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0-15 [As It Is] 81-Year-Old Skateboarder Learns New Tricks
词频表
the 1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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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通话·威妥玛)

h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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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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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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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oshita 10 木下
6 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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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old 7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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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year 7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0 an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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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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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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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3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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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伯)赛义德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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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6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7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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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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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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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ateboarding 4 ['skeit,bɔ:diŋ] n.滑板运动
20 tricks 4 [trɪks] n. 戏法 名词trick的复数形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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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very 3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23 japan 3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24 litt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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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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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practice 3 ['præktis] n.实践；练习；惯例 vi.练习；实习；实行 vt.练习；实习；实行
27 skateboard 3 ['skeitbɔ:d] n.溜冰板 vi.用滑板滑行
28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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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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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think 3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31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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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3 who 3 pron.谁；什么人
34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35 again 2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36 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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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8 become 2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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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cycle 2 ['baisikl] n.自行车 vi.骑脚踏车 vt.骑自行车运送
40 board 2 [bɔ:d] n.董事会；木板；甲板；膳食 vt.上（飞机、车、船等）；用板盖上；给提供膳宿 vi.寄宿 n.(Board)人名；(英、西)
39

博德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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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d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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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line 2 [di'klain] n.下降；衰退；斜面 vi.下降；衰落；谢绝 vt.谢绝；婉拒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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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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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ns 2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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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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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49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50 Jonathan 2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51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52 medalist 2 ['medlist] n.奖牌获得者
53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54 order 2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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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灭；驱逐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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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59 rides 2 [raɪd] v. 骑；乘 n. 交通工具；骑；乘车；搭便车
60 skateboarders 2 n.[体]滑板运动员( skateboarder的名词复数 )
61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62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63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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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65 zoning 2 ['zəuniŋ] n.（美）分区制；都市的区域划分
66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67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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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扬(姓)；(西、荷)阿赫

aged 1 ['eidʒid] adj.年老的；…岁的；老年人特有的 v.老化（age的过去式）；成熟；变老
70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71 ages 1 [eɪdʒ] n. 年龄；时代；时期；长时间 v. （使）变老；（使）陈化
72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73 akira 1 n. 阿基拉
74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75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76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77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78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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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80 attendant 1 [ə'tendənt] adj.伴随的；侍候的 n.服务员，侍者；随员，陪从
81 beat 1 [bi:t] vt.打；打败 vi.打；打败；拍打；有节奏地舒张与收缩 n.拍子；敲击；有规律的一连串敲打 adj.筋疲力尽的；疲惫不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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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的 n.(Beat)人名；(德)贝亚特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83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84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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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87 bit 1 n.[计]比特（二进位制信息单位）；少量；马嚼子；辅币；老一套；一点，一块 vt.控制 adj.很小的；微不足道的 adv.有点
86

儿；相当 vt.咬（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bought 1 [bɔ:t] v.买（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9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90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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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buy 1 [bai] vt.购买；获得；贿赂 vi.买，采购 n.购买，买卖；所购的物品 n.(Buy)人名；(法)比伊
92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3 children 1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94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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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梅

competed 1 [kəm'piːt] v. 竞争；比赛；对抗
97 competition 1 [,kɔmpi'tiʃən] n.竞争；比赛，竞赛
98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99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100 degree 1 [di'gri:] n.程度，等级；度；学位；阶层
101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102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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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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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107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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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特；(捷)菲尔斯特

foot 1 [fut] n.脚；英尺；步调；末尾 vi.步行；跳舞；总计 vt.支付；给……换底 n.(Foot)人名；(英)富特
109 forget 1 [fə'gɛt] vt.忘记；忽略 vi.忘记 n.(Forget)人名；(法)福尔热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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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112 gol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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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goods 1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114 grandchildren 1 [ɡ'ræntʃɪldrən] n. 孙儿女们 名词grandchild的复数.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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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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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普

helpful 1 ['helpful] adj.有帮助的；有益的
118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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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holding 1 ['həuldiŋ] n.举办；支持 v.召开；担任（hold的ing形式）；握住 n.(Holding)人名；(英)霍尔丁
121 honest 1 ['ɔnist] adj.诚实的，实在的；可靠的；坦率的
122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23 immediately 1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124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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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s 1 [ɪm'pruːv] vt. 改善；改进；提高 vi. 变得更好；改进
126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27 incredible 1 adj.难以置信的，惊人的；极好的
128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29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30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31 ju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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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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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ds 1 [kɪd] n. 小孩；年轻人；小山羊；小山羊皮制品 vi. (山羊等)下崽；捉弄 vt. 开玩笑；哄骗；嘲弄 adj. 较年幼的
133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134 learned 1 ['lə:nid] adj.博学的；有学问的；学术上的 n.(Learned)人名；(英)勒尼德
135 learns 1 英 [lɜːn] 美 [lɜːrn] v. 学会；学习；得知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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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letting 1 ['letiŋ] n.出租；租金 v.让，允许（let的现在分词）
138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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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loc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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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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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43 market 1 ['mɑ:kit] n.市场；行情；股票市场；市面；集市；销路；商店 vt.在市场上出售 vi.做买卖 n.(Market)人名；(塞)马尔凯特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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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mental 1 ['mentəl] 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n.精神病患者
146 momiji 1 红叶(姓,日本)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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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以)莫雷

morning 1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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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法、芬、捷、英)莫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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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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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53 oblivious 1 [ə'bliviəs, ɔ-] adj.遗忘的；健忘的；不注意的；不知道的
154 olympics 1 英 [əʊ'lɪmpɪks] 美 [oʊ'lɪmpɪks] n. 奥林匹克运动会 =Olympic Games.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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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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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Osaka 1 [əu'sɑ:kə; 'ɔ:sɑ:kɑ:] n.大阪（日本本州岛西南岸港市）
158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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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西、土)奥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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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par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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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parking 1 ['pɑ:kiŋ] n.停车 adj.停车的 v.停车（park的ing形式） n.(Parking)人名；(英)帕金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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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特；(泰)巴；(法)帕尔

pedals 1 ['pedlz] n. 踏板；脚蹬 名词pedal的复数形式.
165 perc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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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perform 1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167 population 1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168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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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170

1 ['puʃiŋ] adj.奋斗的；莽撞的；有精力的；富有进取心的 n.推挤；推人犯规（篮球术语） v.推；促进；逼迫（push的ing
形式）

pushing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172 railing 1 ['reiliŋ] n.栏杆；扶手 n.(Railing)人名；(英)雷林
173 railway 1 ['reilwei] n.（英）铁路；轨道；铁道部门 vi.乘火车旅行
174 rather 1 ['rɑ:ðə, 'ræ-] adv.宁可，宁愿；相当 int.当然啦（回答问题时用） n.(Rather)人名；(英)拉瑟
175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176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77 relax 1 [ri'læks] vi.放松，休息；松懈，松弛；变从容；休养 vt.放松；使休息；使松弛；缓和；使松懈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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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retired 1 [ri'taiəd] adj.退休的；退役的；幽闭的 v.退休（retire的过去分词）
180 saw 1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181 selling 1 ['seliŋ] n.销售；出售 v.出售（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 n.(Selling)人名；(英、德、瑞典)塞林
182 sense 1 n.感觉，功能；观念；道理；理智 vt.感觉到；检测 n.森斯（人名）
183 service 1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184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185 skate 1 [skeit] vi.滑冰；滑过 n.溜冰；冰鞋 n.(Skate)人名；(瑞典、英)斯卡特
186 skateboarder 1 ['skeitbɔ:də] n.滑溜冰板的人；滑板运动员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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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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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stands 1 [stænd] v. 站立；忍受；位于；停滞 n. 站立；货摊；停顿；看台
191 still 1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171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stop 1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193 street 1 [stri:t] n.街道 adj.街道的 n.(Street)人名；(英、葡)斯特里特；(德)施特雷特
194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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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surroundings 1 [sə'raundiŋz] n.环境；周围的事物
197 teachers 1 ['titʃə:s] n.教师（teacher的复数形式）
198 tension 1 ['tenʃən] n.张力，拉力；紧张，不安；电压 vt.使紧张；使拉紧
199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200 thinks 1 [θɪŋk] v. 认为；想；记起；考虑 n. 想
201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02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03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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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Tokyo 1 ['təukjəu; -kiəu; 'tɔ:kjɔ:] n.东京（日本首都）
206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07 tomoshige 1 大重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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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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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Turn)人名；(德、匈)图恩

unclaimed 1 [ˌʌn'kleɪmd] adj. 无人认领的；无人要求的；所有主不明的
211 vehicle 1 ['viːɪk(ə)l] n.[车辆]车辆；工具；交通工具；运载工具；传播媒介；媒介物
212 watched 1 英 [wɒtʃ] 美 [wɑːtʃ] v. 注视；看守；观看 n. 手表；监视；看守；值班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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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14 wheeled 1 [hwi:ld] adj.轮式的；有轮的 v.滚动；装轮子（wheel的过去分词）
215 wheels 1 [wiːl] n. 方向盘；车轮；旋转；周期 vi. 旋转；转动；改变方向 vt. 用车运；转动；给 ... 装轮子
216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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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19 women 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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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旺德（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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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3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24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25 worse 1 [wə:s, 'wə:s] adj.更坏的；更差的；更恶劣的（bad的比较级）；（病情）更重的（ill的比较级） adv.更糟；更坏；更恶劣
221

地；更坏地 n.更坏的事；更恶劣的事

Yoshio 1 义士
227 younger 1 ['jʌŋə, 'jʌŋgə] n.年纪较小者；幼辈 adj.较年轻的 n.(Younger)人名；(英)扬格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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