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7-30 [Everyday Grammar] Vocabulary for New Sports at the
Tokyo Olympic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6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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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3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4 in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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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s 1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you 1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7 for 1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 of 1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9 o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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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O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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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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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baseball 8 ['beisbɔ:l] n.棒球；棒球运动

13 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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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on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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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two 8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6 with 8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7 an 7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8 a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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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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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calle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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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t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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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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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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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new 6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5 spor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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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b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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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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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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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gam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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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game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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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move 5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32 play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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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point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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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skateboarding 5 ['skeit,bɔ:diŋ] n.滑板运动

35 softball 5 ['sɔftbɔ:l, 'sɔ:-] n.垒球；垒球运动

36 sport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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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surfing 5 ['sə:fiŋ] n.冲浪游戏 v.冲浪（surf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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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three 5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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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w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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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announcer 4 [ə'naunsə] n.[广播]广播员；宣告者

42 bat 4 [bæt] n.蝙蝠；球棒；球拍；批处理文件的扩展名 vt.用球棒击球；击球率达… vi.轮到击球；用球棒击球 n.(Bat)人名；(蒙、
英)巴特

43 batt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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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ompetitors 4 [kəm'petɪtəz] 竞争对手

45 gold 4 [gəuld] n.金，黄金；金色；金币 adj.金的，金制的；金色的 n.(Gold)人名；(英、法、德、西、罗、捷、瑞典)戈尔德

46 hear 4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47 karate 4 [kə'rɑ:te] n.空手道（日本的一种徒手武术）

48 minutes 4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49 street 4 [stri:t] n.街道 adj.街道的 n.(Street)人名；(英、葡)斯特里特；(德)施特雷特

50 surfer 4 ['sə:fə] n.冲浪运动员，乘冲浪板冲浪的人

51 there 4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52 u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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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air 3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54 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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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American 3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56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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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limbing 3 ['klaimiŋ] adj.上升的；攀缘而登的 n.攀登 v.爬（climb的ing形式）

58 direction 3 [di'rekʃən, dai-] n.方向；指导；趋势；用法说明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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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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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vent 3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62 fin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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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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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get 3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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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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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head 3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68 high 3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69 if 3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70 li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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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might 3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72 off 3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73 Olympic 3 [əu'limpik] adj.奥林匹斯山的，奥林匹亚的；奥林匹克的

74 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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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punch 3 [pʌntʃ] n.冲压机；打洞器；钻孔机 vt.开洞；以拳重击 vi.用拳猛击 n.(Punch)人名；(马来)蓬芝；(英)庞奇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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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s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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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sc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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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scores 3 英 [skɔː (r)] 美 [skɔː ] vt. 得分；获胜；刻划；划线；批评；给 ... 谱曲 n. 得分；刻痕；二十；乐谱 vi. 得分；记分；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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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second 3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81 spe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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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swimm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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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then 3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84 tricks 3 [trɪks] n. 戏法 名词trick的复数形式.

85 usually 3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86 waves 3 [weivz] n.[物][军]波（wave的复数形式） v.波动；起伏（wa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挥动

87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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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w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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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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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wi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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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within 3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92 women 3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93 actually 2 adv.实际上；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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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atsumi 2 n. 渥美(在日本；东经 137º07' 北纬 34º37')

96 base 2 [beis] n.基础；底部；垒 adj.卑鄙的；低劣的 vt.以…作基础 n.(Base)人名；(日)马濑(姓)

97 bases 2 ['beisi:z] n.基础（base的复数形式）；根据；主要成分 n.(Bases)人名；(西)巴塞斯

98 beautiful 2 ['bju:tiful] adj.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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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body 2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101 bouldering 2 ['bəuldəriŋ] n.抱石运动；用大鹅卵石铺的路 v.使成巨砾（boulder的ing形式）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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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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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carissa 2 n. 假虎刺属 Carissa. n. 卡丽莎（人名）

105 climb 2 [klaim] vi.爬；攀登；上升 vt.爬；攀登；上升 n.爬；攀登

106 climber 2 ['klaimə] n.登山者；攀缘植物；尽力改善自己社会地位的人

107 climbers 2 [k'laɪməz] 脚扣

108 competition 2 [,kɔmpi'tiʃən] n.竞争；比赛，竞赛

109 cutback 2 ['kʌtbæk] n.减少，削减；情节倒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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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does 2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112 double 2 ['dʌbl] n.两倍；双精度型 adj.双重的；两倍的 vi.加倍，加倍努力；快步走 vt.使加倍 adv.双重地；两倍地；弓身地 n.
(Double)人名；(法)杜布勒；(英)道布尔

113 drops 2 [drɒps] n. 珠；滴剂（名词drop的复数形式） v. 滴，滴下，滴落（动词dr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14 earlier 2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115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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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fight 2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117 heard 2 [hə:d] v.听到（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闻知 n.(Heard)人名；(英)赫德

118 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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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20 hits 2 [hɪts] n. [计]采样数 名词hit的复数形式.

121 h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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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homerun 2 ['həʊmərən] 在家运营

123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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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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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japan 2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125 Japanese 2 [,dʒæpə'ni:z] adj.日本（人）的；日语的 n.日本人；日语

126 Jill 2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27 karateka 2 [kə'rɑ tːɪkɑ ]ː n. 空手道专家

128 kata 2 卡塔（人名）

129 kelsey 2 ['kelsi] n.凯尔西（男子名）

130 kick 2 [kik] vt.踢；反冲，朝后座 n.踢；反冲，后座力 vi.踢；反冲 n.(Kick)人名；(德)基克

131 kumite 2 [kʊ'miː tiː ] n. (空手道中以点到为止的)对打

132 lead 2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133 lesson 2 ['lesən] n.教训；课 vt.教训；上课

134 medal 2 ['medəl] n.勋章，奖章；纪念章 n.(Medal)人名；(西、捷)梅达尔

135 men 2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136 me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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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Monday 2 ['mʌndi] n.星期一

138 Moore 2 [muə; mɔ:] n.摩尔（男子名）

139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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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ements 2 ['muːvmənts] n. 动作

141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42 olympics 2 英 [əʊ'lɪmpɪks] 美 [oʊ'lɪmpɪks] n. 奥林匹克运动会 =Olympic Games.

143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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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park 2 [pɑ:k] n.公园；[交]停车场 vt.停放；放置；寄存 vi.停放车辆 n.(Park)人名；(英、芬、瑞典)帕克

145 perform 2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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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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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plate 2 [pleit] n.碟；金属板；金属牌；感光底片 vt.电镀；给…装甲 n.(Plate)人名；(英、德、俄、西、意、瑞典)普拉特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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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point 2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151 pool 2 [pu:l] n.联营；撞球；水塘；共同资金 vi.联营，合伙经营 vt.合伙经营 n.(Pool)人名；(英、西)普尔；(芬、德)波尔

152 reaches 2 [riː tʃ] v. 到达；伸出；达成；取得联系；延伸；（伸手）去够 n. 范围；影响力；河段；等级

153 Robbins 2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154 several 2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155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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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signature 2 ['signətʃə] n.署名；签名；信号

157 six 2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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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Stewart 2 ['stju:ət; 'stju-] n.[宝]斯图尔特（男子名）

160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161 talk 2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162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63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164 us 2 pron.我们

165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166 virtual 2 adj.[计]虚拟的；实质上的，事实上的（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

167 walk 2 [wɔ:k] n.步行，走；散步 vt.散步；走过 vi.走，步行；散步 n.(Walk)人名；(德、葡)瓦尔克；(英)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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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watching 2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169 wave 2 [weiv] vi.波动；起伏；挥手示意；摇动；呈波形 vt.卷（烫）发；向…挥手示意；使成波浪形 n.波动；波浪；高潮；挥手
示意；卷曲

170 week 2 [wi:k] n.周，星期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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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who 2 pron.谁；什么人

173 winner 2 ['winə] n.胜利者 n.(Winner)人名；(英、德、瑞典)温纳

174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75 yuko 2 汤古(姓,日本)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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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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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alex 1 ['æliks] n.亚历克斯（男子名）

180 arc 1 [ɑ:k] n.弧（度）；弧光（全称electricarc）；弧形物；天穹 adj.圆弧的；反三角函数的 vt.形成电弧；走弧线 n.(Arc)人名；
(法)阿尔克

181 arcing 1 ['ɑ:siŋ] n.电弧作用 v.走弧线（arc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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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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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athletes 1 ['æθliː ts] 运动员

185 attacks 1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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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attracts 1 [ə'trækt] v. 吸引；引来

188 award 1 [ə'wɔ:d] vt.授予；判定 n.奖品；判决

189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90 balance 1 ['bæləns] n.平衡；余额；匀称 vt.使平衡；结算；使相称 vi.保持平衡；相称；抵销 n.(Balance)人名；(西)巴兰塞

191 ballpark 1 ['bɔl,pɑ:k] n.（美）棒球场；活动领域；可变通范围 adj.大约的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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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94 begin 1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195 benches 1 [bentʃ] n. 长凳；工作台；法官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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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bounce 1 [bauns] n.跳；弹力；活力 vt.弹跳；使弹起 vi.弹跳；弹起，反跳；弹回

198 bounced 1 [baʊns] vi. 弹起；重新恢复；退票 vt. 使弹起；解雇；驱逐 n. 弹跳；弹力；活力

199 Brazil 1 [brə'zil] n.巴西（拉丁美洲国家）

200 broadcasters 1 n.播送设备( broadcaster的名词复数 ); 广播员; 撒播物; 广播公司

201 caught 1 [kɔ:t] v.捕捉（catch的过去分词）

202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203 cleanly 1 ['kli:nli] adv.干净地；清洁地 adj.干净的；爱清洁的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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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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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collected 1 [kə'lektid] adj.镇定的；收集成的 v.收集；聚集（collect的过去式）

207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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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competitions 1 竞赛

210 competitor 1 [kəm'petitə] n.竞争者，对手

211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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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confident 1 ['kɔnfidənt] adj.自信的；确信的

213 contest 1 vt.争辩；质疑 vi.竞争；争辩 n.竞赛；争夺；争论

214 crook 1 [kruk] n.骗子，坏蛋；弯处，弯曲部分；钩状物 vt.使弯曲；欺骗，诈骗 vi.弯曲，成钩形 n.(Crook)人名；(英)克鲁克

215 curving 1 ['kɜːvɪɪŋ] adj. 弯曲的 动词curve的现在分词形式.

216 Czech 1 [tʃek] adj.捷克的，捷克人的，捷克语的 n.捷克人；捷克语

217 dan 1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218 dave 1 [deiv] n.戴夫（男子名）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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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defensive 1 [di'fensiv] adj.自卫的；防御用的 n.防御；守势

221 definitely 1 ['definitli] adv.清楚地，当然；明确地，肯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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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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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dr 1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225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226 easy 1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227 editors 1 ['edɪtəz] n. 编辑；[计]编辑程序 名词edito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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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mpty 1 ['empti] adj.空的；无意义的；无知的；徒劳的 vt.使失去；使…成为空的 vi.成为空的；流空 n.空车；空的东西

230 enjoy 1 [in'dʒɔi] vt.欣赏，享受；喜爱；使过得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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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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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veryday 1 ['evridei] adj.每天的，日常的 n.平时；寻常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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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filled 1 [fild] adj.满的；装满的；加满的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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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fist 1 n.拳，拳头；〈口〉笔迹；掌握；[印]指标参见号 vt.紧握；握成拳；用拳打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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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fixed 1 adj.确定的；固执的；<美口>处境...的；准备好的 v.修理（过去式）

240 floor 1 [flɔ:] n.地板，地面；楼层；基底；议员席 vt.铺地板；打倒，击倒；（被困难）难倒

241 friedell 1 n. 弗里德尔

242 front 1 [frʌnt] n.前面；正面；前线 vt.面对；朝向；对付 vi.朝向 adj.前面的；正面的 adv.在前面；向前 n.(Front)人名；(法)弗龙

243 gains 1 ['ɡeɪnz] n. 收益 名词gain的复数形式.

244 gathered 1 ['gæðəɒ] adj. 聚集的；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45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246 gi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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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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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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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goals 1 ['ɡəʊlz] n.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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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grammar 1 ['græmə] n.语法；语法书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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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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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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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height 1 [hait] n.高地；高度；身高；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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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help 1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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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259 hopefully 1 ['həupfuli] adv.有希望地，有前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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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howe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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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inning 1 ['iniŋ] n.（棒球的）一局；（荒地等的）围垦；执政期；轮到显身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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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Johnson 1 ['dʒɔnsən] n.约翰逊（姓氏）

265 Judges 1 ['dʒʌdʒiz] n.士师记（又译《民长记》，旧约全书之一卷）

266 jumping 1 ['dʒʌmpiŋ] adj.跳跃的 n.障碍 vi.跳（jump的ing形式）

267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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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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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lar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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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launch 1 [lɔ:ntʃ, lɑ:ntʃ] vt.发射（导弹、火箭等）；发起，发动；使…下水 vi.开始；下水；起飞 n.发射；发行，投放市场；下
水；汽艇

272 leal 1 [li:l] adj.诚实的，忠实的 n.(Leal)人名；(英)利尔；(西、葡、法)莱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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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let 1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275 lie 1 [lai] vi.躺；说谎；位于；展现 vt.谎骗 n.谎言；位置 n.(Lie)人名；(罗、挪、瑞典)利；(中)李(普通话·威妥玛)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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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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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looks 1 [lʊks] n. 外貌(恒用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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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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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mana 1 ['mɑ:nɑ:] n.神力，超自然力量；威望 n.(Mana)人名；(英、德、西、葡、泰、刚(金)、塞拉、塞)马娜(女名)，马纳；(阿拉
伯)马尼阿

282 massive 1 ['mæsiv] adj.大量的；巨大的，厚重的；魁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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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measuring 1 ['meʒəriŋ] n.测量；衡量 v.测量（measure的ing形式） adj.测量用的

285 meters 1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286 misses 1 [mɪs] n. [M-]小姐 vt. 想念 vt. 错过；漏掉

287 momiji 1 红叶(姓,日本)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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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na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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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nature 1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291 nouns 1 ['naʊnz] n. 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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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ocean 1 ['əuʃən] n.海洋；大量；广阔 n.(Ocean)人名；(罗)奥切安

294 offensive 1 [ə'fensiv] adj.攻击的；冒犯的；无礼的；讨厌的 n.攻势；攻击

295 olds 1 n.老者（ol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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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opposing 1 英 [ə'pəʊzɪŋ] 美 [ə'poʊzɪŋ] adj. 反作用的；反向的；相反的；对立的 动词oppose的现在分词.

298 opposite 1 ['ɔpəzit, -sit] adj.相反的；对面的；对立的 n.对立面；反义词 prep.在…的对面 adv.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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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300 path 1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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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performing 1 [pə'fɔ:miŋ] adj.表演的；履行的 v.表演（perform的ing形式）；履行

303 performs 1 英 [pə'fɔː m] 美 [pər'fɔː rm] v. 执行；履行；表演；运转；举行

304 pit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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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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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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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position 1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308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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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311 publications 1 [prblɪ'keɪans] n. 出版物 名词publication的复数形式.

312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313 quick 1 [kwik] n.核心；伤口的嫩肉 adj.快的；迅速的，敏捷的；灵敏的 adv.迅速地，快 n.(Quick)人名；(英、德、瑞典、芬)奎
克

314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315 railings 1 ['reɪlɪŋz] 围栏

316 range 1 n.范围；幅度；排；山脉 vi.（在...内）变动；平行，列为一行；延伸；漫游；射程达到 vt.漫游；放牧；使并列；归类
于；来回走动

317 read 1 [ri:d] vt.阅读；读懂，理解 vi.读；读起来 n.阅读；读物 adj.有学问的 n.(Read)人名；(英)里德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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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receive 1 [ri'si:v] 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320 recognize 1 ['rekəgnaiz] vt.认出，识别；承认 vi.确认，承认；具结

321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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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returned 1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324 returns 1 [rɪ'tɜːnz] n. 报告；统计表；研究成果 名词return的复数形式.

325 rhythm 1 ['riðəm, 'riθəm] n.节奏；韵律

326 ride 1 vi.骑马；乘车；依靠；漂浮 vt.骑；乘；控制；（骑马、自行车等）穿越；搭乘；飘浮 n.骑；乘坐；交通工具；可供骑行
的路；（乘坐汽车等的）旅行；乘骑；（乘车或骑车的）短途旅程；供乘骑的游乐设施 n.（英）赖德（人名）；（法、
葡）里德（人名）

327 rounded 1 ['raundid] adj.圆形的；全面的；丰满的

328 routes 1 ['ru tːs] n. 航线；路线 名词route的复数形式.

329 runner 1 ['rʌnə] n.跑步者；走私者；推销员；送信人 n.(Runner)人名；(英)朗纳

330 runners 1 [rʌnɚs] n. 滑行装置；页边行数；跑步者，赛跑选手 名词runn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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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scoring 1 ['skɔ:riŋ] n.得分；刻痕；总谱 adj.得分的 v.得分（score的ing形式）；刻痕；记下

333 seconds 1 ['sekəndz] n. 秒，时刻 名词second的复数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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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shand 1 n. 尚德

336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337 side 1 [said] n.方面；侧面；旁边 vi.支持；赞助；偏袒 adj.旁的，侧的 vt.同意，支持 n.(Side)人名；(英)赛德

338 silver 1 ['silvə] n.银；银器；银币；银质奖章；餐具；银灰色 adj.银的；含银的；有银色光泽的；口才流利的；第二十五周年的
婚姻 vi.变成银色 vt.镀银；使有银色光泽 n.(Silver)人名；(法)西尔韦；(英、德、芬、瑞典)西尔弗

339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340 skateboarders 1 n.[体]滑板运动员( skateboarder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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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skated 1 [skeɪt] v. 溜冰；滑冰 n. 冰鞋；滑冰

342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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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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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345 spoke 1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346 stairs 1 [steəz] n. 楼梯

347 stands 1 [stænd] v. 站立；忍受；位于；停滞 n. 站立；货摊；停顿；看台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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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Sta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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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stick 1 vt.刺，戳；伸出；粘贴 vi.坚持；伸出；粘住 n.棍；手杖；呆头呆脑的人 n.(Stick)人名；(芬)斯蒂克

351 sto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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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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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strike 1 [straik] vi.打，打击；罢工；敲，敲击；抓；打动；穿透 vt.打，击；罢工；撞击，冲击；侵袭；打动；到达 n.罢工；打
击；殴打 n.(Strike)人名；(英)斯特赖克

354 structure 1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355 surf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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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357 swings 1 [swɪŋ] n. 摇摆；改变；冲力；秋千 v. 摇摆；旋转；动摇

358 talking 1 ['tɔ:kiŋ] adj.说话的，多嘴的；有表情的 n.讲话，谈论 v.谈论；讲话（talk的ing形式） n.(Talking)人名；(英)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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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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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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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363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64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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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threw 1 [θru:] v.抛（throw的过去式）；丢弃

367 throw 1 [θrəu] vt.投；抛；掷 vi.抛；投掷 n.投掷；冒险

368 throwing 1 英 ['θrəʊɪŋ] 美 ['θroʊɪŋ] n. 投掷运动 动词throw的现在分词形式.

369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70 to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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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topped 1 选取肥畜 拔顶的

372 touch 1 [tʌtʃ] vt.接触；触动；使轻度受害 vi.触摸；涉及；接近；提到 n.接触；触觉；格调；少许 n.(Touch)人名；(柬)杜；(英)
陶奇

373 tried 1 adj.可靠的；试验过的 v.尝试，审问，审理，审讯，审判（try的过去分词）

374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375 turned 1 adj.被转动的；变质的；车削的 v.使变成（turn的过去式）；转动

376 turning 1 ['tə:niŋ] n.转向；旋转；回转；转弯处 v.旋转（turn的ing形式）

377 turns 1 ['tɜːnz] n.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

378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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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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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 verbs 1 [vɜːbz] n. 动词 名词verb的复数形式.

382 ve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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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vocabulary 1 n.词汇；词表；词汇量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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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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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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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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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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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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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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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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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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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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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 without 1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395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96 word 1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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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399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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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younger 1 ['jʌŋə, 'jʌŋgə] n.年纪较小者；幼辈 adj.较年轻的 n.(Younger)人名；(英)扬格

402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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