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7-23 [Arts and Culture] Play Ball! Major League Baseball to
Start Shortened Season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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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o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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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baseball 15 ['beisbɔ:l] n.棒球；棒球运动

6 i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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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hav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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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will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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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th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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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be 10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1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3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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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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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bu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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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games 7 [geɪmz] n. [计算机] 游戏程序 n. 运动会；比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 v. 赌博（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

17 health 7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8 leagu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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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risk 7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20 two 7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1 players 6 n.队员，参与者；玩家（player的复数形式）；迷你音碟机，雷射唱盘（player的复数形式）

22 public 6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23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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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5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6 major 5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27 season 5 ['si:zən] n.时期；季节；赛季 vt.给…调味；使适应 vi.变得成熟；变干燥

28 teams 5 [tiː m] n. 队；组 v. 使相配；使合作；结成一队 adj. 团队的

29 testing 5 ['testiŋ] n.[试验]测试 adj.试验的；棘手的 v.测验；考查；受考验（test的ing形式）

30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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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inney 4 n. 宾尼

32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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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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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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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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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national 4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37 professional 4 [prə'feʃənəl] adj.专业的；职业的；职业性的 n.专业人员；职业运动员

38 sports 4 n.运动；运动会（sport的复数）；（报纸）体育版面；突变；娱乐 adj.运动的；适用于运动的 v.娱乐；戏弄（sport的第
三人称单数）

39 there 4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40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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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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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43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44 contact 3 n.接触，联系 vt.使接触，联系 vi.使接触，联系

45 dr 3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46 experts 3 英 ['ekspɜːt] 美 ['ekspɜːr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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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hopeful 3 ['həupful] adj.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n.有希望成功的人

49 infected 3 [in'fektid] adj.被感染的 v.传染（infect的过去分词）

50 measures 3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51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52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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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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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onl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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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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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57 pla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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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private 3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的，
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59 tests 3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60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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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travel 3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63 university 3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64 who 3 pron.谁；什么人

65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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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approach 2 [ə'prəutʃ] n.方法；途径；接近 vt.接近；着手处理 vi.靠近

68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69 attendance 2 n.出席；到场；出席人数；考勤

70 authorities 2 [ɔː 'θɒrɪtɪs] n. 当局；官方 名词authority的复数形式.

71 avoid 2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72 basketball 2 ['bɑ:skitbɔ:l, 'bæs-] n.篮球；篮球运动

73 between 2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74 Boston 2 ['bɔstən] n.波士顿（美国城市）

75 cen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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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certain 2 ['sə:tən] adj.某一；必然的；确信；无疑的；有把握的 pron.某些；某几个 n.(Certain)人名；(葡)塞尔塔因；(法)塞尔坦



77 Cities 2 n.都市（歌曲名）

78 completely 2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79 coronavirus 2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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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mory 2 ['eməri] n.埃默里

82 epidemiologist 2 ['epi,di:mi'ɔlədʒist] n.流行病学家

83 fans 2 [fæns] n. 狂热者；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

84 far 2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85 feasible 2 ['fi:zəbl] adj.可行的；可能的；可实行的

86 field 2 ['fi:ld] n.领域；牧场；旷野；战场；运动场 vi.担任场外队员 adj.扫描场；田赛的；野生的 vt.把暴晒于场上；使上场 n.
(Field)人名；(英、法、德、葡)菲尔德

87 game 2 [geim] n.游戏；比赛 adj.勇敢的 vi.赌博 n.(Game)人名；(英)盖姆；(法)加姆；(西)加梅

88 getting 2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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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Hamer 2 n. 哈默

91 hockey 2 ['hɔki] n.曲棍球；冰球 n.(Hockey)人名；(英)霍基

92 howe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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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infections 2 [ɪn'fekʃnz] n.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

94 intermediate 2 [,intə'mi:djət, -dieit] vi.起媒介作用 adj.中间的，中级的 n.[化学]中间物；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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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jr 2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97 July 2 [dʒʊˈlaɪ] n.七月

98 large 2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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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mario 2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101 mascot 2 ['mæskət] n.吉祥物；福神（等于mascotte） n.(Mascot)人名；(法)马斯科

102 move 2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03 observers 2 [əb'zɜːvəz] 观测器

104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05 owners 2 ['əʊnəz] 业主

106 pastime 2 ['pɑ:staim] n.娱乐，消遣

107 percent 2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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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plan 2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110 playing 2 ['pleiiŋ] n.比赛；演奏 v.玩耍（play的ing形式）

111 possible 2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112 quantify 2 ['kwɔntifai] vt.量化；为…定量；确定数量 vi.量化；定量

113 ritter 2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114 rules 2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15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16 shortened 2 英 ['ʃɔːtn] 美 ['ʃɔːrtn] v. 弄短；变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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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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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stadium 2 ['steidiəm] n.体育场；露天大型运动场

120 start 2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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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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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think 2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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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usually 2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126 versus 2 ['və:səs] prep.对；与...相对；对抗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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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29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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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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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wor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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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yankees 2 美国人；美国佬

133 you 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34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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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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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138 advised 1 [əd'vaizd] adj.考虑过的；细想过的 v.建议（advise的过去分词）；劝告

139 air 1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40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41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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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angeles 1 ['ændʒələs] n.安杰利斯（姓氏）；天使城（菲律宾地名）

144 animals 1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145 apart 1 [ə'pɑ:t] adv.相距；与众不同地；分离着 adj.分离的；与众不同的

146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147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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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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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associated 1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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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astros 1 n. 阿斯特罗斯(在希腊；东经 22º43' 北纬 37º24')

153 athletes 1 ['æθliː ts] 运动员

154 Atlanta 1 [ət'læntə] n.亚特兰大（美国城市）

155 attend 1 [ə'tend] vt.出席；上（大学等）；照料；招待；陪伴 vi.出席；致力于；照料；照顾

156 average 1 n.平均；平均数；海损 adj.平均的；普通的；通常的 vt.算出…的平均数；将…平均分配；使…平衡 vi.平均为；呈中
间色

157 avoiding 1 [ə'vɔɪd] vt. 避免；逃避；[律]使无效；撤销

158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59 b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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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Baltimore 1 [Lord lɔ:d] n.巴尔的摩（美国一座港市）

161 banned 1 [bæn] v. 禁止；剥夺权利 n. 禁令；禁止

162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63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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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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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below 1 [bi'ləu] adv.在下面，在较低处；在本页下面 prep.在…下面 n.(Below)人名；(英、德、芬、瑞典)贝洛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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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Bryan 1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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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bus 1 [bʌs] n.公共汽车 乘公共汽车

172 calling 1 ['kɔ:liŋ] n.职业；欲望；点名；召集；邀请 v.召；呼唤（call的现在分词）；称之为

173 camp 1 [kæmp] vi.露营；扎营 vt.扎营；使扎营 n.露营 n.(Camp)人名；(英)坎普；(瑞典)坎普；(法)康

174 camps 1 [kæmp] n. 野营；帐篷；营地 v. 宿营；露营；扎营

175 Canadian 1 [kə'neidiən] adj.加拿大（人）的 n.加拿大人

176 cancellation 1 ['kænsə'leiʃən] n.取消；删除

177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178 carrying 1 ['kærɪɪŋ] adj. 运送的；运输的 n. 运送；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

179 cars 1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180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181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182 choices 1 ['tʃɔɪsɪs] n.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

183 communities 1 [kə'mjuːnəti] n. 社区；社会；公众；共同体；团体；共享；共有；[生]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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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186 concerts 1 英 ['kɒnsət] 美 ['kɑːnsərt] n. 音乐会；一致；和谐 vt. 协定；协同安排 vi. 合作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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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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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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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crowds 1 [kraʊd] n. 人群；群众；大群；朋友 v. 拥挤；挤满；涌入；贴近；逼迫

192 curr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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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David 1 ['deivid] n.大卫；戴维（男子名）

194 decisions 1 [dɪ'sɪʒn] n. 决定；决心；判决

195 delayed 1 [di'leid] adj.延时的；定时的 v.延迟（delay的过去式）

196 delays 1 [dɪ'leɪ] v. 耽搁；推迟；延误 n. 耽搁；延期；推迟

197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198 disaster 1 [,di'zɑ:stə] n.灾难，灾祸；不幸

199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200 distancing 1 ['dɪstəns] n. 距离；路程；远方 vt. 与 ... 保持距离；把(对手)甩在后面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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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dodgers 1 ['dɔdʒəz] n. 躲闪者， 欺瞒者；传单广告用纸（dodger的复数形式）

203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204 d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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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206 eating 1 ['i:tiŋ] adj.侵蚀的；可生食的；进餐用的 n.吃；食物 v.吃（ea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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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mergency 1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209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210 endanger 1 [in'deindʒə] vt.危及；使遭到危险

211 enforce 1 [in'fɔ:s] vt.实施，执行；强迫，强制

212 Englis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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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enjoy 1 [in'dʒɔi] vt.欣赏，享受；喜爱；使过得快活

214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215 even 1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216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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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xactly 1 [ig'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正确地

219 except 1 [ik'sept] vt.不计；把…除外 vi.反对 prep.除…之外 conj.除了；要不是

220 explained 1 [ɪksp'leɪnd] v. 解释；说明 vbl. 解释；说明

221 extremes 1 [ɪkst'riː mz] n. 极端事物 名词extreme的复数形式.

222 families 1 ['fæməlɪz] n.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

223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224 fingers 1 ['fɪŋɡəz] n. 手指 名词finger的复数形式.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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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Florida 1 ['flɔridə] n.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州）

227 football 1 ['fut,bɔ:l] n.足球，橄榄球 vi.踢足球；打橄榄球

228 forced 1 adj.被迫的；强迫的；用力的；不自然的 v.强迫（force的过去式）

229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230 Georgia 1 ['dʒɔ:dʒjə] n.乔治亚州；格鲁吉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乔治娅（女子名）

231 giants 1 ['dʒaɪənts] n. 巨人；巨物；伟人 名词giant的复数形式.

232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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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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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guidelines 1 ['ɡaɪdlaɪnz] n. 指导方针；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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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238 hel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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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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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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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holiday 1 ['hɔlədi] n.假日；节日；休息日 vi.外出度假 n.(Holiday)人名；(英)霍利迪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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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Hopkins 1 ['hɔpkinz] n.霍普金（姓氏）

244 hotels 1 霍特尔斯

245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246 Houston 1 ['hju:stən] n.休斯顿（美国得克萨斯州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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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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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250 infection 1 [in'fekʃən] n.感染；传染；影响；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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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jake 1 [dʒeik] adj.上等的，满意的 n.家伙，乡下佬 n.(Jake)人名；(英)杰克(男子教名Jacob的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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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Johns 1 [dʒɔnz] n.约翰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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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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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laboratories 1 英 [lə'bɒrətri] 美 ['læbrətɔːri] n. 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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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260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261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262 licking 1 ['likiŋ] n.舔；舔一舔；鞭打 adv.猛烈地 v.舔（lick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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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limited 1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265 Los 1 [lɔ:s] abbr.视线（LineofSight）；月球轨道航天器（LunarOrbiterSpacecraft） n.(Los)人名；(匈)洛什；(俄、西、瑞典、塞、
英)洛斯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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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low 1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268 lower 1 ['ləuə] vt.减弱，减少；放下，降下；贬低 vi.降低；减弱；跌落 adj.下游的；下级的；下等的 n.(Lower)人名；(英、意)洛
厄

269 luck 1 [lʌk] n.运气；幸运；带来好运的东西 vi.靠运气，走运；凑巧碰上 n.(Luck)人名；(德、瑞典)卢克；(英)勒克；(法)吕克

270 Lynn 1 [lin] n.林恩（姓氏）

271 made 1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272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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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Maryland 1 ['mεərilænd] n.马里兰（美国州名）

274 masks 1 英 [mɑːsk] 美 [mæsk] n. 伪装；面罩；面具；[计算机]掩码 v. 掩饰；戴面具；遮盖

275 medical 1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276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277 meters 1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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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mi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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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81 mo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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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mouth 1 [mauθ] n.口，嘴；河口 vt.做作地说，装腔作势地说；喃喃地说出 vi.装腔作势说话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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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nationals 1 ['næʃnəlz] n. 侨民 名词national的复数形式.

285 nature 1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286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287 nearer 1 ['nɪərə] adj. 较近的 形容词near的比较级形式.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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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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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nose 1 [nəuz] n.鼻子；嗅觉；突出的部分；探问 vt.嗅；用鼻子触 vi.小心探索着前进；探问



291 note 1 [nəut] n.笔记；音符；票据；注解；纸币；便笺；照会；调子 vt.注意；记录；注解 n.(Note)人名；(英)诺特

292 numb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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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Numbers 1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294 objects 1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295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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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298 opinions 1 n.意见；评价（opinion的复数）；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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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Orlando 1 [ɔ:'lændəu] n.奥兰多（美国城市名，男子名）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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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303 permitted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304 permitting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305 pl 1 abbr.分界线（PartingLine）；合用线（PartyLine）；有效负载（PayLoad）；信号灯（PilotLamp）；复数（plural，等于pl）

306 placing 1 ['pleisiŋ] n.出售；铺设；得名次的人或物；私募资金 v.放置（place的ing形式）

307 planning 1 ['plæniŋ] n.规划；计划编制 v.计划；设计；预期（plan的ing形式）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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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point 1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310 possibly 1 ['pɔsəbli] adv.可能地；也许；大概

311 power 1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312 prep 1 [prep] n.预备；预习；准备功课 vi.上预备学校；作好准备 vt.使准备好；使（病人）准备接受手术 abbr.准备
（preparation）；预备的（preparatory）；前置词（preposition） n.(Prep)人名；(俄)普列普

313 prepared 1 adj.准备好的 v.准备（prepare的过去分词）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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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pr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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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pressure 1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317 preventive 1 [pri'ventiv, pri:-] n.预防药；预防法 adj.预防的，防止的

318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319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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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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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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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pronoun 1 ['prəunaun] n.代词

324 rangers 1 n. 兰杰斯（音译名）；守林人；骑警；突击队员；漫游者（名词ranger的复数形式）

325 rate 1 [reit] n.比率，率；速度；价格；等级 vt.认为；估价；责骂 vi.责骂；被评价 n.(Rate)人名；(法、塞)拉特

326 relatively 1 ['relətivli] adv.相当地；相对地，比较地

327 reported 1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328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329 restrictions 1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330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331 roofless 1 ['ru:flis] adj.无屋顶的；无家可归的



332 rows 1 英 [rəʊz] 美 [roʊz] n. 行 名词row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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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seasons 1 ['siː znz] n. 季节 名词season的复数形式.

335 seats 1 ['siː ts] n.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

336 security 1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337 seeds 1 [siː dz] n. 籽 名词seed的复数形式. 动词s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38 seiner 1 ['seinə] n.[水产]围网渔船 n.(Seiner)人名；(瑞典)塞纳；(德)赛纳

339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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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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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slowed 1 英 [sləʊ] 美 [sloʊ] adj. 慢的 adv. 慢慢地 v. 放慢；减速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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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s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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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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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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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sort 1 [sɔ:t] n.种类；方式；品质 vi.分类；协调；交往 vt.将…分类；将…排序；挑选出某物

348 spitting 1 [spæt] n. 吐出(逆火；点燃导火线)

349 spread 1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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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starting 1 ['stɑ tː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352 starts 1 [s'tɑ tːs] v. 开始；启动；开创（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 开始；开创（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

353 staying 1 英 ['steɪɪŋ] 美 ['steɪŋ] n. 拉线(撑；刚性结合)；停留 动词stay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

354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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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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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sunflower 1 ['sʌnflauə] n.向日葵

358 surrounded 1 [sə'raʊndɪd] adj. 被 ... 环绕着的 动词surrou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

359 symbols 1 ['simbəls] n.符号；象征；标志；符号表（symbol的复数）

360 Taiwan 1 ['tai'wɑ:n] n.台湾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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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363 tested 1 ['testid] adj.经受过考验的；经验定的 v.考验（test的过去分词）；测验

364 texas 1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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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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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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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69 train 1 [trein] n.火车；行列；长队；裙裾 v.培养；训练；瞄准 n.(Train)人名；(英)特雷恩；(法)特兰；(意)特拉因

370 transportation 1 [,trænspə'teiʃən,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系统；运输工具；流放

371 traveling 1 ['trævəliŋ] adj.旅行（用）的；移动的 v.旅行（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 n.走步（等于walking）

372 troubling 1 adj.令人不安的;令人烦恼的

373 unreasonable 1 [,ʌn'ri:zənəbl] adj.不合理的；过度的；不切实际的；非理智的



374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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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77 vaccine 1 ['væksi:n] n.疫苗；牛痘苗 adj.疫苗的；牛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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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voiced 1 [vɔist] adj.浊音的；有声的 v.表达（vo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说出

380 warns 1 英 [wɔːn] 美 [wɔː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381 Washington 1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382 weekend 1 [,wi:k'end, 'wi:kend] n.周末，周末休假；周末聚会 adj.周末的，周末用的 vi.度周末

383 weekly 1 ['wi:kli] adj.每周的；周刊的；一周一次的 n.周刊 adv.每周一次；逐周

384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385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386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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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89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90 worried 1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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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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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 zach 1 [zæk] n.扎克（Zachary，Zachariah）的昵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