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学术英语词汇竞赛 

The 6th National Academic English Vocabulary Competition (NAEV) 

（2 号通知） 

 

举办机构 

主办机构：中国学术英语教学研究会 

          上海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指导机构：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复旦新学术 

承办机构：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上海国际教育培训事业部 

          新东方乐词 

          批改网 

          灯塔阅读 

 

赛事形式 

1. 参赛资格： 全国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在校本、专科学生、研究生。

对学术英语感兴趣或参加过学术英语和专门用途英语课程（包括国际会议交流此类课程）的

学生均可报名参赛。 

2. 参赛费用：本次竞赛为公益性活动，不收取任何报名费。 

3. 大赛组别：本次大赛分为研究生组、本科组、高职高专组。 

4. 参赛方式：本次大赛全程在线上进行，由新东方乐词 APP 全程提供技术支持。学校有意

组织团队报名的可继续发送报名表到官方邮箱 fudanpresscontest@163.com，团队报名



表见下方附例。团队报名表格提交截止日期为 4 月 20 日，赛后我们会提供给团队报名人数

超过 300 的学校一份校内成绩总表。完成报名后，点击页面下方的链接下载乐词客户端进

行注册验证是否报名成功，已有乐词客户端的无需重新下载。已经团队报名的同学也需下载

乐词客户端，注册时所填写的手机号必须与报名时提供的一致。赛事结束后，组委会会根据

排名情况选出每组表现优异的选手参加附加赛决出“学术英语词汇之星”特等奖获得者。具

体比赛日期、流程及操作方法请关注后续通知。（官方微信公众号：复旦新学术）。 

 

个人报名链接：https://h5.ileci.com/web/ileci/product/naev/index.html 

乐词客户端下载链接：（或者手机应用市场搜“乐词”进行安装）

https://sj.qq.com/myapp/detail.htm?apkName=com.xdf.recite&info=CEE2FCCA52

8A2396004BA8AFAF8345A1 

 

5. 测试范围：测试范围为《通用学术英语参考词表（修订版）》，电子文档请在附件中下载。

本词表由上海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编写。词表除原来的 8399 词汇，这次新增“新

学术英语词汇（AVL）” 1103 个词和高中词汇 90 个，总词汇达 9595 个，覆盖 1) BNC3000

词族 100%， 2) AWL 词族 100%，3)雅思核心词汇 90%，4) 托福核心词汇 89%，5) 四、

六级词汇 99%，6) 欧框词汇 85%和 7) AVL 词汇 100%。大赛主要考察参赛者学术英语词

汇的广度即词汇量大小，和深度如词义变化、词汇搭配和词汇应用能力等。 

6. 样题请见下方附例。（较往年题型有些微变动） 

7. 操作手册见下方附录。 

 

比赛流程 



1. 报名时间：团队报名截止时间为 4 月 20 日，个人报名开放时间为 4 月 1 日至 5 月 1 日。 

2. 模拟测试：参赛者可于 5 月 23 日 18:00 至 5 月 23 日 20:00 在乐词 app 中进行模拟测

试，了解线上竞赛操作，确保个人手中的移动设备能正常使用平台功能。此次测试主要为服

务器压力测试，若此次测试服务器出现问题，则请关注后续分的第二次模拟测试通知；若无

问题出现，则不会有第二次模拟测试。 

3. 正式比赛：考试将分为 4 个赛区，4 个时间段，请报名成功的同学根据所在省份按下面

规定的时间进行登录比赛。 

第一赛区：上海、安徽、江苏、湖南、四川、浙江、海南、青海、西藏 

考试时间：5 月 29 日上午 10:00-11:00 

第二赛区：天津、山东、湖北、河北、贵州、内蒙古、云南 

考试时间：5 月 29 日下午 16:00-17:00 

第三赛区：广东、香港、澳门、福建、台湾、吉林、陕西、广西、江西 

考试时间：5 月 30 日上午 10:00-11:00 

第四赛区：辽宁、北京、甘肃、黑龙江、重庆、山西、河南、宁夏、新疆 

考试时间：5 月 30 日下午 16:00-17:00 

4. 操作说明：正式比赛时间为 50 分钟，题型全为单项选择（样题见附录）。考生可在开考

前 10 分钟在手机上登录考试系统（不可使用平板电脑），并签署《道德承诺书》，开考后考

生不得使用词典或其他查询工具，五次切屏系统将自动交卷，比赛开始十分钟后无法进入比

赛界面，系统会根据考生手机摄像头随机抽查答题情况，如发现作弊情况，考生成绩作废，

组委会会通知学校进行惩处。考生交卷后，系统自动给出总分。 

 

奖项设置 



1. 比赛分为高职高专、本科和研究生三个组别。每组根据排名设置一、二、三等奖和优胜

奖，获奖者将获得由中国学术英语教学研究会颁发的学术英语词汇竞赛英文证书（电子证书

网上自行下载，如需纸质证书，需用到付形式）。所有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学生，其指导

老师也可获得相应等级的指导教师证书，此外，根据学校报名人数和测评成绩，还将为加权

成绩在前 30%的院校颁发优秀组织奖项。 

2. 学生获奖会在比赛结束后十个工作日内公示。 

3. 参与附加赛阶段的选手有机会获得“学术英语词汇之星”特等奖证书以及相应的丰厚奖

品。 

 

学生交流群：钉钉扫码加群 

 

教师交流群：微信扫码加群（学生请勿加），如二维码过期，请加下方工作人员微信，由工

作人员拉您入群，添加好友时麻烦备注学校姓名+老师姓名，谢谢合作 

 



 

本通知未尽事宜将以补充通知形式予以明确，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复旦新学术，获得比赛最

新资讯。 

 

中国大学生学术英语竞赛组委会  

2021 年 4 月 1 日 

 

团队报名表附例 

姓名 手机号 学 校 名

称 

学 校 地

址 

组别 专业 指 导 老

师 

       

此表仅为内容参考，请有意组织团队报名的老师按照此样例做成 excel 表格发送到大赛邮

箱 fudanpresscontest@163.com 

  



样题： 

National Academic English Vocabulary Competition (NAEV)   

(2021 version) 

(50 minutes) 

Section I 

Directions: In this section, you are going to read 20 boldfaced words. Each word is 

followed by four choices marked A), B), C) and D). Choose the ONE that is a synonym 

for the boldfaced word. 

1. vicinity 
A) vintage             B) adjoining       C) proximity   D) vitality 
 
2. eradication 
A) remorse          B) evaporation   C) destruction  D) reserve 
 
3.deficiency  
A) efficacy     B)lack   C) depiction        D) depletion 
 
4. defect 
A) limitation         B) deflation   C) decline            D) devoid 
 
5. incision 
A) invention    B) inception   C) cut       D) dichotomy 
 

Section II  
Directions: In this section, you are going to read 30 boldfaced words with four 
choices marked A), B), C) and D). Choose the ONE that is NOT a synonym for the 
word.  
1.conceive 
A) censure    B) regard    C) consider   D) perceive 
 
2. usher 
A) lead      B) undermine   C) escort    D) accompany 
 
3. fascinating 
A) charming    B) ferocious   C) appealing  D) intriguing 
 
4. invasive 
A) annoying    B) intrusive    C) imposing   D) intricate 



 
5. resemble  
A) assemble     B) parallel   C) mirror   D) echo 
 
Section III  

Directions: In this section, you are going to read 20 statements, and each one has four 

choices marked A), B), C) and D).  Choose the ONE that can best match the context 

of each statement. 

1. The Lancet said in its statement that the allegations________ against the WHO were 

“serious and damaging to efforts to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control this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pandemic. 

A) initiated    B)  pointed    C) attacked   D) levelled  
 
2. We attempt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fraud and carelessness, and we requested that 

poor methodology and _______practices not be considered fraud.  

A) accessible   B) borderline   C) amenable  D) careless   

 

3. Food companies scan their products on the line with custom colorimeters to ensure 

mathematically consistent_______ . 

A)  clues     B) hues        C). function      D) quality 

 
4. My own related research on fame suggests that both _______ and the need to belong 

motivate interests.  

A) narcissism      B) profile     C) respect     D) prestige  

 

5. Look at the jewelry your sweetheart wears on a daily basis: it's all silver 

with_______ designs. 

A) basic   B) classical  C) traditional  D) intricate 

 
Section IV 

Directions: In this section, you are going to read 20 words or phrases in bold with four 
choices marked A), B), C) and D). Choose the ONE that CANNOT collocate with the 
word or phrase 
 

 
1.  highlight ________   
A)  tension    B) problem     C) difference     D) infection 



 
2._____persist 
A) loyalty     B)  symptom    C) invention      D) disease 
 
 
3.______ opinions 
A) embrace    B) voice      C) echo       D) express    
 
4.______a concept 
A) administer    B) examine      C) develop       D) 

manipulate 
 

5. _______ zeal 

A) boundless  B) yummy     C) religious    D) 

revolutionary 

 

Section V 
Directions: In this section, you are going to read 10 statements, and choose the ONE 

that can be best used when you write a new sentence of the original statement without 

changing its meaning 

A) B) C) D) E) 
A)counterpart      B) exercise    C) provoke    D) role    E) increasingly 

1. Scientists imagine the underground world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elaborate 
under population pressure. 
E) 

 
2. Compared with American parents, Asian parents are able to instill a love of learning 
in their children. 
A)   
 
3. However, it seems that American governments can hardly control the media used to 
generate information or fake news 
B)  

 
4. Many studies conducted in the psychological field reveal that cognitive 
development depends on the children’s culture. 
D)  
 
5. A lack of money causes an increase in the cost of living whereby only a percentage 
of the population will be able to cover all their needs. 
C)  
  



 

操作手册： 

1、 报名链接：https://h5.ileci.com/web/ileci/product/naev/index.html 

2、 个人报名操作说明： 

1） 打开页面，点击底部“我要报名”后，开始填写报名表 

  

 

2） 报名要求完整、准确的填写姓名和手机号（非常重要，用于识别报名信息），并且进

行短信验证码验证。然后填写在读大学、所学专业、学校地址、选择组别；最后请

填写指导老师姓名，如果没有指导老师，可以填写“无”。 



 

3） 提交报名表后显示“准考证”信息。 

4） 下载乐词 APP：关注服务号查询考试关键信息、加入考试交流群、查看考试须知、

选择初赛考场等设置在乐词 APP，请报名后及时下载。大赛官方指定备考用书也在

APP 内上线，推荐下载学习。 



 

5） 下载乐词后，必须使用报名手机号登录。在乐词首页的大赛入口进入备考页面，可

以关注服务号查询考试关键信息、加入考试交流群、查看考试须知、选择初赛考场

等。大赛官方指定备考用书也在 APP 内上线，推荐下载学习。 



  

3、 常见问题 

1） 通过团队报名的同学请务必尽早下载乐词 APP，查看是否拥有准考证，以进行报名

信息确认。 



 

团队报名时，如果报名表内未填写手机号或者手机号码格式错误，会导致报名失败。

如果报名失败，可以在乐词 APP 大赛入口页面内重新报名，效果和团队报名一样，

不影响后续的比赛和成绩。 

2） 如果报名时，学校、专业、组别等信息不慎填写错误，可以进行修改，但是不能修

改报名手机号。 

3） 词书共分为 5 册，每周更新 1 册，每册 1000-2000 单词。请同学们按照周计划学

习，务必牢固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