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1-14 [Ask a Teacher] Construct and Pro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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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bum 1 ['ælbəm] n.相簿；唱片集；集邮簿；签名纪念册

3 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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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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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6 am 1 abbr.调频，调谐，调幅（amplitudemodulation） vi.（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 aux.（与v-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与v-ed
连用构成被动语态） n.（柬）安（人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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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9 and 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0 answer 3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11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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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rts 1 [a:ts] n.文科

13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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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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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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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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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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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bigger 1 [bɪgə] adj.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

19 bridge 2 [bridʒ] n.桥；桥牌；桥接器；船桥 vt.架桥；渡过 n.(Bridge)人名；(英)布里奇

20 build 3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21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22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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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y 3 prep.通过；被；依据；经由；在附近；在……之前 adv.通过；经过；附近；[互联网]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

25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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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car 1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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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29 com 1 abbr.组件对象模型（ComponentObjectModel）；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Computer-OutputMicrofilm）

30 comment 1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31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32 confused 1 [kən'fju:zd] adj.困惑的；混乱的；糊涂的 v.困惑（confuse的过去式）

33 construct 7 [kən'strʌkt] vt.建造，构造；创立 n.构想，概念

34 constructed 3 vt.构造，建造；创立，构筑；搭建（construct的过去分词）

35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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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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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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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dear 1 [diə] adj.亲爱的；尊敬的；昂贵的 adv.高价地；疼爱地 int.哎呀 n.亲爱的人 n.(Dear)人名；(英、西)迪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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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describes 1 [dɪ'skraɪb] vt. 描述；说成；形容；画(尤指几何图形)

42 differences 1 ['dɪfərəns] n.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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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do 1 n.要求；规定；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做；干；学习；研究；进行；完成；解答；整理；算出；引起；行过 aux.助动词
（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代替动词）；（用于加强语气） vi.行，足够；生长 n.（英）多（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
称） n.（口语）事件；（主英国口语）诈骗；（主英国、新西兰口语）宴会；（口语）必须做到的事情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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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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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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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mail 1 ['i:'meil] n.电子信函 vt.给…发电子邮件 n.(Email)人名；(法)埃马伊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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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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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ric 3 埃里克（人名）

52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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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 1 adj.准确的，精密的；精确的 vt.要求；强求；急需 vi.勒索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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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press 1 [ik'spres] vt.表达；快递 adj.明确的；迅速的；专门的 n.快车，快递，专使；捷运公司

57 factory 1 ['fæktəri] n.工厂；制造厂；代理店

58 feed 1 [fi:d] vt.喂养；供给；放牧；抚养（家庭等）；靠…为生 vi.吃东西；流入 n.饲料；饲养；（动物或婴儿的）一餐

59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60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61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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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greg 1 [greg] n.格雷格（男子名，等于Gregory）

64 Gregory 1 ['gregəri] n.格雷戈里（男子名，古代罗马教皇之名）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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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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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have 1 [hæv, 弱həv, əv, v] vt.有；让；拿；从事；允许 aux.已经 n.(Have)人名；(芬)哈韦；(德)哈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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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holidays 1 ['hɔlədiz] adv.每逢假日，在假日 v.度假（holiday的单三形式） n.假日（holiday的复数形式）

71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72 humorous 1 ['hju:mərəs] adj.诙谐的，幽默的；滑稽的，可笑的

73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74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75 ideas 2 观念

76 i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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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78 is 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9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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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81 japan 1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82 Jill 1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83 last 1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持，够用；持久 vt.度过，拖过；使维持 adv.最后地；上次，最近；最后一点 n.(Last)人名；(英、德、葡、罗、瑞典)拉斯特

84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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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leave 1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86 l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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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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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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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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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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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manufacturing 1 [,mænju'fæktʃəriŋ] adj.制造的；制造业的 n.制造业；工业 v.制造；生产（manufacture的ing形式）

93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94 mean 2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95 meanings 1 ['miː nɪŋz] n. 含义 名词meaning的复数形式.

96 movie 1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97 natural 1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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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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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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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often 2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02 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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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o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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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organizing 1 v.组织（organize的ing形式）；使有机化 n.组织 adj.组织上的

105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06 oxygen 1 ['ɔksidʒən] n.[化学]氧气，[化学]氧

107 Pakistan 2 ['pækistæn] n.巴基斯坦（南亚国家名）

108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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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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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physically 1 ['fizikli] adv.身体上，身体上地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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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plant 1 [plɑ:nt, plænt] n.工厂，车间；植物；设备；庄稼 vt.种植；培养；栽培；安置 vi.种植 n.(Plant)人名；(英、西、意)普兰
特；(法)普朗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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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116 produce 8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117 produced 1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118 produces 2 英 [prə'djuːs] 美 [prə'duːs] v. 生产；引起；提出；制片；分娩 n. 产品；农产品

119 producing 1 [prə'djuːsɪŋ] n.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120 quest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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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122 released 1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3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124 road 1 [rəud] n.公路，马路；道路；手段 vt.（狗）沿臭迹追逐（猎物） adj.（美）巡回的 n.(Road)人名；(英)罗德

125 Robbins 1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126 sale 1 [seil] n.销售；出售；拍卖；销售额；廉价出售 n.(Sale)人名；(意、塞、瑞典)萨莱；(英、萨摩)塞尔；(法)萨尔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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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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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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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sense 1 n.感觉，功能；观念；道理；理智 vt.感觉到；检测 n.森斯（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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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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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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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sh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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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similar 2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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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somethin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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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stachel 2 n. 施塔赫尔

139 stor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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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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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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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teacher 1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144 thank 2 [θæŋk] vt.感谢 n.感谢 int.谢谢

145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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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the 1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47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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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149 theory 2 ['θiəri, 'θi:ə-] n.理论；原理；学说；推测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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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52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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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to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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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155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56 us 4 pron.我们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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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159 vehicles 1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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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verbs 1 [vɜːbz] n. 动词 名词verb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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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wakanda 1 n. 万坎达

164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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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webpage 1 ['webpeɪdʒ] n. 网页

167 w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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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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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wor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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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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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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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writes 1 [raɪt] v. 写；书写；填写；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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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175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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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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