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0-10 [Education Report] Does 'The Chair' Show What
American University Life Is Like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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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bou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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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ademia 3 [,ækə'di:miə] n.学术界；学术生涯

4 actor 1 ['æktə] n.男演员；行动者；作用物

5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6 a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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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8 adj 4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9 adopted 2 [ə'dɔptid] adj.被收养的；被采用的 v.采用；接受（ado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11 agreeing 1 [ə'ɡriː ] v. 同意；赞成；承认；符合；一致

12 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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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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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15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6 American 4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7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18 an 7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9 and 3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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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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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nywhere 1 ['enihwεə] adv.在任何地方；无论何处 n.任何地方

23 apparent 1 [ə'pærənt] adj.显然的；表面上的

24 appealed 1 [ə'piː l] n. 恳求；呼吁；上诉；吸引力 n. (体育比赛中)诉请裁决 v. 呼吁；有吸引力；求助；诉请

25 appears 1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26 approved 1 [ə'pru:vd] adj.被认可的；经过检验的 v.核准；认可（approve的过去式）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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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9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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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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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sia 1 ['eiʃə] n.亚洲

33 Asian 1 ['eiʃən] n.亚洲人 adj.亚洲的；亚洲人的

34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35 asks 1 英 [ɑːsk] 美 [æsk] v. 询问；请求；邀请；要求；开价；期待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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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a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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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attempt 1 [ə'tempt] n.企图，试图；攻击 vt.企图，试图；尝试

39 attended 1 [ə'tendɪd]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40 balances 1 ['bæləns] n. 平衡；天平；平静；结余；差额；调和；制衡 vt. 权衡；使平衡；抵消；称重量 vi. 均衡；建立平衡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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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be 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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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44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45 begins 1 [bɪ'ɡɪn] v. 开始；着手

46 behave 1 [bi'heiv] vi.表现；（机器等）运转；举止端正；（事物）起某种作用 vt.使守规矩；使表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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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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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belsky 5 n. 贝尔斯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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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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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birth 1 [bɑ:θ] n.出生；血统，出身；起源

53 black 1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54 book 2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55 boys 1 n.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

56 brilliant 2 adj.灿烂的，闪耀的；杰出的；有才气的；精彩的，绝妙的

57 brings 1 [brɪŋz] v. 带来；促使；引起；劝诱（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58 buildings 1 ['bɪldɪŋz] n.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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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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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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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came 2 [keim] v.come的过去式

63 campu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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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anada 1 ['kænədə] n.加拿大（北美洲国家）

65 captures 1 英 ['kæptʃə(r)] 美 ['kæptʃər] vt. 捕获；占领；夺取；吸引；(用照片等)留存 n. 捕获；战利品

66 chair 14 [tʃεə] n.椅子；讲座；（会议的）主席位；大学教授的职位 vt.担任（会议的）主席；使…入座；使就任要职 n.(Chair)人
名；(法)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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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charac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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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characters 2 英 ['kærɪktəz] 美 ['kærɪktɚz] n. 人物；角色；特性；字符 名词character的复数形式.

70 chemistry 1 ['kemistri] n.化学；化学过程

71 child 2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72 classes 1 [kla:siz] n.级别，阶级（class复数形式）

73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74 college 13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75 colleges 3 ['kɒlɪdʒɪz] 高校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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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comedy 3 [英['kɒmɪdɪ] 美['kɑmədi]] n.喜剧；喜剧性；有趣的事情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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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commented 1 英 ['kɒment] 美 ['kɑːment] n. 注释；评论；闲话 v. 评论；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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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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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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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connect 2 [kə'nekt] vt.连接；联合；关连 vi.连接，连结；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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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conversations 1 n. 会话（conversation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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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Cornell 1 [kɔ:'nel] n.康奈尔（姓氏）

87 correctness 2 n.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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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Cristina 1 n. 克里斯蒂娜

90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91 current 3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特

92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93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94 Dartmouth 4 ['dɑ:tməθ] n.达特茅斯（英国港口）

95 daughter 2 ['dɔ:tə] n.女儿；[遗][农学]子代 adj.女儿的；子代的

96 Davis 1 ['deivis] n.戴维斯（男子名）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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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dealing 1 ['di:liŋ] n.交易；行为

99 dean 1 n.院长；系主任；教务长；主持牧师

100 definitely 1 ['definitli] adv.清楚地，当然；明确地，肯定地

101 degrees 1 英 [di'ɡri:z] 美 [dɪ'ɡri:z] n. 度；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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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developm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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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developments 1 [dɪ'veləpmənts] n. 建设；发展；开发区 名词development的复数形式.

105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06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107 discuss 1 [dis'kʌs] vt.讨论；论述，辩论

108 distinction 1 [dis'tiŋkʃən] n.区别；差别；特性；荣誉、勋章

109 diversity 1 [dai'və:səti] n.多样性；差异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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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documentary 1 [,dɔkju'mentəri] adj.记录的；文件的；记实的 n.纪录片

112 does 3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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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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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lite 3 [ei'li:t, i'li:t] n.精英；精华；中坚分子

116 encompassing 1 [ɪn'kʌmpəs] vt. 围绕；包围；包括；完成

117 energetic 1 [,enə'dʒetik] adj.精力充沛的；积极的；有力的

118 engineering 1 [,endʒi'niəriŋ] n.工程，工程学 v.设计；管理（engineer的ing形式）；建造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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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nvironment 1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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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thnic 1 ['eθnik] adj.种族的；人种的

123 eve 1 n.夏娃；前夕；傍晚；重大事件关头

124 events 2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125 exist 1 [ig'zist] vi.存在；生存；生活；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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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facebook 1 ['feɪsbʊk] n. 肖像影集；脸谱网或脸书网（知名社交网站） v.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

128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129 father 3 ['fɑ:ðə] n.父亲，爸爸；神父；祖先；前辈 vt.发明，创立；当…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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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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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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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

132 fiction 1 ['fikʃən] n.小说；虚构，编造；谎言

133 fictional 2 ['fikʃənl] adj.虚构的；小说的

134 Fields 1 n.域，字段；场设置（field复数形式） v.使上场（field的单三形式） n.(Fields)人名；(德、英、葡)菲尔茨

135 film 1 [film] n.电影；薄膜；胶卷；轻烟 vt.在…上覆以薄膜；把…拍成电影 vi.摄制电影；生薄膜；变得朦胧

136 filmed 1 [fɪlmd] adj. 拍成电影的 动词film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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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firs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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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40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41 foreign 1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142 freedom 1 ['fri:dəm] n.自由，自主；直率 n.(Freedom)人名；(英)弗里德姆

143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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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general 1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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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glad 1 adj.高兴的；乐意的 vt.使......高兴 n.(Glad)人名；(塞、瑞典)格拉德；(英)格莱德；(法、挪)格拉

148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149 grew 1 [gru:] v.成长，种植（grow的过去式） n.(Grew)人名；(芬)格雷夫；(英、葡)格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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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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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Hampshire 1 ['hæmpʃə] n.汉普郡（英国南部之一郡）

154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55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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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hav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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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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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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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her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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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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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162 highest 1 ['haiist] adj.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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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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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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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168 human 3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169 humanities 2 英 [hju 'ːmænɪtɪz] 美 [hju 'ːmænətɪz] n. 人文学科 名词humanity的复数形式.

170 idea 2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171 ideas 1 观念

172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73 important 4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74 in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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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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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increase 1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177 intelligent 1 [in'telidʒent] adj.智能的；聪明的；理解力强的

178 intense 1 [in'tens] adj.强烈的；紧张的；非常的；热情的

179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180 interesting 1 [ˈɪntrɪstɪŋ，ˈɪntrəstɪŋ] adj.有趣的；引起兴趣的，令人关注的

181 is 2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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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issues 2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184 i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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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ivy 1 ['aivi] adj.常春藤联盟的 n.常春藤 n.(Ivy)人名；(英)艾维，艾薇(女名)

186 jay 1 [dʒei] n.鸟；松鸡；喋喋不休的人 n.(Jay)人名；(英)杰伊；(法)热

187 Ji 1 abbr. 联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s）

188 job 4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189 jobs 1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190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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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Kansas 1 ['kænzəs] n.堪萨斯州（美国州名）

193 kee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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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Kim 6 [kim] n.金姆（人名）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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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knowing 1 ['nəuiŋ] adj.博学的；狡猾的；心照不宣的 n.认知 v.知道；认识；确信（know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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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Korea 1 [kə'riə] n.韩国；朝鲜

199 Korean 3 [kə'riən] adj.韩国人的；韩国语的；朝鲜人的；朝鲜语的 n.韩国人；韩国语；朝鲜人；朝鲜语

200 language 3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201 laugh 1 [lɑ:f, læf] n.笑；引人发笑的事或人 vi.笑 vt.以笑表示；使…笑得

202 leader 3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203 leaders 1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204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205 league 1 [li:g] n.联盟；社团；范畴 vt.使…结盟；与…联合 vi.团结；结盟 n.(League)人名；(英)利格

206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207 legally 1 ['li:gəli] adv.合法地；法律上

208 life 13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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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literature 1 ['litərətʃə] n.文学；文献；文艺；著作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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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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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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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looks 1 [lʊks] n. 外貌(恒用复数)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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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lucky 1 ['lʌki] adj.幸运的；侥幸的

217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218 m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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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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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219 Malaysia 1 [mə'leiʒə; mə'leiziə] n.马来西亚；马来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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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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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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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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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meant 1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226 m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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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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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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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mostly 2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230 mother 2 ['mʌðə] n.母亲；大娘；女修道院院长 vt.生下；养育；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母亲的；出生地的

231 movie 3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232 movies 1 [muːvɪz] n. 电影；电影业；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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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na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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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236 ness 1 [nes] n.海角；突端 n.(Ness)人名；(德、英、西、瑞典)内斯，内丝(女名)

237 new 4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38 newspaper 1 ['nju:s,peipə, 'nju:z-] n.报纸 报社 旧报纸

239 northeastern 1 [,nɔ:θ'i:stən] adj.在东北的；东北方的；来自东北的

240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41 not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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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noticed 1 ['nəʊtɪst] v. 注意，通知，留意（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3 number 3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244 of 3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45 offend 1 [ə'fend] vt.冒犯；使…不愉快 vi.违反；进攻；引起不舒服

246 offering 1 ['ɔfəriŋ, 'ɔ:-] n.提供；祭品；奉献物；牲礼 v.提供（offer的ing形式）

247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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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oh 5 [əu] int.哦；哎呀（表示惊讶或恐惧等）

250 Older 2 ['əʊldər] adj. 年长的

251 oldest 1 ['əuldist] adj.最老的（old的最高级）；最旧的

252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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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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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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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o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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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258 original 1 [ə'ridʒənəl] n.原件；原作；原物；原型 adj.原始的；最初的；独创的；新颖的

259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60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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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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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outdoor 1 ['əutdɔ:] adj.户外的；露天的；野外的（等于out-of-door）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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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over 1 ['əuvə] adv.结束；越过；从头到尾 prep.越过；在…之上；遍于…之上 adj.结束的；上面的 vt.越过 n.(Over)人名；(俄、
西、土)奥韦尔

265 oversees 1 英 [ˌəʊvə'siː ] 美 [ˌoʊvər'siː ] vt. 监督；监管；监视

266 overstated 1 英 [ˌəʊvə'steɪt] 美 [ˌoʊvər'steɪt] v. 夸大的叙述；夸张

267 page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杰；(法)帕日

268 parent 2 ['pεərənt] n.父亲（或母亲）；父母亲；根源 n.(Parent)人名；(法)帕朗；(英、西)帕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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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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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peculiarities 1 [pɪ̩ kju lːi'ærəti] n. 特质；特性；怪癖；古怪

272 Pembroke 1 ['pembruk] n.彭布罗克（英国一座城市）

273 Pennsylvania 1 [,pensil'veinjə] n.宾夕法尼亚州（美国州名）

274 people 7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75 percentage 1 [pə'sentidʒ] n.百分比；百分率，百分数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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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perspective 2 [pə'spektiv] n.观点；远景；透视图 adj.透视的

278 pl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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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plays 1 [pleɪ] v. 玩；比赛；（在运动队中）担当；派...出场；带；踢；击（球）；走（棋子）；出牌；演奏；播放；扮演；假
装；上演；发挥（作用）；应付；处理；掠过；浮现；使轻快地活动；（喷泉）喷涌；做游戏 n. 游戏；戏剧；比赛；发挥
作用；玩笑；间隙；闪烁；闪现

280 political 3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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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83 pres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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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presented 1 ['preznt] n. 礼物；现在 adj. 出席的；现在的；当前的；存在的 v. 提出；赠送；呈现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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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probably 1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287 problems 3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288 professor 6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289 professors 9 [prə'fesəz] 大学教授

290 progra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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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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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proposed 2 英 [prəʊ'pəʊzd] 美 [prə'poʊzd] adj. 被提议的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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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races 1 abbr.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国内应急通信业务(=Radio Amateur Civil Emergency Service)

295 racial 1 ['reiʃəl] adj.种族的；人种的

296 rea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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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realities 1 [ri'æləti] n. 真实；现实；实际

298 really 4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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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refreshing 1 [ri'freʃiŋ, ri:-] adj.提神的；使清爽的；使人重新振作的 v.使清新；恢复精神（refresh的ing形式）

301 relate 1 [ri'leit] vt.叙述；使…有联系 vi.涉及；认同；符合；与…有某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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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remember 1 [ri'membə] vt.记得；牢记；纪念；代…问好 vi.记得，记起

303 reminded 1 [rɪ'maɪnd] vt. 使想起；提醒

304 report 1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305 reporting 1 英 [rɪ'pɔː tɪŋ] 美 [rɪ'pɔː 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306 represents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307 rest 1 [rest] vt.使休息，使轻松；把…寄托于 n.休息，静止；休息时间；剩余部分；支架 vi.休息；静止；依赖；安置 n.(Rest)人
名；(英、德、俄、捷、荷)雷斯特

308 retired 1 [ri'taiəd] adj.退休的；退役的；幽闭的 v.退休（retire的过去分词）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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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311 sai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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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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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sandra 1 ['sændrə; ,sɔn-] n.桑德拉（女子名）

314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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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scenes 1 ['siː nz] n. 场景；背景，景色（名词scen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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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schools 4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318 sciences 1 科学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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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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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322 sh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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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shera 1 n. 谢拉

324 should 5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325 show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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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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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shows 2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328 sides 1 [saɪdz] n.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

329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330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331 single 2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332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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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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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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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society 1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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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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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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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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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speaks 1 [spiː k] v. 讲；说话；演说；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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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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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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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stori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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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sto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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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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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students 4 [st'juːdnts] 学生

348 stud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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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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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51 talks 3 ['tɔː ks] 会谈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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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teachers 2 ['titʃə:s] n.教师（teacher的复数形式）

354 television 6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355 t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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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tenure 2 ['tenjuə, 'tenjə] n.任期；占有 vt.授予…终身职位

357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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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tha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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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the 8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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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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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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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64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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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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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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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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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thou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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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to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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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to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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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touch 1 [tʌtʃ] vt.接触；触动；使轻度受害 vi.触摸；涉及；接近；提到 n.接触；触觉；格调；少许 n.(Touch)人名；(柬)杜；(英)
陶奇

373 town 1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374 tragic 1 ['trædʒik] adj.悲剧的；悲痛的，不幸的

375 tries 2 [traɪ] v. 试验；尝试；设法；努力；审判；考验 n. 尝试；试验；（橄榄球）持球触地得分

376 trouble 1 ['trʌbl] n.麻烦；烦恼；故障；动乱 vt.麻烦；使烦恼；折磨 vi.费心，烦恼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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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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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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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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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universities 3 英 [ˌjuːnɪ'vɜːsəti] 美 [ˌjuːnɪ'vɜ rːsəti] n. 大学

383 university 10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384 unlikely 1 [,ʌn'laikli] adj.不太可能的；没希望的 adv.未必

385 unpopular 1 [,ʌn'pɔpjulə] adj.不流行的，不受欢迎的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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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us 1 pron.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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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 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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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390 versus 1 ['və:səs] prep.对；与...相对；对抗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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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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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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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95 wat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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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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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wealth 1 [welθ] n.财富；大量；富有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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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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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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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402 whether 3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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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 whi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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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white 1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406 who 7 pron.谁；什么人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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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 woke 2 v.唤醒；激发；使…复活（wake的过去式） adj.（美）警觉的

409 woman 2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410 wonder 1 [ˈwʌndə(r)] n.惊奇；奇迹；惊愕 vi.怀疑；想知道；惊讶 vt.怀疑；惊奇；对…感到惊讶 adj.奇妙的；非凡的 n.Wonder，
旺德（人名）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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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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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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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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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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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wrote 3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418 yeah 1 [jεə] adv.是 int.是

419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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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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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yoon 1 n. 尹

423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424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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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葡)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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