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14 [Arts and Culture] Djokovic Misses Tennis Grand Slam;
British Teenager Raducanu Surprise Women's Winner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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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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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1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an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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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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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tournament 10 ['tuənəmənt, 'tɔ:-, 'tə:-] n.锦标赛，联赛；比赛

8 djokovic 9 n.德约科维奇 （又译焦科维奇） 全名：Novak Djokovic塞尔维亚网球男运动员; 现世界排名第三; 2008澳网男单冠军;
北京奥运男子网球单打铜牌得主。

9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0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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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nis 8 n.网球（运动） n.（英）坦尼斯（人名）

12 firs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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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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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his 7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5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 maj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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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wi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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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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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match 6 [mætʃ] vt.使比赛；使相配；敌得过，比得上；相配；与…竞争 vi.比赛；匹配；相配，相称；相比 n.比赛，竞赛；匹
配；对手；火柴

20 medvedev 6 梅德韦杰夫

21 ope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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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two 6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3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4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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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ha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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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player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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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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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won 5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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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Fernandez 4 费尔南德斯 n.(Fernandez)人名；(英、法、德、意、葡)费尔南德斯

31 fina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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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33 grand 4 [grænd] adj.宏伟的；豪华的；极重要的 n.大钢琴；一千美元 n.(Grand)人名；(法)格朗；(英、瑞典)格兰德

34 pla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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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played 4 v.演奏；播放；玩耍；参加竞赛（play的过去分词） adj.比赛的

36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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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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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赛义德

37 since 4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38 slam 4 [slæm] vt.砰地关上；猛力抨击 vi.砰地关上；猛力抨击 n.猛击；砰然声 n.(Slam)人名；(阿拉伯)萨拉姆；(罗)斯拉姆

39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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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three 4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41 who 4 pron.谁；什么人

42 women 4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43 year 4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44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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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Australian 3 [ɔ:'streɪljən] adj.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人的 n.澳大利亚人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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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vent 3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49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50 ga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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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ju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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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next 3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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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play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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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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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such 3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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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achievement 2 n.成就；完成；达到；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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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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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approach 2 [ə'prəutʃ] n.方法；途径；接近 vt.接近；着手处理 vi.靠近

62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3 British 2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64 brought 2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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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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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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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came 2 [keim] v.come的过去式

69 Canada 2 ['kænədə] n.加拿大（北美洲国家）

70 championship 2 ['tʃæmpiənʃip] n.锦标赛；冠军称号；冠军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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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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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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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defeating 2 [dɪ'fiː t] n. 挫败；败北 vt. 战胜；击败；使...不能实现

75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76 each 2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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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mma 2 ['emə] n.艾玛（女子名）

79 fans 2 [fæns] n. 狂热者；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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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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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83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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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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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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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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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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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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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never 2 ['nevə] adv.从未；决不

90 numb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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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old 2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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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pinpoint 2 ['pinpɔint] vt.查明；精确地找到；准确描述 adj.精确的；详尽的 n.针尖；精确位置；极小之物

94 praised 2 [preɪz] vt. 赞美；称赞 n. 赞美；称赞；崇拜 vi. 赞美

95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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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qualifiers 2 语义量词

97 ranked 2 [ræŋk] n. 等级；阶层；排；列 v. 排列；分等级；列为；排名，排位 adj. 繁茂的；讨厌的

98 remarkable 2 [ri'mɑ:kəbl] adj.卓越的；非凡的；值得注意的

99 s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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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sets 2 n.[数]集合，设置（set的复数） v.放置（set单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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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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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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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sport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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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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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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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to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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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umpire 2 ['ʌmpaiə] vi.当裁判，任裁判 vt.仲裁，裁判 n.裁判员，仲裁人

109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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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Wimbledon 2 ['wimbldən] n.温布尔顿（位于伦敦附近，是著名的国际网球比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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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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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according 1 adj.相符的；一致的；相应的；和谐的；调和的 adv.依照；根据；按照 v.给予(accord的现在分词)；使和谐一致；
使符合；使适合

115 achieved 1 [ə'tʃiː vd] adj. 获得的；达到的；实现的 动词achie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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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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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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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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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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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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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anybody 1 ['eni,bɔdi] pron.任何人 n.重要人物

124 Arthur 1 ['ɑ:θə] n.亚瑟（男子名）；亚瑟王（传说中六世纪前后英国的国王，圆桌骑士团的首领）

125 ash 1 [æʃ] n.灰；灰烬 n.(Ash)人名；(英、俄、捷)阿什

126 Ashe 1 [æʃ] n.阿西娅（人名）

127 barty 1 abbr.Bartholomew 巴塞洛缪（人名）

128 baseball 1 ['beisbɔ:l] n.棒球；棒球运动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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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131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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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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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blood 1 [blʌd] n.血，血液；血统 vt.从…抽血；使先取得经验 n.(Blood)人名；(英、西)布拉德

136 born 1 [bɔ:n] v.出世（bear的过去分词） adj.天生的 n.(Born)人名；(柬)邦；(英、西、俄、捷、德、瑞典、匈)博恩

137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138 Briton 1 ['britən] n.英国人；大不列颠人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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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captured 1 英 ['kæptʃə(r)] 美 ['kæptʃər] vt. 捕获；占领；夺取；吸引；(用照片等)留存 n. 捕获；战利品

141 Caty 1 卡蒂

142 champion 1 ['tʃæmpiən] n.冠军；拥护者；战士 vt.支持；拥护 adj.优胜的；第一流的 n.(Champion)人名；(英)钱皮恩；(法)尚皮翁

143 championships 1 [t'ʃæmpiənʃɪps] 锦标赛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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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child 1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146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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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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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congratulate 1 [kən'grætʃu,leit] vt.祝贺；恭喜；庆贺

150 congratulatory 1 [kən'grætjulətəri] adj.祝贺的；庆祝的

151 contests 1 英 ['kɒntest] 美 ['kɑːntest] n. 竞赛；比赛 vt. 驳斥；争取 vi. 奋斗

152 continues 1 [kən'tɪnju ]ː v. 继续；连续；维持；持续

153 controls 1 英 [kən'trəʊls] 美 [kən'troʊls] n. 控制器；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

154 covid 1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155 credit 1 ['kredit] n.信用，信誉；[金融]贷款；学分；信任；声望 vt.相信，信任；把…归给，归功于；赞颂

156 cricket 1 ['krikit] n.板球，板球运动；蟋蟀

157 daniil 1 丹尼尔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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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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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dealing 1 ['di:liŋ] n.交易；行为

161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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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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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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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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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due 1 [dju:, du:] adj.到期的；预期的；应付的；应得的 n.应付款；应得之物 adv.正（置于方位词前） n.(Due)人名；(英)迪尤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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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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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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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70 effortless 1 ['efətlis] adj.容易的；不费力气的

171 Elizabeth 1 [i'lizəbəθ] n.伊丽莎白（女子名）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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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174 energy 1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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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ntered 1 ['entə(r)d] adj. 进入的 动词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77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178 everything 1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179 exact 1 adj.准确的，精密的；精确的 vt.要求；强求；急需 vi.勒索钱财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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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federer 1 n. 费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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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felt 1 [felt] n.毡；毡制品 vi.粘结 vt.使粘结；把…制成毡 v.感觉（feel的过去式） n.(Felt)人名；(英、罗、芬、捷、瑞典)费尔特

184 fendrich 1 n. 芬德里希

185 French 1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186 full 1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187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88 greatest 1 ['greɪtɪst] adj. 最大的 形容词great的最高级.

189 ground 1 n.地面；土地；范围；战场;根据 vt.使接触地面；打基础；使搁浅 vi.着陆；搁浅 adj.土地的；地面上的；磨碎的；磨
过的 v.研磨（grind的过去分词）；压迫

190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91 guaranteed 1 ['gærən'tiː d] adj. 保证的；担保的 动词guarante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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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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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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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hoped 1 英 [həʊpt] 美 [hoʊpt] adj. 希望的；盼望的 动词ho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6 Howard 1 ['hauəd] n.霍华德（男子名）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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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improbable 1 [im'prɔbəbl] adj.不大可能的，未必确实的；不可信的；未必会发生的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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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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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involves 1 英 [ɪn'vɒlv] 美 [ɪn'vɑ lːv] vt. 包含；使忙于；牵涉；使卷入；使陷入

203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204 junior 1 ['dʒu:njə] adj.年少的；后进的；下级的 n.年少者，晚辈；地位较低者；大学三年级学生 n.(Junior)人名；(英)朱尼尔；(德)
尤尼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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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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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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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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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laver 1 ['leivə] n.紫菜；洗涤盆，水盆 n.(Laver)人名；(葡)拉韦尔；(匈)洛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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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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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leg 1 [leg] n.腿；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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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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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ll 1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216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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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219 matches 1 ['mætʃɪz] n. 火柴 名词match的复数形式.

220 me 1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221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222 medical 1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223 mentality 1 [men'tæləti] n.心态；[心理]智力；精神力；头脑作用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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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million 1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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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28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9 nadal 1 纳达尔

230 Naomi 1 ['neiəmi] n.内奥米（女子名，圣经中人物）

231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32 noticed 1 ['nəʊtɪst] v. 注意，通知，留意（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3 novak 1 n.诺瓦克（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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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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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on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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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opens 1 英 ['əʊpənz] 美 ['oʊpənz] v. 打开 动词ope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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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Osaka 1 [əu'sɑ:kə; 'ɔ:sɑ:kɑ:] n.大阪（日本本州岛西南岸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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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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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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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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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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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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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performance 1 n.性能；绩效；表演；执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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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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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placed 1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2 precise 1 [pri'sais] adj.精确的；明确的；严格的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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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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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queen 1 [kwi:n] n.女王，王后；（纸牌中的）皇后；（蜜蜂等的）蜂王 vt.使…成为女王或王后 vi.做女王 n.(Queen)人名；(英)奎
因

255 Rafael 1 n.拉斐尔（男子名，来源于圣经故事）

256 rd 1 abbr. (DOS命令) 删除空的子目录(=remove directory) abbr. 注册营养师(=Registered Dietitian) abbr. 乡村投递（=rural delivery）

257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258 record 1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259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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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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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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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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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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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rod 1 n.棒；惩罚；枝条；权力 n.(Rod)人名；(英、法、德、捷、希)罗德；(阿拉伯)鲁德；(老)罗

266 roger 1 ['rɔdʒə] int.好；知道了 n.罗杰（男子名）

267 round 1 [raund] n.圆；循环；一回合；圆形物 adj.圆的；完全的；大概的；肥胖的 adv.在周围；迂回地；朝反方向；挨个 vt.完
成；围捕；绕行；弄圆 vi.进展；变圆；环行；发胖 prep.附近；绕过；大约；在…周围 n.(Round)人名；(英)朗德

268 rul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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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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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aturday 1 ['sætədi; -dei] n.星期六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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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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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eco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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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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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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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278 seemingly 1 ['si:miŋli] adv.看来似乎；表面上看来

279 Serbia 1 ['sə:biə] n.塞尔维亚（南斯拉夫成员共和国名）

280 serena 1 [sə'reinə] n.塞丽娜（女子名）

281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282 serving 1 ['sə:viŋ] n.服务；上菜；一份食物 v.服务（serve的ing形式） adj.用于上菜的 n.(Serving)人名；(瑞典)塞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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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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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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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singles 1 ['sɪŋgə] n. 单人赛；单打 名词single的复数形式.

287 slow 1 [sləu] adj.慢的；减速的；迟钝的 vi.变慢；变萧条 vt.放慢；阻碍 adv.慢慢地；迟缓地 n.(Slow)人名；(英)斯洛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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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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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stadium 1 ['steidiəm] n.体育场；露天大型运动场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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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Sunday 1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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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surprising 1 [sə'praiziŋ] adj.令人惊讶的；意外的 v.使惊奇；意外发现（surprise的ing形式）

295 teams 1 [tiː m] n. 队；组 v. 使相配；使合作；结成一队 adj. 团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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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tears 1 [tɪəs] n. 眼泪 t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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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teenagers 1 ['tiː nˌeɪdʒəz] n. 青少年 名词teenager的复数形式.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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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thanked 1 [θæŋk] v. 感谢；谢谢；责怪 n. 谢意；感谢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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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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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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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tied 1 [taid] v.系（ti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系住的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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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tim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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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309 tournaments 1 ['tɔː nəmənts] 竞赛图

310 treatment 1 ['tri:tmənt] n.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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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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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314 us 1 pron.我们

315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16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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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victor 1 ['viktə] n.胜利者 n.(Victor)人名；(俄、罗、保、匈)维克托

319 victory 1 ['viktəri] n.胜利；成功；克服 n.(Victory)人名；(西)维多利；(英)维克托里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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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322 week 1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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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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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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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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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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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Williams 1 ['wiljəmz] n.威廉姆斯（男子名）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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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wise 1 [waiz] adj.明智的；聪明的；博学的 vt.使知道；教导 vi.了解 n.(Wise)人名；(英)怀斯

331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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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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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worry 1 ['wʌri, 'wə:ri] n.担心；烦恼；撕咬 vt.担心；发愁；折磨 vi.担心；烦恼；撕咬

335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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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youngest 1 ['jʌŋgist] n.最小的儿子；年纪最小的人 adj.最年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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