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7-22 [Arts and Culture] Greeks Celebrate Milwaukee Team's
NBA Championship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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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3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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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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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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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8 ahead 1 adj.向前；在前的；领先 adv.向前地；领先地；在（某人或某事物的）前面；预先；在将来，为未来

9 alcoholic 1 [,ælkə'hɔlik] adj.酒精的，含酒精的 n.酒鬼，酗酒者

10 alex 1 ['æliks] n.亚历克斯（男子名）

11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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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lways 2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4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5 and 16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6 a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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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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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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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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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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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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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thens 2 ['æθinz] n.雅典（希腊首都）

23 autograph 1 ['ɔ:təugrɑ:f, -græf] n.亲笔，手稿；亲笔签名 vt.亲笔签名于…；亲笔书写

24 autographed 1 英 ['ɔː təɡrɑ fː] 美 ['ɔː təɡræf] n. 亲笔签名；手稿，原稿，手迹，真迹 v. 亲笔签名于；亲笔书写

25 back 1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后
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26 basketball 6 ['bɑ:skitbɔ:l, 'bæs-] n.篮球；篮球运动

27 basketballs 1 n.篮球（运动）( basketball的名词复数 )

28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29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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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locked 1 [blɔkt] adj.堵塞的；被封锁的 v.阻塞（block的过去分词）

32 bottle 1 ['bɔtl] n.瓶子；一瓶的容量 vt.控制；把…装入瓶中 vi.（街头艺人演出后）收拢钱币

33 boys 1 n.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

34 brothers 2 英 ['brʌðə(r)] 美 ['brʌðər] n. 兄弟；教友；同胞；<俚>老兄

35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36 Bucks 3 [bʌks] n.雄鹿队（篮球队名）；巴克斯（英国伦敦附近的一个郡名）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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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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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af 3 abbr. 加拿大武装部队(=Canadian Armed Forces) abbr. 成本加运费(=cost and freight)

40 cafe 2 ['kafeɪ, 'kafi] n.咖啡馆；小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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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42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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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elebrate 3 vt.庆祝；举行；赞美；祝贺；宣告 vi.庆祝；过节；举行宗教仪式

44 celebrations 1 n.庆祝( celebration的名词复数 ); 庆祝会（仪式）

45 champagne 1 [,ʃæm'pein] n.香槟酒；香槟酒色 n.(Champagne)人名；(法)尚帕涅；(英)尚帕涅

46 championship 4 ['tʃæmpiənʃip] n.锦标赛；冠军称号；冠军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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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49 clock 1 [klɔk] n.时钟；计时器 vt.记录；记时 vi.打卡；记录时间 n.(Clock)人名；(英)克洛克

50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51 closely 1 ['kləusli] adv.紧密地；接近地；严密地；亲近地

52 collected 2 [kə'lektid] adj.镇定的；收集成的 v.收集；聚集（collect的过去式）

53 color 1 ['kʌlə] n.颜色；肤色；颜料；脸色 vt.粉饰；给...涂颜色；歪曲 vi.变色；获得颜色

54 concerned 1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55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56 crowd 1 [[kraud] n.群众,一伙;一堆,许多,大众 v.拥挤,挤满,挤进 vt.挤满,将...塞进;催促,催逼 vi.挤,拥挤,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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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defeated 1 [dɪ'fiː t] n. 挫败；败北 vt. 战胜；击败；使...不能实现

59 derek 1 ['derik] n.德里克（男名）

60 difference 1 n.差异；不同；争执

61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62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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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dream 1 [dri:m] vi.梦想；做梦，梦见；想到 n.梦想，愿望；梦 vt.梦想；做梦；想到 adj.梦的；理想的；不切实际的

64 drink 2 [driŋk] vt.喝，饮；吸收；举杯庆贺 vi.喝酒；饮水；干杯 n.酒，饮料；喝酒

65 earned 1 ['ɜːnd] adj. 挣得的；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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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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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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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ntire 1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71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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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74 everywhere 1 ['evrihwεə] adv.到处 n.每个地方

75 fame 1 [feim] n.名声，名望；传闻，传说 vt.使闻名，使有名望

76 family 1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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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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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filled 1 [fild] adj.满的；装满的；加满的

80 final 1 ['fainl] adj.最终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 n.决赛；期末考试；当日报纸的末版

81 finals 1 ['fɑɪnəlz] n. 决赛；期终考试 名词final的复数形式.

82 finished 1 ['finiʃt] adj.完结的，完成的；精巧的 v.完成；结束；毁掉（finish的过去分词形式）

83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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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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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6 forgot 1 [fə'gɔt] v.忘记；轻忽；遗漏（forget的过去式）

87 four 2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88 framed 1 adj. 遭到陷害的 动词fram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9 freak 2 [fri:k] n.怪人，怪事；畸形人；反复无常 adj.奇异的，反常的

90 friedell 1 n. 弗里德尔

91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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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gam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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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95 generation 1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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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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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giannis 8 扬尼斯

99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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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Greece 2 希腊（欧洲南部国家）

102 Greek 4 [gri:k] n.希腊语；希腊人 adj.希腊的；希腊人的，希腊语的

103 Greeks 2 希腊人

104 grew 2 [gru:] v.成长，种植（grow的过去式） n.(Grew)人名；(芬)格雷夫；(英、葡)格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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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hager 1 n. 黑格

107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108 hands 1 n.[解剖]手（hand的复数） v.给，传递（hand的单三形式） n.(Hands)人名；(英)汉兹

109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10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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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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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he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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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hi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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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his 6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15 hour 1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116 humble 2 adj.谦逊的；简陋的；（级别或地位）低下的；不大的 vt.使谦恭；轻松打败（尤指强大的对手）；低声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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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immigrants 1 ['ɪmɪɡrənts] n. 移民；他国移入的动植物 名词immigrant的复数形式.

119 i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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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incredible 1 adj.难以置信的，惊人的；极好的

121 inspiration 2 [,inspə'reiʃən] n.灵感；鼓舞；吸气；妙计

122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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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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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jersey 2 ['dʒə:zi] n.运动衫，毛线衫 n.(Jersey)人名；(英)泽西；(德)耶尔赛

126 jerseys 1 英 ['dʒɜːzi] 美 ['dʒɜ rːzi] n. 毛线衫；毛织运动衫 Jersey: 泽西岛； 泽西乳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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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29 kostas 1 科斯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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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kyriacos 1 基里亚科斯

131 kyriakos 1 基里亚科斯

132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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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35 lef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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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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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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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local 2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140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41 loose 1 [lu:s] adj.宽松的；散漫的；不牢固的；不精确的 vt.释放；开船；放枪 vi.变松；开火 adv.松散地 n.放纵；放任；发射 n.
(Loose)人名；(捷、瑞典)洛塞；(英)卢斯；(德)洛泽

142 lo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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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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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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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Manners 1 ['mænəz] n. 礼貌；规范；风俗 名词mann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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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materials 1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148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149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150 memorabilia 2 [,memərə'biliə] n.大事记；值得纪念的事物

151 message 1 ['mesidʒ] n.消息；差使；启示；预言；广告词 vi.报信，报告；[通信]报文 vt.通知

152 Milwaukee 6 [mil'wɔ:ki:] n.（美国）密尔沃基

153 minister 1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154 minute 1 [ˈmɪnɪt] n.分，分钟；片刻，一会儿；备忘录，笔记；会议记录 vt.将…记录下来 adj.微小的，详细的[maɪˈnjuːt;US-
ˈnuːt;maɪˋnut]

155 missed 1 [mɪs] n. [M-]小姐 vt. 想念 vt. 错过；漏掉

156 mitsotakis 1 米佐塔基斯

157 models 1 ['mɒdlz] n. 模范；模特儿；模型（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

158 moment 1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159 morning 1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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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162 names 1 [neɪmz] n.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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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natural 1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165 NBA 3 [ˌenbiː 'eɪ] abbr. 窄带分配（=Narrow-Band Allocation） abbr. 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166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167 Nigeria 1 [nai'dʒiəriə] n.尼日利亚（位于非洲）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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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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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novak 1 n.诺瓦克（人名）

172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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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of 1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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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76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77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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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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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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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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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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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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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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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parents 1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185 part 1 n.部分；角色；零件；一些；片段 vt.分离；分配；分开 vi.断裂；分手 adv.部分地 adj.部分的 n.(Part)人名；(英、瑞典)帕
特；(泰)巴；(法)帕尔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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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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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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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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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personality 1 [,pə:sə'næləti] n.个性；品格；名人

191 phoenix 2 ['fi:niks] n.凤凰；死而复生的人 n.(Phoenix)人名；(英)菲尼克斯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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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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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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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points 1 [英[pɒɪnts] 美[pɔints]] n.点；目的（point的复数）；见解 v.指引；瞄准（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 n.(Points)人名；(英)波因
茨

196 polite 2 [pə'lait] adj.有礼貌的，客气的；文雅的；上流的；优雅的

197 poor 1 [puə, pɔ:] adj.贫穷的；可怜的；贫乏的；卑鄙的 n.(Poor)人名；(英、伊朗)普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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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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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prime 1 [praim] adj.主要的；最好的；基本的 adv.极好地 n.初期；青年；精华；全盛时期 vt.使准备好；填装 vi.作准备 n.(Prime)
人名；(英)普赖姆；(德)普里梅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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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proud 1 [praud] adj.自豪的；得意的；自负的 n.(Proud)人名；(英)普劳德

203 pulled 1 ['pʊld] adj. 牵引的 v. 拉；拖；牵；拔（动词pu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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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ready 1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人名；(英)雷迪

206 rebound 1 [,ri:'baund] n.回弹；篮板球 vi.回升；弹回 vt.使弹回 v.重新装订（reb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7 rebounds 1 ['riː 'bɑʊndz] n. 篮板球 名词rebound的复数形式.

208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09 remembrances 1 [rɪ'membrənsɪz] n. 问候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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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respect 1 [ri'spekt] n.尊敬，尊重；方面；敬意 vt.尊敬，尊重；遵守

212 rest 1 [rest] vt.使休息，使轻松；把…寄托于 n.休息，静止；休息时间；剩余部分；支架 vi.休息；静止；依赖；安置 n.(Rest)人
名；(英、德、俄、捷、荷)雷斯特

213 restaurant 2 ['restərɔŋ, -rɔnt, -rənt] n.餐馆；[经]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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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role 1 [rəul] n.角色；任务 n.(Role)人名；(意、塞、赤几)罗莱

216 runs 1 [rʌnz] n.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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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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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sandwich 1 ['sænwidʒ] vt.夹入；挤进；把...做成三明治 n.三明治；夹心面包

219 sat 1 [sæt] v.坐（sit的过去式，过去分词） n.(Sat)人名；(中)萨(广东话·威妥玛)；(柬)萨；(印)萨特

220 series 2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221 served 1 英 [sɜːv] 美 [sɜ rː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222 shaking 1 ['ʃeikiŋ] n.震动，震惊；挥动，摇动 v.握手（shake的ing形式）；摇动；颤动

223 shirt 1 [ʃə:t] n.衬衫；汗衫，内衣

224 shot 1 n.发射；炮弹；射手；镜头 adj.用尽的；破旧的；杂色的，闪光的 v.射击（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5 shots 1 英 [ʃɒt] 美 [ʃɑ tː] n. 注射；投篮；发射；拍摄；开枪；子弹 adj. (织物)闪色的；精疲力尽的；完了的 动词shoot的过去式和
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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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signature 1 ['signətʃə] n.署名；签名；信号

228 simple 1 ['simpl] adj.简单的；单纯的；天真的 n.笨蛋；愚蠢的行为；出身低微者 n.(Simple)人名；(法)桑普勒

229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230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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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porting 1 ['spɔ:tiŋ] adj.运动的；冒险性的；公正的；喜好运动的 v.娱乐；玩弄（sport的ing形式）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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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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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started 2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6 stops 1 英 [stɒp] 美 [stɑːp] v. 停止；阻止；停留 n. 停止；逗留；车站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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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suns 1 abbr. 声纳水下导航系统(=Sonic Underwater Navig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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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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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teenager 1 ['ti:n,eidʒə] n.十几岁的青少年；十三岁到十九岁的少年

242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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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thanas 1 塔纳斯

244 t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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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the 3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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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theodora 1 n.西奥多拉（女子名）；狄奥多拉（508年到548年拜占庭帝国皇后，查世丁尼一世皇帝之妻）

248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49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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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thinking 1 ['θiŋkiŋ] adj.思考的；思想的；有理性的；好思考的 n.思考；思想；想法；意见；见解 v.思考（think的现在分词）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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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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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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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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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t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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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tongas 1 Tonga Islands in the South Pacific 南太平洋上的汤加群岛

258 town 1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259 trip 1 [trip] vi.绊倒；远足；犯错误；轻快地走 n.旅行；绊倒；差错 vt.绊倒；使犯错 n.(Trip)人名；(荷)特里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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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261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262 tweeted 1 [twiː t] n. 小鸟的啁啾声；(社交网站Twitter上的)微博 v. 小鸟鸣叫；在Twitter上发微博

263 uniform 1 ['ju:nifɔ:m] adj.统一的；一致的；相同的；均衡的；始终如一的 n.制服 vt.使穿制服；使成一样

264 up 2 [ʌp] adv.起来；上涨；向上 prep.在…之上；向…的较高处 adj.涨的；起床的；向上的 n.上升；繁荣

265 us 1 pron.我们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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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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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visits 1 ['vɪzɪt] v. 拜访；参观；闲谈 n. 拜访；参观；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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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wall 1 [wɔ:l] n.墙壁，围墙；似墙之物 vt.用墙围住，围以墙 adj.墙壁的 n.(Wall)人名；(英)沃尔；(德、芬、捷、瑞典)瓦尔

271 wa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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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73 watch 1 [wɔtʃ, wɔ:tʃ] vt.观察；注视；看守；警戒 n.手表；监视；守护；值班人 vi.观看，注视；守侯，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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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watching 1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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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we 1 [wi:弱 wi] pron.我们（主格）；笔者，本人（作者或演讲人使用）；朕，寡人 n.(We)人名；(缅)韦

278 wearing 1 [wεə riŋ, wεərŋ, 'wεəriŋ] adj.磨损的；穿用的；令人疲倦的 v.穿着；磨损（wear的ing形式） n.(Wearing)人名；(英)韦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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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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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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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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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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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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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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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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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90 worn 1 [wɔ:n] adj.疲倦的；用旧的 v.穿；磨损（wear的过去分词）；佩戴 n.(Worn)人名；(柬)翁；(英、葡)沃恩

291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292 yiannis 1 扬尼斯

293 yourself 1 [jɔ:'self, juə-, jə-] pron.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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