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7-01 [Arts and Culture] Wet Wimbledon Grass Causes Falls,
Disappointment 词汇表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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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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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4 Adrian 1 ['eidriən] n.艾德里安（男子名）；艾德里安市（美国密歇根州东南部城市）

5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6 Alice 2 ['ælis] n.爱丽丝（女子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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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lmost 2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9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0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1 and 1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2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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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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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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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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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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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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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backside 1 [,bæk'said] n.背部；后方；臀部

19 basketball 1 ['bɑ:skitbɔ:l, 'bæs-] n.篮球；篮球运动

20 because 4 [bi'kɔz] conj.因为

21 been 4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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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24 bends 1 [bendz] vt.弯曲；屈服（bend的第三人称形式） n.弯曲；减压病（bend的复数）

25 birthday 1 ['bə:θdei] n.生日，诞辰；诞生的日子

26 blames 1 [bleɪm] vt. 责备；把 ... 归咎于 n. 责备；过失

27 Bryant 2 ['braiənt] n.布赖恩特（男子名，等于Brian）

28 building 2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29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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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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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are 1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32 carefully 1 ['kɛəfəli] adv.小心地

33 causes 1 [kɔː zɪz] n. 原因，理由；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

34 century 1 ['sentʃuri] n.世纪，百年；（板球）一百分

35 certai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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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champion 1 ['tʃæmpiən] n.冠军；拥护者；战士 vt.支持；拥护 adj.优胜的；第一流的 n.(Champion)人名；(英)钱皮恩；(法)尚皮翁

37 championship 2 ['tʃæmpiənʃip] n.锦标赛；冠军称号；冠军的地位

38 championships 1 [t'ʃæmpiənʃɪps] 锦标赛

39 closed 2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40 club 8 [klʌb] n.俱乐部，社团；夜总会；棍棒；（扑克牌中的）梅花 vt.用棍棒打；募集 vi.集资；组成俱乐部 adj.俱乐部的 n.
(Club)人名；(英)克拉布

41 competition 9 [,kɔmpi'tiʃən] n.竞争；比赛，竞赛

42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43 continue 3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44 court 2 [kɔ:t] n.法院；球场；朝廷；奉承 vt.招致（失败、危险等）；向…献殷勤；设法获得 vi.求爱 n.(Court)人名；(英)考特；
(法)库尔

45 courts 3 英 [kɔː t] 美 [kɔː rt] n. 法院；庭院；宫廷；球场；奉承 v. 献殷勤；追求；招致；设法获得

46 cover 1 vt.包括；采访，报导；涉及；行走（一段路程）；掩护；翻唱 n.封面，封皮；盖子；掩蔽物;幌子，借口 vi.覆盖；代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47 crying 1 ['kraiiŋ] adj.叫喊的，嚎哭的；显著的 v.哭泣；喊叫；乞求（cry的ing形式）

48 d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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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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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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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disappointment 1 [disə'pɔintmənt] n.失望；沮丧

53 djokovic 1 n.德约科维奇 （又译焦科维奇） 全名：Novak Djokovic塞尔维亚网球男运动员; 现世界排名第三; 2008澳网男单冠军;
北京奥运男子网球单打铜牌得主。

54 d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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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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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down 1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57 drier 1 n.干燥机；干燥剂；吹风机 dry的比较级

58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59 each 2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60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61 easier 1 [英 ['i:zɪə] 美 ['i:zɪr]] adj.更简单；容易些（easy的比较级形式）；较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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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64 eight 1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65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66 England 2 n.英格兰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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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qual 1 ['i:kwəl] adj.平等的；相等的；胜任的 vt.等于；比得上 n.对手；匹敌；同辈；相等的事物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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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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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Falls 1 [fɔ:ls] n.[水文]瀑布；陨石 v.下降（fall的第三人称单数） n.(Falls)人名；(英)福尔斯

72 famous 1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73 federer 4 n. 费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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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fell 1 [fel] adj.凶猛的；毁灭性的 vt.砍伐；打倒；击倒 n.[林]一季所伐的木材；折缝；兽皮 v.掉下；摔倒；下垂；变坏（fall的过
去式） n.(Fell)人名；(英、法、德)费尔

76 fiel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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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firmer 1 ['fə:mə] adj.坚固的；圆凿或凿子的 n.圆凿；凿子

78 fir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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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flat 1 adj.平的；单调的；不景气的；干脆的；平坦的；扁平的；浅的 adv.（尤指贴着另一表面）平直地；断然地；水平地；直
接地，完全地 n.平地；公寓；平面 vt.使变平；[音乐]使（音调）下降，尤指降半音 vi.逐渐变平；[音乐]以降调唱（或奏）
n.（法）弗拉特（人名）；（英）弗莱特（人名）

80 footing 2 ['futiŋ] n.基础；立足处；社会关系；合计 v.步行；在…上行走；总计（foot的ing形式）

81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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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83 Frenchman 1 ['frentʃmən] n.法国人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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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gam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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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87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88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89 got 1 [gɔt] v.得到，明白（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Got)人名；(法)戈；(西、匈、瑞典)戈特

90 grass 9 [grɑ:s, græs] n.草；草地，草坪 vt.放牧；使……长满草；使……吃草 vi.长草 n.(Grass)人名；(法、德、俄、瑞典、英)格拉
斯

91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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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94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5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96 harder 1 [ha:də] adj.更难的；更努力的；更坚固的（hard的比较级） n.(Harder)人名；(英、德、瑞典)哈德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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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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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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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h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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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heartbroken 1 ['hɑ:t,brəukən] adj.悲伤的，伤心的

102 h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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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04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05 hurt 2 [hə:t] vt.使受伤；损害；使疼痛；使痛心 vi.感到疼痛；有坏处；带来痛苦 n.痛苦；危害；痛苦的原因 adj.受伤的；痛苦
的；受损的 n.(Hurt)人名；(德、匈、捷)胡特；(英)赫特

106 ice 1 [[ais] n.冰；冰淇淋；矜持；（俚）钻石 vt.冰镇；结冰 vi.结冰 adj.冰的 n.(Ice)人名；(英)艾斯；(法)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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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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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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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injured 2 ['indʒəd] adj.受伤的；受损害的

111 injury 1 ['indʒəri] n.伤害，损害；受伤处

112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3 i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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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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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joint 1 [dʒɔint] n.关节；接缝；接合处，接合点；（牛，羊等的腿）大块肉 adj.共同的；连接的；联合的，合办的 vt.连接，贴
合；接合；使有接头 vi.贴合；生节 n.(Joint)人名；(法)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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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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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keeping 1 ['ki:piŋ] n.保管；一致；协调；遵守 v.保持；遵守（keep的ing形式）

119 knee 2 [ni:] n.膝盖，膝 vt.用膝盖碰 n.(Knee)人名；(英)尼

120 knows 1 英 [nəʊ] 美 [noʊ] v. 了解；知道；认识 n. 知情

121 landed 1 ['lændid] adj.拥有土地的；陆地上的 v.登陆，登岸（la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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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latest 1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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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leads 2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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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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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left 3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128 leg 2 [leg] n.腿；支柱

129 level 1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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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little 2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132 London 1 ['lʌndən] n.伦敦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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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loss 1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135 lost 2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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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lucky 1 ['lʌki] adj.幸运的；侥幸的

138 maj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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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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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mannarino 3 曼纳里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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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marked 1 [mɑ:kt] adj.显著的；有记号的 v.表示（mark的过去分词）；作记号；打分数

143 membership 1 n.资格；成员资格；会员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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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minutes 1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146 Monday 2 ['mʌndi] n.星期一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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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movable 1 ['mu:vəbl] adj.动产的；可移动的；不固定的 n.动产；可移动的东西

149 move 3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50 must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151 neil 1 [ni:l] n.尼尔（男子名）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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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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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novak 1 n.诺瓦克（人名）

156 of 1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57 offered 1 ['ɒfəd] v. 提供；奉献；提议 vbl. 提供；奉献；提议

158 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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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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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161 opening 1 ['əupəniŋ] n.开始；机会；通路；空缺的职位 adj.开始的 v.开放（open的ing形式）；打开；公开

162 opponent 1 [ə'pəunənt] n.对手；反对者；敌手 adj.对立的；敌对的

163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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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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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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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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167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168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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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planted 1 [plaː ntɪd] adj. 种植的 动词plant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170 played 4 v.演奏；播放；玩耍；参加竞赛（play的过去分词） adj.比赛的

171 player 2 n.运动员，比赛者；游戏者，做游戏的人；演奏者，表演者；演员；播放器

172 player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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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preparation 1 [,prepə'reiʃən] n.预备；准备

174 preparations 1 [prepə'reɪʃnz] n. 准备，准备工作，配制剂（名词prepar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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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pres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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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progresses 1 [prəɡ'resɪz] 进展

178 push 1 vt.推动，增加；对…施加压力，逼迫；按；说服 vi.推进；增加；努力争取 n.推，决心；大规模攻势；矢志的追求

179 rain 1 [rein] n.雨；下雨；雨天；雨季 vi.下雨；降雨 vt.大量地给；使大量落下 n.(Rain)人名；(法)兰；(英)雷恩；(罗、捷)赖恩

180 ranked 1 [ræŋk] n. 等级；阶层；排；列 v. 排列；分等级；列为；排名，排位 adj. 繁茂的；讨厌的

181 rd 1 abbr. (DOS命令) 删除空的子目录(=remove directory) abbr. 注册营养师(=Registered Dietitian) abbr. 乡村投递（=rural delivery）

182 reaction 1 [ri'ækʃən, ri:-] n.反应，感应；反动，复古；反作用

183 recor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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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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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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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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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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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roger 1 ['rɔdʒə] int.好；知道了 n.罗杰（男子名）

190 roof 4 [ru:f, ruf] n.屋顶；最高处，顶部；最高限度 vt.给…盖屋顶，覆盖 n.(Roof)人名；(英)鲁夫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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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rounds 1 [raʊnds] n. 圆形物；球状物；圆舞 名词round的复数形式.

193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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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sa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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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score 1 [skɔ:] n.分数；二十；配乐；刻痕 vt.获得；评价；划线，刻划；把…记下 vi.得分；记分；刻痕 n.(Score)人名；(英)斯科
尔

196 seating 1 ['si:tiŋ] n.就座；座位数 v.为…领座；为…提供座位（seat的ing形式）

197 seem 1 [si:m] vi.似乎；像是；装作 n.(Seem)人名；(英)西姆

198 serena 1 [sə'reinə] n.塞丽娜（女子名）

199 s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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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shoe 1 [ʃu:] n.鞋；蹄铁；外胎 vt.给……穿上鞋；穿……鞋 n.(Shoe)人名；(英)休

201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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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slippery 5 ['slipəri] adj.滑的；狡猾的；不稳定的

204 smoothness 1 ['smu:ðnis] n.平滑；柔滑；平坦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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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soft 1 [sɔft, sɔ:ft] adj.软的，柔软的；温柔的，温和的；软弱的；笨的 adv.柔软地；温和地 n.柔性；柔软的东西；柔软部分

207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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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sport 1 [spɔ:t] n.运动；游戏；娱乐；运动会；玩笑 vi.游戏 vt.游戏；参加体育运动；夸耀 adj.运动的

209 sport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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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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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stage 2 [steidʒ] n.阶段；舞台；戏剧；驿站 vt.举行；上演；筹划 vi.举行；适于上演；乘驿车旅行 n.(Stage)人名；(英)斯特奇

212 stand 1 [stænd] vi.站立；位于；停滞 vt.使站立；忍受；抵抗 n.站立；立场；看台；停止

213 star 1 [stɑ:] n.星，恒星；明星；星形物 vt.用星号标于；由…主演，由…担任主角 vi.担任主角 adj.明星的，主角的；星形的 n.
(Star)人名；(瑞典)斯塔尔；(德)施塔尔

214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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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statement 3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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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stubley 1 [人名] 斯塔布利

219 stuff 1 [stʌf] n.东西；材料；填充物；素材资料 vt.塞满；填塞；让吃饱 vi.吃得过多

220 supervised 1 ['sjuːpəvaɪzd] adj. 有监督的 supervi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1 surface 2 ['sə:fis] n.表面；表层；外观 adj.表面的，肤浅的 vi.浮出水面 vt.使浮出水面；使成平面 n.(Surface)人名；(英)瑟菲斯

222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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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tennis 5 n.网球（运动） n.（英）坦尼斯（人名）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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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the 5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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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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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30 though 1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231 through 1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232 tie 2 [tai] vt.系；约束；打结；与…成平局 vi.打结；不分胜负；被用带（或绳子等）系住 n.领带；平局；鞋带；领结；不分胜负
n.(Tie)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治；(英)泰伊；(柬)狄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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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times 2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235 to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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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37 too 3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38 to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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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240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41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242 usual 1 ['ju:ʒuəl] adj.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243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44 vehicle 1 ['viː ɪk(ə)l] n.[车辆]车辆；工具；交通工具；运载工具；传播媒介；媒介物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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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47 weather 1 ['weðə] n.天气；气象；气候；处境 vt.经受住；使风化；侵蚀；使受风吹雨打 vi.风化；受侵蚀；经受风雨 adj.露天
的；迎风的 n.(Weather)人名；(英)韦瑟

248 week 1 [wi:k] n.周，星期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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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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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51 wet 2 [wet] adj.[气象][物]潮湿的；有雨的 n.雨天；湿气 vt.弄湿 vi.变湿 n.(Wet)人名；(英、纳米、南非)韦特

252 wetness 3 ['wetnis] n.湿润；下雨

253 wetter 1 ['wetə] n.[助剂]湿润剂；（印刷前纸张的）湿润工 adj.湿的；多雨的（wet的比较级） n.(Wetter)人名；(德、法、捷、瑞
典)韦特尔

254 wettest 1 ['wetɪst] adj. 湿的；多雨的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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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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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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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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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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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Williams 2 ['wiljəmz] n.威廉姆斯（男子名）

261 Wimbledon 8 ['wimbldən] n.温布尔顿（位于伦敦附近，是著名的国际网球比赛地）

262 win 1 vt.赢得；在…中获胜 vi.赢；获胜；成功 n.赢；胜利 n.(Win)人名；(德、荷、缅)温；(英)温(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

263 wind 1 [[wɪnd] n.风；呼吸；气味；卷绕 vt.缠绕；上发条；使弯曲；吹号角；绕住或缠住某人 vi.缠绕；上发条；吹响号角 n.
(Wind)人名；(英、德、瑞典)温德

264 wins 1 视窗网际网路名称服务

265 with 7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66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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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wrong 1 adv.错误地；邪恶地，不正当地 n.坏事；不公正 adj.错误的；失常的；不适当的 vt.委屈；无理地对待；诽谤 n.(Wrong)
人名；(英)朗

269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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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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