 vt.借；借用 n.(Borrow)人名；(英)博罗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41 bottom 1 ['bɔtəm] n.底部；末端；臀部；尽头 adj.底部的 vt.装底；测量深浅；查明真相 vi.到达底部；建立基础 n.(Bottom)人名；
(英)博顿

42 brain 3 [brein] n.头脑，智力；脑袋 vt.猛击…的头部 n.(Brain)人名；(英)布雷恩

43 Brazil 1 [brə'zil] n.巴西（拉丁美洲国家）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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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ryant 2 ['braiənt] n.布赖恩特（男子名，等于Brian）

46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47 b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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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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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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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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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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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53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54 cen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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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56 champion 1 ['tʃæmpiən] n.冠军；拥护者；战士 vt.支持；拥护 adj.优胜的；第一流的 n.(Champion)人名；(英)钱皮恩；(法)尚皮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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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lassroom 1 ['klɑ:srum] n.教室

59 competitors 1 [kəm'petɪtəz] 竞争对手

60 composed 1 [kəm'pəuzd] adj.镇静的；沉着的 v.组成；作曲（compose的过去分词）；著作

61 confine 1 n.界限，边界;约束；限制 vt.限制；禁闭

62 connect 3 [kə'nekt] vt.连接；联合；关连 vi.连接，连结；联合

63 connected 2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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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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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ontext 2 ['kɔntekst] n.环境；上下文；来龙去脉

67 coral 3 ['kɔ:rəl] n.珊瑚；珊瑚虫 adj.珊瑚的；珊瑚色的 n.(Coral)人名；(英、法、西、葡)科拉尔

68 corral 2 [kɔ:'rɑ:l] n.畜栏；环形车阵 vt.把…关进畜栏；捕捉；把…布成车阵 n.(Corral)人名；(法、西、葡)科拉尔

69 corralled 1 英 [kə'rɑ lː] 美 [kə'ræl] n. 畜栏 v. 把…赶入围栏；聚集

70 create 2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71 creating 1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72 creatures 1 ['kriː tʃəz] n. 生物（creature的复数形式）

73 cristiane 2 n. 克里斯琴

74 critical 1 ['kritikəl] adj.鉴定的；[核]临界的；批评的，爱挑剔的；危险的；决定性的；评论的

75 curves 1 ['kɜːvz] n. 曲线；圆括号 名词curve的复数形式.

76 danielle 1 [dæn'jel] n.丹妮尔（f.）

77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78 demonstrates 1 ['demənstreɪt] vt. 证明；演示；示范 vi. 示威

79 dental 1 ['dentəl] adj.牙科的；牙齿的，牙的 n.齿音

80 dentist 1 ['dentist] n.牙科医生 牙医诊所

81 dictionaries 1 [['dɪkʃənərɪ] 名词dictionary的复数形式

82 dictionary 1 ['dikʃənəri] n.字典；词典

83 discuss 2 [dis'kʌs] vt.讨论；论述，辩论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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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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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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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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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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don 2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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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dots 1 ['dɒts] n. 点 dot的复数形式.

90 drawing 3 ['drɔ:iŋ] n.图画；牵引；素描术 v.绘画；吸引（draw的ing形式）；拖曳

91 draws 1 [drɔː z] n. 拉；吸入；抽取 名词draw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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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asier 3 [英 ['i:zɪə] 美 ['i:zɪr]] adj.更简单；容易些（easy的比较级形式）；较早的

94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95 eas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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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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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ducation 1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98 effective 1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99 engineer 1 [,endʒi'niə] n.工程师；工兵；火车司机 vt.设计；策划；精明地处理 vi.设计；建造

100 English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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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quivalent 2 [i'kwivələnt] adj.等价的，相等的；同意义的 n.等价物，相等物

102 every 2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103 example 3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104 existing 1 [ig'zistiŋ] adj.目前的；现存的 v.存在（exist的现在分词）

105 eyes 1 n.眼睛（eye的复数） n.(Eyes)人名；(英)艾斯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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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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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few 2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09 figure 1 ['figə] n.数字；人物；图形；价格；（人的）体形；画像 vi.计算；出现；扮演角色 vt.计算；认为；描绘；象征

110 figures 1 ['fɪgəs] n. 图形，数字，外形，体型，形状，人物，塑像，图表，(冰上表演动作的)花样（figure的复数形式 v. 是重要部
分，认为，演算，领会到（figure的第三人称单数）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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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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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1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14 forget 1 [fə'gɛt] vt.忘记；忽略 vi.忘记 n.(Forget)人名；(法)福尔热

115 form 2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116 formed 1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117 French 1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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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galv 4 ['ɡælv] n. 电流的(流电学；电镀；电流计)

120 gather 1 ['gæðə] vt.收集；收割；使…聚集；使…皱起 vi.聚集；化脓；皱起 n.聚集；衣褶；收获量 n.(Gather)人名；(德)加特

121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122 goal 2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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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grade 1 [greid] n.年级；等级；成绩；级别；阶段 vt.评分；把…分等级 vi.分等级；逐渐变化 n.(Grade)人名；(英)格雷德；(法、
德、西、葡、塞、瑞典)格拉德

125 gre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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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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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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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hair 2 [hεə] n.头发；毛发；些微 vt.除去…的毛发 vi.生长毛发；形成毛状纤维 adj.毛发的；护理毛发的；用毛发制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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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30 happens 1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131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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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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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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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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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hear 2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37 heard 1 [hə:d] v.听到（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闻知 n.(Heard)人名；(英)赫德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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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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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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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42 homeland 1 ['həumlænd] n.祖国；故乡

143 humans 1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144 idea 3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145 ideas 1 观念

146 if 4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47 imag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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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imagery 3 ['imidʒəri] n.像；意象；比喻；形象化

149 images 5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150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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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including 2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53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54 instance 1 ['instəns] n.实例；情况；建议 vt.举...为例

155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156 int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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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involve 2 [in'vɔlv] vt.包含；牵涉；使陷于；潜心于

158 involves 1 英 [ɪn'vɒlv] 美 [ɪn'vɑ lːv] vt. 包含；使忙于；牵涉；使卷入；使陷入

159 is 2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0 i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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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its 6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62 joining 1 ['dʒɔiniŋ] n.连接；接缝；连接物

163 ju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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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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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keyword 2 n.密码；关键字

166 keywords 3 ['kiː ˌwɜːds] n. 关键词；重要词；参考词

167 ki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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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knife 1 [naif] n.刀；匕首 vt.用刀切；（口）伤害 vi.劈开；划过

169 knowledge 1 ['nɔlidʒ] n.知识，学问；知道，认识；学科 n.(Knowledge)人名；(南非)诺利奇

170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71 language 6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72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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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Latvia 1 ['lætviə] n.拉脱维亚

174 learn 4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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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learners 2 ['lɜːnəz] 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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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let 2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179 letters 1 [letəz] n.[语]字母；书信；读者投书栏（letter的复数） v.用字母标明；用印刷体写（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

180 level 3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181 life 2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82 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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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lines 2 [laɪnz] n. (剧本中的)台词；诗歌；线条；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

184 listening 1 ['lisəniŋ] adj.收听的；助听的 n.倾听 v.听（listen的ing形式）

185 litt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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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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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ma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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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makes 2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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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91 map 3 [mæp] vt.映射；计划；绘制地图；确定基因在染色体中的位置 n.地图；示意图；染色体图 vi.基因被安置 n.(Map)人名；
(法)马普

192 maps 5 n. 地图 名词map的复数形式.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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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Mauritius 1 [mɔ:'riʃiəs] n.毛里求斯

195 maybe 2 ['meibi] adv.也许；可能；大概 n.可能性；不确定性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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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meaning 3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198 meaningful 2 ['mi:niŋful] adj.有意义的；意味深长的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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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memorizing 1 ['memə] n. 熟记；用力记住 动词memorize的现在分词形式.

201 memory 7 ['meməri] n.记忆，记忆力；内存，[计]存储器；回忆 n.(Memory)人名；(英)梅默里

202 mental 8 ['mentəl] 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n.精神病患者

203 method 3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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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Michelle 1 [mi:'ʃel] n. 米歇尔(女子名)

206 mid 1 [mid] adj.中间的；中央的 prep.在…之中 n.(Mid)人名；(柬)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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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mind 3 [maind] n.理智，精神；意见；智力；记忆力 vt.介意；专心于；照料 vi.介意；注意

209 mnemonics 6 [ni:'mɔniks] n.记忆术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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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most 2 [məust] adv.最；非常，极其；最多；几乎 adj.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n.大部分，大多数 n.(Most)人名；(德、俄、
法、芬、捷、英)莫斯特

212 mu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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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mullen 3 ['mʌlən] n.毛蕊花属的植物（等于mullein） n.(Mullen)人名；(英)马伦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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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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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need 2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217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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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nex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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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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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not 6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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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of 2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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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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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on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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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or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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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ord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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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ganize 1 ['ɔ:gənaiz] vt.组织；使有系统化；给予生机；组织成立工会等 vi.组织起来；成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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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32 own 2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233 paper 1 ['peipə] n.纸；论文；文件；报纸 adj.纸做的 vt.用纸糊；用纸包装 vi.贴糊墙纸；发交通违章传票 n.(Paper)人名；(俄)帕
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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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per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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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picture 3 ['piktʃə] n.照片，图画；影片；景色；化身 vt.画；想像；描写

238 pictures 7 ['pɪktʃəz] n.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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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probably 3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241 problem 2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242 progra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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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p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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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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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46 rather 1 ['rɑ:ðə, 'ræ-] adv.宁可，宁愿；相当 int.当然啦（回答问题时用） n.(Rather)人名；(英)拉瑟

247 reading 1 ['ri:diŋ] n.阅读，朗读；读物；读数 adj.阅读的 v.阅读（read的ing形式）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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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realizing 1 ['riəlaiziŋ, 'ri:-] adj.明确无误的；清晰生动地 v.实现（realiz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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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recall 3 [ri'kɔ:l, 'ri:kɔ:l] vt.召回；回想起，记起；取消 n.召回；回忆；撤消

252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53 reinforce 1 [,ri:in'fɔ:s] vt.加强，加固；强化；补充 vi.求援；得到增援；给予更多的支持 n.加强；加固物；加固材料

254 related 3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55 relating 1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256 remember 4 [ri'membə] vt.记得；牢记；纪念；代…问好 vi.记得，记起

257 remembering 2 [ri'membəriŋ] n.回忆，记住 v.记住（remember的现在分词）；想起

258 retain 2 [ri'tein] vt.保持；雇；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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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says 6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60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61 scissors 1 ['sizəz] n.剪刀；剪式跳法 v.剪开；删除（scissor的第三人称单数）

262 sea 2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263 seconds 1 ['sekəndz] n. 秒，时刻 名词second的复数

264 se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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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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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semantic 1 [si'mæntik] adj.语义的；语义学的（等于semantical）

267 sentence 4 ['sentəns] n.[语][计]句子，命题；宣判，判决 vt.判决，宣判

268 shand 1 n. 尚德

269 sharp 2 adj.急剧的；锋利的；强烈的；敏捷的；刺耳的 adv.急剧地；锐利地；突然地 n.尖头 vt.磨快；把音调升高 vi.升音演奏
n.(Sharp)人名；(英)夏普

270 sh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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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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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ides 1 [saɪdz] n.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

273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74 simple 1 ['simpl] adj.简单的；单纯的；天真的 n.笨蛋；愚蠢的行为；出身低微者 n.(Simple)人名；(法)桑普勒

275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76 skeletons 1 n. 骷髅；骨骼（skeleton的复数）；流言（歌曲名）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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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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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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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omebody 1 ['sʌm,bɔdi, -bʌ-, -bə-] n.大人物；重要人物 pron.有人；某人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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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sounding 1 ['saundiŋ] n.音响；试探；测探水深 adj.发出声音的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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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south 1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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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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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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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tories 1 [s'tɔː rɪz] n. 故事，传说（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 v. 讲…的故事；说假话（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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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straightforward 1 [,streit'fɔ:wəd] adj.简单的；坦率的；明确的；径直的 adv.直截了当地；坦率地

292 strong 1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293 student 2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294 students 4 [st'juːdnts] 学生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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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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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suggests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298 suppose 1 [sə'pəuz] vt.假设；认为；让（虚拟语气）；推想 vi.猜想；料想 conj.假使…结果会怎样

299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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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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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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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talks 1 ['tɔː ks] 会谈

304 target 3 n.目标，指标；（攻击的）对象；靶子 v.把...作为目标；面向，对准（某群体） n.（Target）美国塔吉特公司

305 taught 2 [tɔ:t] v.教授（teach的过去分词）

306 teach 1 [ti:tʃ] vt.教；教授；教导 vi.教授；讲授；当老师 n.(Teach)人名；(英)蒂奇

307 teacher 2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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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terrible 1 ['terəbl] adj.可怕的；很糟的；令人讨厌的 adv.很，非常

310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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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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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the 5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13 them 5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314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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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17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18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319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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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thi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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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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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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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ties 1 [taɪz] tie的复数形式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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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328 Tips 1 英 [tips] 美 [tɪps] abbr. =Techn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技术情报处理系统[美] n. 顶端；消费；小部件；脏乱的地
方；实用的小建议（名词tip的复数形式）

329 to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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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today 2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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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too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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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tools 3 [tu lː]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334 top 2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335 trainer 1 n.助理教练；训练员；驯马师；飞行练习器；运动鞋 n.(Trainer)人名；(英、德)特雷纳

336 translate 1 vt.翻译；转化；解释；转变为；调动 vi.翻译

337 translating 1 [træns'leɪtɪŋ] n. 平移；变换；翻译 动词translate的现在分词.

338 trapped 1 [træpt] adj. 陷入困境的；受到限制的 动词tra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39 trigger 2 ['trigə] vt.引发，引起；触发 vi.松开扳柄 n.扳机；[电子]触发器；制滑机 n.(Trigger)人名；(英)特里杰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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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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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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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us 2 pron.我们

346 usa 1 [ˌjuːes'eɪ] abbr.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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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us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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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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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uses 2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350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51 ve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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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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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visit 1 ['vizit] n.访问；参观；逗留 vt.访问；参观；视察 vi.访问；暂住；闲谈 n.(Visit)人名；(老)维西；(泰)威实

354 visual 4 ['vizjuəl] adj.视觉的，视力的；栩栩如生的

355 visualize 1 ['vizjuəlaiz] vt.形象，形象化；想像，设想 vi.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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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vocabulary 5 n.词汇；词表；词汇量

358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59 w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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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w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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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webs 1 [web] n. 网；网络；网状物；腹板 vi. 结网 vt. 结网于；使陷入罗网

362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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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whe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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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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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67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368 wi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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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with 8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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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word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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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words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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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74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75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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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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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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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80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81 yes 1 [jes] adv.是,是的 n.是（表示肯定）

382 yesterday 1 ['jestədi,-dei] n.昨天；往昔 adv.昨天

383 you 2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84 your 1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385 yourself 1 [jɔ:'self, juə-, jə-] pron.你自己

386 zelin 4 n. 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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