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0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th Korea Demonstrates
Education Robots in the Classroom 词汇表词汇表

1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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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4 advice 1 [əd'vais] n.建议；忠告；劝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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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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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nd 1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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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nti 1 ['ænti, -tai] adj.反对的 n.反对者，反对论者 n.(Anti)人名；(意)安蒂；(阿拉伯)安提

10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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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rms 1 [a:mz] n.臂（arm的复数）；[军]武器；纹章 v.武装；配备（arm的三单形式） n.(Arms)人名；(英)阿姆斯

12 artificial 1 [,ɑ:ti'fiʃəl] adj.人造的；仿造的；虚伪的；非原产地的；武断的

13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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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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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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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20 blue 1 n.蓝色；[复数]（美国海、陆、空三军穿的）蓝色制服；蓝颜料；[theblue(s)][用作单数或复数]布鲁斯（歌曲）（一种伤
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蓝色的；沮丧的，忧郁的；下流的 vt.把…染成蓝色；使成蓝色；给…用上蓝剂；用上蓝剂于 vi.变成
蓝色，呈蓝色 n.（英、西、意）布卢（人名）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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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Borders 1 n.鲍德斯（公司名，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

23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24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25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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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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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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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centimeter 1 ['senti,mi:tə] n.[计量]厘米；[计量]公分

29 children 3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30 cla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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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lassroom 2 ['klɑ:srum] n.教室

32 closing 1 ['kləuziŋ] adj.收盘的；结束的；结尾的 n.结尾辞 v.关闭（clos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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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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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coronavirus 1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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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ount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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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overing 1 ['kʌvəriŋ] adj.掩盖的，掩护的 n.遮盖物，覆盖物 v.覆盖；穿（cover的ing形式）；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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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demonstrated 1 ['demənstreɪt] vt. 证明；演示；示范 vi. 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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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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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devices 1 [dɪ'vaɪsɪz] n.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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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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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difficulties 1 ['dɪfɪkəlti] n. 困难；争议；麻烦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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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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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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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ducational 5 [,edju:'keiʃənəl] adj.教育的；有教育意义的

50 Englis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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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nhance 1 [in'hɑ:ns, -hæns] vt.提高；加强；增加

52 enhances 1 英 [ɪn'hɑːns] 美 [ɪn'hæns] vt. 提高；增加；加强

53 established 1 [i'stæbliʃt] adj.确定的；已制定的，已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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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f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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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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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faced 1 [feist] adj.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有…表面的 v.面对（face的过去分词）

58 female 1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59 footage 1 ['futidʒ] n.英尺长度；连续镜头；以尺计算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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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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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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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front 1 [frʌnt] n.前面；正面；前线 vt.面对；朝向；对付 vi.朝向 adj.前面的；正面的 adv.在前面；向前 n.(Front)人名；(法)弗龙

64 glasses 1 ['glɑːsɪz] n. 眼镜；双筒镜 名词glass的复数形式.

65 guided 1 ['gaidid] adj.有指导的；有向导的 v.指导（guide的过去分词）

66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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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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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happy 1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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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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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72 heads 1 [hedz] adj.正面朝上的 n.(Heads)人名；(英)黑兹

73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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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Hee 1 abbr.家庭娱乐引擎（HomeEntertainmentEngine）；高情绪表达（HighExpressedEmotion）；韩依依（服装品牌）

76 hello 1 [he'ləu, hə-] int.喂；哈罗 n.表示问候，惊奇或唤起注意时的用语 n.(Hello)人名；(法)埃洛

77 hel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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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ideas 1 观念

79 images 1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80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81 i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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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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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84 increases 1 [ɪn'kriː s] v. 增加；提高 n. 增加；增强；提高

85 innovation 2 [,inəu'veiʃən] n.创新，革新；新方法

86 intelligence 3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87 introducing 1 [ɪntrəd'juːsɪŋ] n. 引进 动词int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88 is 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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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91 jacket 1 n.羽绒滑雪衫；西装短外套；短上衣，夹克；土豆皮；书籍的护封；文件套，公文夹 vt.给…穿夹克；给…装护套；
给…包上护封；〈口〉打

92 Jong 2 [jɔŋ] n.小伙子；（旧时的）青年男奴 n.(Jong)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永；(德、荷)容

93 June 1 n.六月；琼（人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年轻气盛的六月”）

94 Kim 2 [kim] n.金姆（人名）

95 Korea 3 [kə'riə] n.韩国；朝鲜

96 Kore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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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krt 4 n. 阴极射线管

98 Kum 1 [kum] n.库姆（伊朗西北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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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leader 1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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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li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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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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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limiting 1 ['limitiŋ] adj.限制的；限制性的 v.限制；限定（limit的现在分词）

105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06 machine 1 [mə'ʃi:n] n.机械，机器；机构；机械般工作的人 vt.用机器制造 n.(Machine)人名；(意)马基内

107 majored 1 英 ['meɪdʒə(r)] 美 ['meɪdʒər] adj. 较多的；主要的；严重的；(音乐)大调的 n. 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举足轻
重者 v. 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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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mas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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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masks 2 英 [mɑːsk] 美 [mæsk] n. 伪装；面罩；面具；[计算机]掩码 v. 掩饰；戴面具；遮盖

111 matching 1 ['mætʃiŋ] adj.相配的；一致的；相称的 n.匹配 v.使…相配（match的ing形式）

112 math 2 [mæθ] n.数学（等于mathematics） n.(Math)人名；(德)马特；(柬)马；(英)马思

113 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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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measures 1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115 meet 2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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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8 music 2 ['mju:zik] n.音乐，乐曲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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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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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nice 2 [nais] adj.精密的；美好的；细微的；和蔼的 n.(Nice)人名；(英)尼斯

122 north 4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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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of 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25 officially 1 [ə'fiʃəli] adv.正式地；官方地；作为公务员

126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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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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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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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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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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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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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pants 1 n.裤子

134 park 2 [pɑ:k] n.公园；[交]停车场 vt.停放；放置；寄存 vi.停放车辆 n.(Park)人名；(英、芬、瑞典)帕克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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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phr 1 ['piː 'etʃ'ɑ rː] n. 照相侦察

137 plast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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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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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140 progress 1 ['prəugres, 'prɔ-, prəu'gres] n.进步，发展；前进 vi.前进，进步；进行 n.(Progress)人名；(赞)普罗格雷斯

141 psychology 1 [psai'kɔlədʒi] n.心理学；心理状态

142 pushing 1 ['puʃiŋ] adj.奋斗的；莽撞的；有精力的；富有进取心的 n.推挤；推人犯规（篮球术语） v.推；促进；逼迫（push的ing
形式）

143 Pyongyang 1 ['pjʌŋjɑ:ŋ] n.平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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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reacted 1 [ri'ækt] v. 反应；反攻

146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47 reforms 1 英 [rɪ'fɔː m] 美 [rɪ'fɔː rm] n. 改革；改良 v. 改革；革新；改造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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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reopened 1 英 [ˌriː 'əʊpən] 美 [ˌriː 'oʊpən] v. 重开；再开

150 repeating 1 [ri'pi:tiŋ] adj.重复的；反复的；循环的

151 repo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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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reported 2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153 requirement 1 [ri'kwaiəmənt] n.要求；必要条件；必需品

154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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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robot 5 ['rəubɔt, -bət, 'rɔbət] n.机器人；遥控设备，自动机械；机械般工作的人

157 robots 5 ['rəʊbɒts] 机器人

158 rou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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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run 1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160 s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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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162 schools 1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163 scientific 1 [,saiən'tifik] adj.科学的，系统的

164 screen 2 [skri:n] n.屏，幕；屏风 vt.筛；拍摄；放映；掩蔽 vi.拍电影 n.(Screen)人名；(英)斯克林

165 seco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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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secretive 1 [si'kri:tiv, 'sikrətiv] adj.秘密的；偷偷摸摸的；促进分泌的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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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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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169 settings 1 n. 设置 名词setting的复数形式.

170 several 2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171 shake 1 vt.动摇；摇动；震动；握手 vi.动摇；摇动；发抖 n.摇动；哆嗦

172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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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showed 4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174 shown 2 ['ʃəun] v.解释（show的过去分词）；给予；表露

175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176 sing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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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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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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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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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spo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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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st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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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station 1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183 stations 1 ['steɪʃn] n. 站；火车站；电视台；社会地位；牧羊场；驻地；岗位 v. 驻扎；安置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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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students 4 [st'juːdnts] 学生

186 subjects 2 ['sʌbdʒɪkts] n. 科目 名词subject的复数形式.

187 succeed 1 [sək'si:d] vi.成功；继承；继任；兴旺 vt.继承；接替；继…之后

188 suit 2 vt.适合；使适应 n.诉讼；恳求；套装，西装；一套外衣 vi.合适；相称

189 tall 1 [tɔ:l] adj.高的；长的；过分的；夸大的 adv.夸大地 n.(Tall)人名；(马里、阿拉伯)塔勒；(芬、罗、瑞典)塔尔；(英)托尔；
(土)塔勒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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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technological 1 [,teknə'lɔdʒikəl] adj.技术的；工艺的

192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193 television 2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194 t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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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the 2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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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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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to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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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01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02 track 2 [træk] n.轨道；足迹，踪迹；小道 vt.追踪；通过；循路而行；用纤拉 vi.追踪；走；留下足迹

203 travel 1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204 TV 1 ['ti:'vi:] abbr.电视（television）

205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06 un 2 [ʌn, ən] pron.家伙，东西 n.(Un)人名；(柬)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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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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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upgrading 1 ['ʌpgreɪdɪŋ] n. 提升；浓缩 动词upgrade的现在分词.

210 us 1 pron.我们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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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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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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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virus 1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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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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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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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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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20 washing 1 ['wɔʃiŋ, 'wɔ:ʃ-] n.洗涤；洗涤剂；要洗的衣物 adj.洗涤用的，清洗用的 v.洗；使受洗礼（wash的ing形式）

221 w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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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wear 1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223 wear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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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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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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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white 2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228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29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30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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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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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worn 1 [wɔ:n] adj.疲倦的；用旧的 v.穿；磨损（wear的过去分词）；佩戴 n.(Worn)人名；(柬)翁；(英、葡)沃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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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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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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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238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39 you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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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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