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7-04 [Education Report] College Athletes Can Now Make
Money from Their Fam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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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in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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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money 22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5 and 2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6 athletes 17 ['æθliː ts] 运动员

7 tha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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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for 1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 is 1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 or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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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i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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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mak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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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college 1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14 h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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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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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thei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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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wil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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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from 9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9 NCAA 9 abbr. (美国)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20 be 8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1 b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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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sport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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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ca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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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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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bo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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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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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8 som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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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university 5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30 who 5 pron.谁；什么人

31 a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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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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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thlete 4 ['æθli:t] n.运动员，体育家；身强力壮的人

35 fame 4 [feim] n.名声，名望；传闻，传说 vt.使闻名，使有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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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football 4 ['fut,bɔ:l] n.足球，橄榄球 vi.踢足球；打橄榄球

37 ga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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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goo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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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if 4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40 known 4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41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42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43 play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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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products 4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45 rule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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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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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ti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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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49 were 4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50 years 4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51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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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haos 3 n.混沌，混乱 n.(Chaos)人名；(西)查奥斯

53 each 3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54 earn 3 [ə:n] vt.赚，赚得；获得，挣得；使得到；博得 n.(Earn)人名；(泰)炎

55 gam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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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howe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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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58 media 3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59 national 3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60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61 o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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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pers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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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social 3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64 Stat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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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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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support 3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67 television 3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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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those 3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70 tuition 3 [tju:'iʃən] n.学费；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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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we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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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ability 2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74 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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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addition 2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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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against 2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78 already 2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79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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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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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argued 2 英 ['ɑːɡju ]ː 美 ['ɑ rːɡju ]ː v. 说服；争论；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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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athletic 2 [æθ'letik] adj.运动的，运动员的；体格健壮的

84 b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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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bannon 2 n. 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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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being 2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88 business 2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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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California 2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91 cannot 2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92 chance 2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93 charac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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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companies 2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95 created 2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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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deal 2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西)
迪尔

98 decision 2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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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mple 2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101 experts 2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02 famous 2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103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104 give 2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105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06 items 2 ['aɪtəm] n. 项目；条款；一件商品（或物品）；一则或一条新闻 adv. 也

107 karcher 2 n. 卡彻

108 last 2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持，够用；持久 vt.度过，拖过；使维持 adv.最后地；上次，最近；最后一点 n.(Last)人名；(英、德、葡、罗、瑞典)拉斯特

109 longer 2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10 makes 2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111 millions 2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112 na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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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14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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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16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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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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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paid 2 [peid] adj.付清的；已付的 vt.支付（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付清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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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rueda 2 吕埃达

121 should 2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122 sho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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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s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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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st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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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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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students 2 [st'juːdnts] 学生

126 supporting 2 [sə'pɔ:tiŋ] adj.支持的；辅助性的；次要的 n.支持；支承面 v.支持；供养（support的ing形式）

127 team 2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128 texas 2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129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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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touchdown 2 ['tʌtʃdaun] n.着陆，降落；触地；触地得分

131 try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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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vide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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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wealthy 2 ['welθi] adj.富有的；充分的；丰裕的 n.富人

134 week 2 [wi:k] n.周，星期

135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36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37 worth 2 [wə:θ] adj.值…的 n.价值；财产 n.(Worth)人名；(英)沃思；(德)沃特

138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139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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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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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advertisements 1 [əd'vɜ tːɪsmənts] n. 广告 名词advertisement的复数形式.

143 Alabama 1 [,ælə'bæmə] n.阿拉巴马州（美国州名）

144 alcohol 1 ['ælkəhɔl] n.酒精，乙醇

145 allowed 1 adj.允许，容许的 v.允许；认可（allow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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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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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149 appearing 1 [ə'piəriŋ] n.[印刷]版面高度 v.出现，显得（appear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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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argument 1 ['ɑ:gjumənt] n.论证；论据；争吵；内容提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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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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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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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156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157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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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becomes 1 [bɪ'kʌm] v. 变成；成为；变得；适合（某人）；使（人）显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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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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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behavior 1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163 bet 1 [bet] n.打赌，赌注；被打赌的事物 vt.打赌；敢断定，确信 vi.打赌 n.(Bet)人名；(意、以、瑞典、英)贝特

164 bit 1 n.[计]比特（二进位制信息单位）；少量；马嚼子；辅币；老一套；一点，一块 vt.控制 adj.很小的；微不足道的 adv.有点
儿；相当 vt.咬（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5 boo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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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breaking 1 ['breikiŋ] n.破坏；阻断 v.破坏（break的ing形式）

167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168 businesses 1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169 called 1 [kɔː l] vt. 呼叫；打电话；把 ...称为 n. 打电话；访问；召唤；呼叫；把 ... 看作 vi. 呼叫；(短暂的)拜访

170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71 careful 1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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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carrying 1 ['kærɪɪŋ] adj. 运送的；运输的 n. 运送；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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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catching 1 ['kætʃiŋ] adj.传染性的；有魅力的 v.抓住（catch的ing形式）

175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176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7 Chicago 1 [ʃi'kɑ:gəu] n.芝加哥（美国中西部城市）

178 choosing 1 v.选择；决定（choose的ing形式）

179 chose 1 [英[tʃəʊz] 美[tʃoz]] v.choose的过去式,选择 n.【法律】物体；动产 n.(Chose)人名；(法)肖兹

180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181 coach 1 n.教练；旅客车厢；长途公车；四轮大马车 vt.训练；指导 vi.作指导；接受辅导；坐马车旅行 n.蔻驰（皮革品牌）

182 coaches 1 英 [kəʊtʃ] 美 [koʊtʃ] n. 教练；经济舱；(火车)客车车厢；四轮马车 v. 指导；训练

183 coke 1 n.焦炭；可卡因；可口可乐（Coca-Cola） vi.焦化 vt.变成焦炭；用麻药使…麻醉

184 collegiate 1 [kə'li:dʒiit] adj.大学的；学院的；大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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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company 1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187 compete 1 [kəm'pi:t] vi.竞争；比赛；对抗

188 competing 1 [kəm'piː tɪŋ] adj. 竞争的；抵触的；相互矛盾的 动词compete的现在分词.

189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190 confusion 1 [kən'fju:ʒən] n.混淆，混乱；困惑

191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192 cost 1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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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cou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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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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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decided 1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197 decisions 1 [dɪ'sɪʒn] n. 决定；决心；判决

198 delivers 1 英 [dɪ'lɪvə(r)] 美 [dɪ'lɪvər] v. 递送；发表（演讲）；交付；解救；生（孩子）；接生；履行；投掷

199 directly 1 [英 [də̍ rektli] 美 [dɪˈrɛktli, daɪ-]] adv.直接地；立即；马上；正好地；坦率地 conj.一…就

200 disorder 1 [dis'ɔ:də] n.混乱；骚乱 vt.使失调；扰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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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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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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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astern 1 ['i:stən] adj.东方的；朝东的；东洋的 n.东方人；（美国）东部地区的人

206 ed 1 [ed] abbr.Edmund，Edward，Edwin等的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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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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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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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ntertainment 1 [,entə'teinmənt] n.娱乐；消遣；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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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eventually 1 [i'ventʃuəli] adv.最后，终于

214 exchange 1 [iks'tʃeindʒ] n.交换；交流；交易所；兑换 vt.交换；交易；兑换 vi.交换；交易；兑换

215 exercises 1 ['eksəsaiz] n.练习题，演习；运动

216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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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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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219 finding 1 ['faindiŋ] n.发现；裁决；发现物 v.找到；感到（find的ing形式）；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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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222 former 1 ['fɔ:mə] adj.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n.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n.(Former)人名；(法)福尔梅；(德、捷)福尔默

223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224 gamble 1 ['gæmbl] vi.赌博；孤注一掷；投机；打赌 vt.赌博；孤注一掷；冒险假设 n.赌博；冒险；打赌 n.(Gamble)人名；(英)甘
布尔；(瑞典)甘布勒

225 gambling 1 ['gæmbliŋ] n.赌博；投机 v.赌博；打赌（gamble的ing形式） n.(Gambling)人名；(英)甘布林

226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227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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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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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231 Graham 1 ['greiəm] adj.全麦的；粗面粉的；全麦粉制成的 n.(Graham)人名；(塞、瑞典)格拉哈姆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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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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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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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him 1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236 himself 1 [him'self] pron.他自己；他亲自，他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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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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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image 1 ['imidʒ] n.影像；想象；肖像；偶像 vt.想象；反映；象征；作…的像 n.(Image)人名；(法)伊马热

240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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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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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James 1 [dʒeimz] n.詹姆斯（姓氏，男子名）；《雅各书》

244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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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katie 1 ['keiti] n.卡蒂（女子名，等于Kate）

247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248 labor 1 ['leibə] n.劳动；工作；劳工；分娩 vi.劳动；努力；苦干 vt.详细分析；使厌烦 n.(Labor)人名；(德、塞、法)拉博尔；(英)
拉博

249 lawyer 1 ['lɔ:jə] n.律师；法学家 n.(Lawyer)人名；(英)劳耶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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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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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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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lebron 1 莱夫龙

254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255 legal 1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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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liked 1 [laikt] v.喜欢（lik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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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limit 1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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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line 1 [lain] n.路线，航线；排；绳 vt.排成一行；划线于；以线条标示；使…起皱纹 vi.排队；站成一排 n.(Line)人名；(英)莱恩；
(俄)利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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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logo 1 ['lɔgəu, 'ləug-] n.商标，徽标；标识语 n.(Logo)人名；(英、塞)洛戈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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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looked 1 [lʊkt]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65 looks 1 [lʊks] n. 外貌(恒用复数)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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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lose 1 [lu:z] vt.浪费；使沉溺于；使迷路；遗失；错过 vi.失败；受损失 n.(Lose)人名；(英)洛斯；(德)洛泽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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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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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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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management 1 ['mænidʒmənt] n.管理；管理人员；管理部门；操纵；经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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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mertz 1 n. 默茨

274 Michael 1 ['maikəl] n.迈克尔（男子名）

275 Michigan 1 ['miʃigən] n.美国密歇根州；密歇根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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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movie 1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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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nation 1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280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281 offer 1 [ˈɒfə] vt.提供；出价；试图 n.提议；出价；意图；录取通知书 vi.提议；出现；献祭；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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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Olympic 1 [əu'limpik] adj.奥林匹斯山的，奥林匹亚的；奥林匹克的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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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operates 1 英 ['ɒpəreɪt] 美 ['ɑːpəreɪt] v. 操作；运转；经营；动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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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opportunities 1 [ˌɒpə'tjuːnɪtɪs] npl. opportunity的复数形式，机会，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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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90 own 1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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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pay 1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293 paying 1 ['pei'ŋ] adj.支付的；赢利的；合算的 n.支付；填缝；放送绳链 v.支付；报答（pay的ing形式）

294 pepsi 1 ['pepsi] n.[食品]百事可乐（一种饮料的商标名称）

295 per 1 [强pə:, 弱pə] prep.每；经；按照；每一 n.(Per)人名；(德、挪、丹、瑞典)佩尔

296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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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physical 1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299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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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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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possessions 1 [pə'zeʃənz] n.[经]财产；所有物（possession的复数形式）

303 posts 1 英 [pəʊst] 美 [poʊst] n. 职位；邮件；标竿 v. 邮递；通知；布置；派遣；急行 adv. 快速地

304 practicing 1 ['præktisiŋ] adj.在工作的，开业的 v.练习（practice的ing形式）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305 predict 1 [pri'dikt] vt.预报，预言；预知 vi.作出预言；作预料，作预报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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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priv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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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professional 1 [prə'feʃənəl] adj.专业的；职业的；职业性的 n.专业人员；职业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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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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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punish 1 ['pʌniʃ] vt.惩罚；严厉对待；贪婪地吃喝 vi.惩罚

312 punished 1 ['pʌnɪʃt] adj. 受处罚的 动词puni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13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314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315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316 rick 1 [rik] vt.把…堆成垛；（英）扭伤 vi.扭伤 n.干草堆；扭伤；人力车 adj.伪装的 n.(Rick)人名；(瑞典)里克；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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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319 runs 1 [rʌnz] n.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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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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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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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season 1 ['si:zən] n.时期；季节；赛季 vt.给…调味；使适应 vi.变得成熟；变干燥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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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sell 1 [sel] vt.销售；推销；出卖；欺骗 vi.卖；出售；受欢迎；有销路 n.销售；失望；推销术 n.(Sell)人名；(德)泽尔；(英、芬、
瑞典)塞尔

326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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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328 shand 1 n. 尚德

329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330 skill 1 [skil] n.技能，技巧；本领，技术 n.(Skill)人名；(瑞典)希尔

331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332 standing 1 ['stændiŋ] adj.长期的；直立的；固定的 n.站立；持续；身分 v.站立；坚持不变；坐落于（stand的ing形式） n.
(Standing)人名；(英)斯坦丁；(德)施坦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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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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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statements 1 [s'teɪtmənts] n. 报表；陈述；声明（名词statement的复数形式）

336 strength 1 [streŋθ, streŋkθ] n.力量；力气；兵力；长处

337 stronger 1 [英[strɒŋə(r)] 美[strɒŋə]] adj.更强壮的

338 stud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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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suddenly 1 ['sʌdnli] adv.突然地；忽然

340 supporters 1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341 supportive 1 [sə'pɔ:tiv] adj.支持的；支援的；赞助的

342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343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344 swimmer 1 ['swimə] n.游泳者

345 talked 1 [tɔː k] v. 交谈；商讨；演讲；阐述；劝服 n. 谈话；会谈；讨论；讲话；空谈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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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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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teaches 1 ['tiː tʃɪz] v. 教；教导；教授；教训（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48 teams 1 [tiː m] n. 队；组 v. 使相配；使合作；结成一队 adj. 团队的

349 te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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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text 1 [tekst] n.[计]文本；课文；主题 vt.发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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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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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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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tobacco 1 [tə'bækəu] n.烟草，烟叶；烟草制品；抽烟

357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58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59 trained 1 [treɪnd] adj.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60 trains 1 [treɪn] n. 列车；火车；行列；一系列 vt. 训练；培训；瞄准 vi. 进行锻炼，接收训练；练习

361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62 UCLA 1 abbr.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363 unclear 1 英 [ˌʌn'klɪə(r)] 美 [ˌʌn'klɪr] adj. 不清楚的；含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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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unless 1 [ən'les] conj.除非，如果不 prep.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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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us 1 pron.我们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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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70 valuable 1 ['væljuəbl] adj.有价值的；贵重的；可估价的 n.贵重物品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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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373 warned 1 英 [wɔː n] 美 [wɔː 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374 watched 1 英 [wɒtʃ] 美 [wɑ tːʃ] v. 注视；看守；观看 n. 手表；监视；看守；值班

375 w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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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377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378 wh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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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whi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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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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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 winning 1 ['winiŋ] adj.胜利的；获胜的 n.胜利；获得；成功 v.获胜（win的ing形式） n.(Winning)人名；(英、瑞典、法)温宁

382 Wisconsin 1 [wis'kɔnsin] n.威斯康星州（美国州名）

383 wondered 1 英 ['wʌndə(r)] 美 ['wʌndər] n. 惊奇；惊愕；奇迹；奇观 v. 惊奇；想知道；怀疑 adj. 奇妙的；非凡的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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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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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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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zone 1 [zəun] n.地带；地区；联防 vi.分成区 vt.使分成地带；环绕 n.(Zone)人名；(塞)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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