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7-23 [Arts and Culture] Tokyo Games Become First Gender-
Equal Olympic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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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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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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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ed 7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6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7 additional 2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8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9 an 7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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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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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side 1 [ə'said] adv.离开，撇开；在旁边 n.旁白；私语，悄悄话；离题的话 prep.在…旁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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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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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thletes 3 ['æθliː ts] 运动员

16 attention 2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17 bac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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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baseball 2 ['beisbɔ:l] n.棒球；棒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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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b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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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22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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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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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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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27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28 boat 1 [bəut] n.小船；轮船 vi.划船

29 bo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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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boxing 1 ['bɔksiŋ] n.拳击；装箱；围模；做箱的材料 v.将…装入盒中（box的ing形式）

31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32 brought 2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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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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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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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canoeing 2 [kə'nu ɪːŋ] n. 独木舟运动 动词canoe的现在分词形式.

37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38 championship 1 ['tʃæmpiənʃip] n.锦标赛；冠军称号；冠军的地位

39 chan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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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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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chances 1 英 [tʃɑːns] 美 [tʃæns] n. 可能性；机会；偶然性 v. 偶然发生；碰巧；冒 ... (的险)

41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42 climbing 1 ['klaimiŋ] adj.上升的；攀缘而登的 n.攀登 v.爬（climb的ing形式）

43 closing 1 ['kləuziŋ] adj.收盘的；结束的；结尾的 n.结尾辞 v.关闭（close的ing形式）

44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45 come 1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46 committee 1 [kə'miti] n.委员会

47 compete 3 [kəm'pi:t] vi.竞争；比赛；对抗

48 competing 2 [kəm'piː tɪŋ] adj. 竞争的；抵触的；相互矛盾的 动词compete的现在分词.

49 competitive 1 [kəm'petitiv] adj.竞争的；比赛的；求胜心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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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reating 1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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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de 2 [di:] abbr.判定元件（DecisionElement） n.(De)人名；(朝)大

54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55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56 difference 1 n.差异；不同；争执

57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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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d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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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dropped 1 [drɒpt] v. 降下(减少；划线；停止；除去)

61 dropping 1 ['drɔpiŋ] n.落下；空投；滴下物 v.落下；退出（drop的ing形式）；滴入；随口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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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ither 1 adj.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任何一个 conj.也（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根本 pron.任一，两方，随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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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qua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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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67 equity 4 ['ekwəti] n.公平，公正；衡平法；普通股；抵押资产的净值

68 event 4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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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very 2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71 fairness 1 ['fεənis] n.公平；美好；清晰；顺利性

72 female 3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73 fewer 1 ['fju:ə] adj.较少的 pron.较少数 int.较少数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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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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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firs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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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f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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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for 1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9 four 4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80 freestyle 2 n.自由式；自由泳 n.即兴说唱 adj.自由式的 adv.自由地；随心所欲地

81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82 fryer 1 ['fraiə] n.可供油炸的食品；油炸锅；做油煎食品的人 n.(Fryer)人名；(瑞典)弗吕耶；(英)弗赖尔

83 fun 1 [fʌn] n.乐趣；玩笑；有趣的人或事 adj.供娱乐用的 vi.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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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gains 1 ['ɡeɪnz] n. 收益 名词gain的复数形式.

85 game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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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der 8 ['dʒendə] n.性；性别；性交 vt.生（过去式gendered，过去分词gendered，现在分词gendering，第三人称单数genders，形
容词genderless）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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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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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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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gone 1 [gɔn] adj.离去的；死去的；用光的 v.去（go的过去分词）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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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grace 1 [greis] n.优雅；恩惠；魅力；慈悲 vt.使优美 n.(Grace)人名；(英)格雷斯，格雷丝(女名)；(法)格拉斯

93 groups 3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94 gymnastics 1 [dʒim'næstiks] n.体操；体育；体操运动

95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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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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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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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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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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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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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hu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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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images 1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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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i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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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increase 1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106 international 1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107 into 1 ['intu:, -tu, -tə] prep.到…里；深入…之中；成为…状况；进入到…之内 n.(Into)人名；(芬、英)因托

108 involved 1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9 ioc 5 abbr. 国际奥委员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110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1 issue 1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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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Janeiro 2 n.（葡）一月

114 jenna 1 n. 詹纳; 詹娜

115 job 2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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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ice 1 ['dʒʌstis] n.司法，法律制裁；正义；法官，审判员 n.(Justice)人名；(英)贾斯蒂斯，贾斯蒂丝(女名)

118 karate 1 [kə'rɑ:te] n.空手道（日本的一种徒手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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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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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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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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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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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l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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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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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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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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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luczak 5 卢察克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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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m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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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male 2 [meil] adj.男性的；雄性的；有力的 n.男人；雄性动物 n.(Male)人名；(柬)马尔；(意、西、塞)马莱；(英)梅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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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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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meant 2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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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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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men 13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137 meter 1 [mi:tə] n.米；仪表；[计量]公尺；韵律 vt.用仪表测量 vi.用表计量 n.(Meter)人名；(英)米特；(塞)梅特

138 mixed 1 [mikst] adj.混合的；形形色色的；弄糊涂的 v.混合；弄混（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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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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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42 NCAA 1 abbr. (美国)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143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144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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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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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numb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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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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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of 1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51 Olympic 2 [əu'limpik] adj.奥林匹斯山的，奥林匹亚的；奥林匹克的

152 olympics 8 英 [əʊ'lɪmpɪks] 美 [oʊ'lɪmpɪks] n. 奥林匹克运动会 =Olympic Games.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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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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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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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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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opportunity 2 [,ɔpə'tju:niti] n.时机，机会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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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others 2 pron.其他人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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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Paris 1 ['pæris] n.巴黎（法国首都）；帕里斯（特洛伊王子）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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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participate 1 vi.参与，参加；分享 vt.分享；分担 [过去式participated过去分词participated现在分词participating]

164 participation 1 [pɑ:tisi'peiʃən] n.参与；分享；参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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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pathway 1 ['pɑ:θwei, 'pæθ-] n.路，道；途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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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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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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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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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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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polo 1 ['pəuləu] n.马球；水球 n.(Polo)人名；(法、俄、西、意、芬、阿尔巴)波洛

172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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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predicted 1 [prɪ'dɪkt] v. 预言；预报；预知；预测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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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publ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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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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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race 3 n.属，种；种族，人种；家庭，门第；赛事，赛跑 vt.使参加比赛；和…竞赛；使急走，使全速行进 vi.比速度，参加竞
赛；全速行进 n.(Race)人名；(英)雷斯；(塞)拉采

179 recognized 1 ['rekəɡnaɪzd] adj. 公认的；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0 relay 2 ['ri:lei, ri'lei] vi.转播；接替 n.[电]继电器；接替，接替人员；驿马 vt.转播；使接替；分程传递

181 replaces 1 [rɪ'pleɪs] vt. 取代；替换；放回原处；偿还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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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Rio 2 ['ri:əu] n.里约（巴西共和国的旧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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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rower 1 [rəuə] n.桨手

186 rowing 3 ['rəuiŋ] n.划船；赛艇运动 v.划；使成行；争吵（row的现在分词）

187 ru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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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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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sa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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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seats 2 ['siː ts] n.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

191 seeing 1 ['si:iŋ] n.看见；视觉；观看；视力 conj.因为；由于；鉴于 adj.看见的；有视觉的 v.看见（see的ing形式）

192 sending 1 ['sendɪŋ] 发送； 派遣

193 seven 1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194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195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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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197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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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00 sizes 1 ['saɪzɪz] n. 大小

201 skateboarding 1 ['skeit,bɔ:diŋ] n.滑板运动

202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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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softball 2 ['sɔftbɔ:l, 'sɔ:-] n.垒球；垒球运动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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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spo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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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sport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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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spots 2 [spɒts] n. 污点 名词spot的复数形式.

209 st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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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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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summer 1 ['sʌmə] n.夏季；全盛时期 vi.避暑；过夏天 adj.夏季的 n.(Summer)人名；(德)祖默；(英)萨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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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sure 2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213 surfing 1 ['sə:fiŋ] n.冲浪游戏 v.冲浪（surf的ing形式）

214 swim 2 [swim] vi.游泳；漂浮；浸；眩晕 vt.游过；使浮起 n.游泳；漂浮；眩晕 adj.游泳时穿戴的

215 swimming 2 ['swimiŋ] n.游泳；目眩 adj.游泳的；游泳用的；善于游泳的；晕眩的 v.游泳；漂浮；旋转（swim的ing形式）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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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218 team 4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219 teammate 1 ['ti:mmeit] n.队友，同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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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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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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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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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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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there 6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26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27 thi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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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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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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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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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Tokyo 5 ['təukjəu; -kiəu; 'tɔ:kjɔ:] n.东京（日本首都）

232 total 2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233 toward 2 [英 [tɔ:d, təʊrd, tə̍ wɔ:d] 美 [tɔrd, tord, təˈwɔrd]] prep.向；对于；为了；接近 adj.即将来到的，进行中的 n.(Toward)人名；
(英)特沃德

234 track 1 [træk] n.轨道；足迹，踪迹；小道 vt.追踪；通过；循路而行；用纤拉 vi.追踪；走；留下足迹

235 treated 1 [triː tɪd] v. 对待；招待；治疗 vbl. 对待；招待；治疗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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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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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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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upset 1 vt.使心烦；颠覆；扰乱 vi.翻倒 adj.心烦的；混乱的；弄翻的 n.混乱；翻倒；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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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43 water 1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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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weight 2 [weit] n.重量，重力；负担；砝码；重要性 vt.加重量于，使变重 n.(Weight)人名；(英)韦特；(捷)魏格特

246 weightlifting 1 ['weɪtlɪftɪŋ] n. 举重

247 were 6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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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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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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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52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253 women 16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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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year 6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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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257 you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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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