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7-14 [Arts and Culture] Japan's Shohei Ohtani Makes History
in All-Star Gam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n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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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o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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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he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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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baseball 16 ['beisbɔ:l] n.棒球；棒球运动

6 of 1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7 is 1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 and 13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9 gam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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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hit 9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11 pitch 9 vi.倾斜；投掷；搭帐篷；坠落 vt.投；掷；定位于；用沥青涂；扎营；向前倾跌 n.沥青；音高；程度；树脂；倾斜；投
掷；球场

12 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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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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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for 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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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best 6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17 leagu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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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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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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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think 6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1 b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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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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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on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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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sta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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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team 5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26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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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you 5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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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his 4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30 hitters 4 n.打者，击手，（棒球）击球员( hitter的名词复数 )

31 home 4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32 ruth 4 [ru:θ] n.露丝（女子名）；路得；路得记

33 after 3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34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5 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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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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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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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japan 3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38 mo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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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night 3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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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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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pitched 3 [pitʃt] adj.斜的；人字形的 v.使倾斜；扎营；投掷（pitch的过去分词）

43 ru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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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scherzer 3 舍尔策

45 season 3 ['si:zən] n.时期；季节；赛季 vt.给…调味；使适应 vi.变得成熟；变干燥

46 throw 3 [θrəu] vt.投；抛；掷 vi.抛；投掷 n.投掷；冒险

47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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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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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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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amazed 2 [ə'meizd] adj.惊奇的，吃惊的 v.使…吃惊；把…弄糊涂（amaze的过去分词）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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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angels 2 ['endʒəl] n. 天使 名词angel的复数形式.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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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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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athlete 2 ['æθli:t] n.运动员，体育家；身强力壮的人

56 awesome 2 [英['ɔː s(ə)m] 美['ɔsəm]] adj.令人敬畏的；使人畏惧的；可怕的；极好的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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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bo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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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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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areer 2 n.生涯；职业；事业；速度，全速 adj.作为毕生职业的 vi.全速前进，猛冲

61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62 chosen 2 ['tʃəuzən] vt.选择（choose的过去分词） adj.挑选出来的，精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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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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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done 2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66 energy 2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67 freeman 2 ['fri:mən] n.自由民；享有市民权的人；荣誉市民

68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69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70 go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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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handle 2 ['hændl] n.[建]把手；柄；手感；口实 vt.处理；操作；运用；买卖；触摸 vi.搬运；易于操纵

72 hitter 2 ['hitə] n.击球员；打击者 n.(Hitter)人名；(德、匈)希特尔

73 hour 2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74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75 inning 2 ['iniŋ] n.（棒球的）一局；（荒地等的）围垦；执政期；轮到显身手的机会

76 ju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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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kilometers 2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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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known 2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79 lo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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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m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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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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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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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per 2 [强pə:, 弱pə] prep.每；经；按照；每一 n.(Per)人名；(德、挪、丹、瑞典)佩尔

85 pitcher 2 ['pitʃə] n.投手；大水罐 n.(Pitcher)人名；(英)皮彻

86 pitching 2 ['pitʃiŋ] n.俯仰；铺地石；投手投球 adj.倾斜的；陡的 v.使倾斜（pitch的ing形式）；投掷；用沥青涂；为…定调

87 player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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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runs 2 [rʌnz] n.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

89 selected 2 [si'lektid] adj.挑选出来的

90 starting 2 ['stɑ tː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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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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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Tuesday 2 ['tju:zdi; -dei] n.星期二

95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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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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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who 2 pron.谁；什么人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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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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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02 York 2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103 abilities 1 [ə'bɪləti] n. 能力；才能

104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105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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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admiration 1 [,ædmə'reiʃən] n.钦佩；赞赏；羡慕；赞美

108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09 age 1 [eidʒ] n.年龄；时代；寿命，使用年限；阶段 vi.成熟；变老 vt.使成熟；使变老，使上年纪 n.(Age)人名；(瑞典)阿格；(日)
扬(姓)；(西、荷)阿赫

110 alonso 1 n.阿朗索（等于Alphon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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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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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anymore 1 ['eni'mɔ:] adv.再也不，不再

115 anytime 1 ['enitaim] adv.任何时候；无例外地

116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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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tlanta 1 [ət'læntə] n.亚特兰大（美国城市）

119 babe 1 ['beib] n.婴儿，小孩；女孩；天真幼稚的人 n.(Babe)人名；(西)巴韦；(罗)巴贝；(法)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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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bats 1 [bæts] adj.怪异的；疯疯癫癫的；神经不正常的 n.蝙蝠（bat的复数形式） n.(Bats)人名；(法)巴茨

122 batter 1 ['bætə] n.击球手；（用鸡蛋、牛奶、面粉等调成的）糊状物；墙面的倾斜 vt.猛击；打坏；使向上倾斜 vi.接连猛击；向
上倾斜 n.(Batter)人名；(罗)巴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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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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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
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126 Blum 1 [blu:m] n.布卢姆

127 bottom 1 ['bɔtəm] n.底部；末端；臀部；尽头 adj.底部的 vt.装底；测量深浅；查明真相 vi.到达底部；建立基础 n.(Bottom)人名；
(英)博顿

128 braves 1 [breɪv] adj. 勇敢的；英勇的 v. 勇敢地面对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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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cash 1 [kæʃ] n.现款，现金 vt.将…兑现；支付现款 n.(Cash)人名；(英)卡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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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133 celebrates 1 ['selɪbreɪt] v. 庆祝；庆贺；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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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Colorado 1 [,kʌlə'rɑ:dəu] n.（美）科罗拉多；（美）科罗拉多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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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compare 1 n.比较 vt.比拟，喻为；[语]构成 vi.相比，匹敌；比较，区别；比拟（常与to连用） n.(Compare)人名；(意)孔帕雷

138 competition 1 [,kɔmpi'tiʃən] n.竞争；比赛，竞赛

139 counts 1 [kaʊnt] v. 计算；视为；依赖；重要，有价值 n. 计数；总数 n. 伯爵（欧洲国家的贵族头衔）

140 Cristiano 1 克里斯蒂亚诺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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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de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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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demonstrated 1 ['demənstreɪt] vt. 证明；演示；示范 vi. 示威

144 Denver 1 ['denvə] n.丹佛（地名，美国城市）

145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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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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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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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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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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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153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54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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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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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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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fans 1 [fæns] n. 狂热者；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

160 fa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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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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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163 feelings 1 ['fiː lɪŋs] n.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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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fourth 1 [fɔ:θ] adj.第四的，第四个的；四分之一的 n.第四，月的第四日；四分之一 num.第四

166 freddie 1 ['fredi] n.弗雷迪（男子名，等于Fre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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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gam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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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goes 1 [gəuz] vi.前进；行走（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Goes)人名；(瑞典)约斯；(法、德)格斯；(荷)胡斯

169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170 gotten 1 ['gɔtən] v.得到；达到（get的过去分词）

171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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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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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halfway 1 ['hɑ:f'wei] adv.到一半；在中途 adj.中途的；不彻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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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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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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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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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80 hitting 1 [hɪtɪŋ] n. 命中 动词hit的现在分词形式.

181 honor 1 ['ɔnə] n.荣誉；信用；头衔 vt.尊敬（等于honour）；给…以荣誉

182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183 impress 1 [im'pres, 'impres] vt.盖印；强征；传送；给予某人深刻印象 vi.给人印象 n.印象，印记；特征，痕迹

184 impressed 1 [ɪm'pres] n. 印记；印象；特征 v. 使 ... 有印象；影响；印刻；传送

185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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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katie 1 ['keiti] n.卡蒂（女子名，等于Kate）

188 kevin 1 ['kevin] n.凯文（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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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la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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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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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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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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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lebron 1 莱夫龙

195 litt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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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
(英)卢克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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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199 manager 1 ['mænidʒə] n.经理；管理人员

200 max 1 n.]完全；彻底；最大限度；最大量；最大数

201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202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203 mental 1 ['mentəl] 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n.精神病患者

204 mets 1 abbr.全国医护英语水平考试（MedicalEnglishTestSystem）；代谢当量（MetabolicEquivalants）；元数据编码和传输标准
（MetadataEncodingandTransmissionStandard） n.(Mets)人名；(俄)梅茨；(瑞典)梅茨

205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206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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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my 1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208 nationals 1 ['næʃnəlz] n. 侨民 名词nation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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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nine 1 [nain] n.九，九个 num.九；九个 adj.九的，九个的 n.(Nine)人名；(塞)尼内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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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oh 1 [əu] int.哦；哎呀（表示惊讶或恐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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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opened 1 v.打开，开启（open过去分词形式） adj.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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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16 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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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outs 1 [auts] n.未现赢张；付出的钱；输出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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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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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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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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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pete 1 [pi:t] n.保险箱，银箱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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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pitchers 1 ['pɪtʃəz] 瓷渣

227 played 1 v.演奏；播放；玩耍；参加竞赛（play的过去分词） adj.比赛的

228 play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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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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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preventing 1 [prɪ'vent] v. 预防；防止，阻止；挡住

231 probably 1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232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233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234 ronald 1 ['rɔnəld] n.罗纳德（男子名）

235 ronaldo 1 n. 罗纳尔多(男子名)

236 rule 1 [ru:l] vi.统治；管辖；裁定 n.统治；规则 vt.统治；规定；管理；裁决；支配 n.(Rule)人名；(英)鲁尔；(塞)鲁莱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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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see 1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239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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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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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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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occer 1 ['sɔkə] n.英式足球，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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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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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sox 1 [sɔks] n.（美）短袜；鞋垫；喜剧（sock的复数）

247 speed 1 [spi:d] vi.超速，加速；加速，迅速前行；兴隆 n.速度，速率；迅速，快速；昌盛，繁荣 vt.加快…的速度；使成功，使
繁荣 n.(Speed)人名；(英)斯皮德

248 spor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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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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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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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stay 1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252 stopped 1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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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strength 1 [streŋθ, streŋkθ] n.力量；力气；兵力；长处

254 success 1 [sək'ses] n.成功，成就；胜利；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

255 successfully 1 [sək'sesfəli] adv.成功地；顺利地

256 surprise 1 [sə'praiz] n.惊奇，诧异；突然袭击 vt.使惊奇；奇袭 adj.令人惊讶的

257 surrounding 1 [sə'raundiŋ] adj.周围的，附近的 n.环境，周围的事物

258 swimmer 1 ['swimə] n.游泳者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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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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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62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63 threw 1 [θru:] v.抛（throw的过去式）；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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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traveled 1 ['trævəld] adj.富有旅行经验的；旅客多的；旅客使用的 v.旅行（travel的过去分词）

266 tries 1 [traɪ] v. 试验；尝试；设法；努力；审判；考验 n. 尝试；试验；（橄榄球）持球触地得分

267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268 try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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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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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us 1 pron.我们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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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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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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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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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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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white 1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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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1 wonder 1 [ˈwʌndə(r)] n.惊奇；奇迹；惊愕 vi.怀疑；想知道；惊讶 vt.怀疑；惊奇；对…感到惊讶 adj.奇妙的；非凡的 n.Wonder，
旺德（人名）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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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84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85 Yankee 1 ['jæŋki] n.美国佬，美国人；洋基队（美国棒球队名）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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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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