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1-06 [As It Is] Tennis Player Djokovic Denied Entry to
Australia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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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jokovic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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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h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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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of 1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6 that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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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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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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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said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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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is 1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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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ha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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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ustralia 10 [ɔ'streiljə] n.澳大利亚，澳洲

14 O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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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6 tennis 9 n.网球（运动） n.（英）坦尼斯（人名）

17 be 8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8 exemption 8 [ig'zempʃən] n.免除，豁免；免税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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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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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not 7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2 an 6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3 Australian 6 [ɔ:'streɪljən] adj.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人的 n.澳大利亚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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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Morrison 5 ['mɔrisn] n.莫里森（姓氏）

26 novak 5 n.诺瓦克（人名）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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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told 5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9 tournament 5 ['tuənəmənt, 'tɔ:-, 'tə:-] n.锦标赛，联赛；比赛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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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world 5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2 would 5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3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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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eing 4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35 entry 4 ['entri] n.进入；入口；条目；登记；报关手续；对土地的侵占

36 government 4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37 ha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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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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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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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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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many 4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40 medical 4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41 Melbourne 4 ['melbən] n.墨尔本（澳大利亚一座城市）

42 ope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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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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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visa 4 ['vi:zə] n.签证 vt.签发签证 n.(Visa)人名；(塞、芬)维萨

45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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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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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because 3 [bi'kɔz] conj.因为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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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ountry 3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乐
的

50 covid 3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51 decision 3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52 group 3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53 pl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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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received 3 [ri'si:vd] adj.被一般承认的；被认为标准的 v.收到；接受；迎接（receive的过去分词）

55 recor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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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required 3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57 s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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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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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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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w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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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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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won 3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3 australians 2 英[ɒˈstreɪlɪənz] 美[ɔ̍ streɪljənz] n.澳大利亚人（ Australian的名词复数 ）

64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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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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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ompete 2 [kəm'pi:t] vi.竞争；比赛；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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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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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denied 2 [dɪ'naɪəd] adj. 被否认的；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1 disease 2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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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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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lse 2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75 evidence 2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76 experts 2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77 Federal 2 ['fedərəl] adj.联邦的；同盟的 n.北部联邦同盟盟员；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78 gra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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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harassment 2 ['hærəsmənt, hə'ræsmənt] n.骚扰；烦恼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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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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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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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insufficient 2 n.不足；缺乏 adj.不足的，不充足的；不胜任的；缺乏能力的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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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lockdown 2 ['lɔkdaun] n.一级防范禁闭（期）

85 media 2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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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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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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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others 2 pron.其他人

90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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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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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94 played 2 v.演奏；播放；玩耍；参加竞赛（play的过去分词） adj.比赛的

95 quarantine 2 ['kwɔrənti:n] vt.检疫；隔离；使隔离 n.检疫；隔离；检疫期；封锁 vi.实行隔离

96 requirements 2 英 [rɪ'kwaɪəmənt] 美 [rɪ'kwaɪərmənt] n. 必要条件；要求

97 sa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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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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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Serbian 2 ['sə:biən] adj.塞尔维亚人（语）的；塞尔维亚的 n.塞尔维亚人（语）

100 sla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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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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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son 2 [sʌn] n.儿子；孩子（对年轻人的称呼）；男性后裔 n.(Son)人名；(土、老、柬)松；(法、罗)索恩；(日)存(名)；(日)孙
(姓)；(越)山

103 speci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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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st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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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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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sequently 2 ['sʌbsikwəntli] adv.随后，其后；后来

107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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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tournaments 2 ['tɔː nəmənts] 竞赛图

109 vaccinated 2 ['væksɪneɪt] v. 接种疫苗；预防接种

110 vaccine 2 ['væksi:n] n.疫苗；牛痘苗 adj.疫苗的；牛痘的

111 waiting 2 ['weitiŋ] n.等待；服侍 adj.等待的；服侍的 v.等待；伺候（wait的ing形式）；延缓 n.(Waiting)人名；(英)韦廷

112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13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14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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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whether 2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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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who 2 pron.谁；什么人

118 yes 2 [jes] adv.是,是的 n.是（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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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abf 1 n. 钢丝绳钢丝破断拉力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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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123 admitted 1 [əd'mitid] adj.公认的；被承认了的 v.承认（admit的过去分词）

124 adv 1 ['ædvɜːb] abbr. 副词（=adverb）

125 advisory 1 [əd'vaizəri] adj.咨询的；顾问的；劝告的 n.报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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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27 airport 1 ['εəpɔ:t] n.机场；航空站

128 Aleksandar 1 n.(Aleksandar)人名；(塞)亚历山大

129 alone 1 [ə'ləun] adj.独自的；单独的；孤独的 adv.独自地；单独地

130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31 angered 1 英 ['æŋɡə(r)] 美 ['æŋɡər] n. 愤怒；怒火 vt. 激怒 vi. 发火

132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33 announcement 1 [ə'naunsmənt] n.公告；宣告；发表；通告

134 any 1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135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136 application 1 n.应用；申请；应用程序；敷用；（对事物、学习等）投入

137 applied 1 [ə'plaid] adj.应用的；实用的 v.应用；实施（apply的过去分词）；敷上

138 apply 1 [ə'plai] vt.申请；涂，敷；应用 vi.申请；涂，敷；适用；请求

139 applying 1 [ə'plaɪ] vt. 应用；涂；使专心从事 vi. 申请；有关联

140 appropriate 1 adj.适当的；恰当的；合适的 vt.占用，拨出

141 approval 1 [ə'pru:vəl] n.批准；认可；赞成

142 approved 1 [ə'pru:vd] adj.被认可的；经过检验的 v.核准；认可（approv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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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armed 1 [ɑ:md] adj.武装的；有扶手的；有防卫器官的（指动物） n.(Armed)人名；(科摩)阿米德

145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46 arrived 1 [a'raɪvd] adj.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7 ask 1 [ɑ:sk, æsk] vt.问，询问；要求；需要；邀请；讨价 vi.问，询问；要求 n.(Ask)人名；(芬、瑞典)阿斯克

148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49 best 1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150 bodies 1 英 ['bɒdi] 美 ['bɑːdi] n. 身体；主体；正文；主要部分；尸体；躯体；团体 v. 赋…以形体

151 border 1 ['bɔ:də] n.边境；边界；国界 vt.接近；与…接壤；在…上镶边 vi.接界；近似 n.(Border)人名；(英)博德

152 Borders 1 n.鲍德斯（公司名，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

153 bothered 1 ['baðəd] adj. 烦恼的；感到讨厌的 动词bo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4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155 canceled 1 ['kænsl] v. 取消；作废；注销；抵消；删除 n. 取消；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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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center 1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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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chasing 1 ['tʃeisiŋ] n.[建]雕镂术；车螺丝雕镂；铸件最后抛光 v.追赶（chase的ing形式） n.(Chasing)人名；(英)蔡辛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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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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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completely 1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164 confirm 1 [kən'fə:m] vt.确认；确定；证实；批准；使巩固

165 constant 1 ['kɔnstənt] adj.不变的；恒定的；经常的 n.[数]常数；恒量 n.(Constant)人名；(德)康斯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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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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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corp 1 英 [kɔː (r)] 美 [kɔː r] n. 军团；兵团；队

169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70 couple 1 ['kʌpl] n.对；夫妇；数个 vi.结合；成婚 vt.结合；连接；连合 n.(Couple)人名；(法)库普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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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craig 1 [kreig] n.克雷格（男子名）

172 danger 1 ['deindʒə] n.危险；危险物，威胁 n.(Danger)人名；(法)当热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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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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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doctors 1 英 ['dɒktə(r)] 美 ['dɑːktər] n. 博士；医生 v. 篡改，伪造；阉割

176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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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mergency 1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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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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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182 enter 1 ['entə] vt.进入；开始；参加 vi.参加，登场；进去 n.[计]输入；回车 n.(Enter)人名；(英)恩特

183 evening 1 ['i:vniŋ] n.晚上；傍晚；（联欢性的）晚会；后期 adj.在晚上的；为晚上的；晚上用的 int.晚上好（等于goodevening）

184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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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emptions 1 n.（义务等的）免除( exemption的名词复数 ); 免（税）; （收入中的）免税额

187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188 failed 1 [feild] adj.已失败的，不成功的 v.失败，不成功（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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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father 1 ['fɑ:ðə] n.父亲，爸爸；神父；祖先；前辈 vt.发明，创立；当…的父亲

191 federer 1 n. 费德勒

192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193 force 1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194 formally 1 ['fɔ:məli] adv.正式地；形式上

195 former 1 ['fɔ:mə] adj.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n.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n.(Former)人名；(法)福尔梅；(德、捷)福尔默

196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97 freedom 1 ['fri:dəm] n.自由，自主；直率 n.(Freedom)人名；(英)弗里德姆

198 freedoms 1 n. 自由；五大航权（freedom的复数）

199 freely 1 ['fri:li] adv.自由地；免费地；大量地；慷慨地；直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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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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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203 guards 1 ['gɑrd] n. 警卫；狱吏；看守；护卫队 名词guard的复数形式.

204 happening 1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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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he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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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h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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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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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10 immediately 1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211 immunization 1 [,imju:nai'zeiʃən, -ni'z-] n.免疫

212 immunology 1 [,imju'nɔlədʒi] n.[免疫]免疫学

213 infectious 1 [in'fekʃəs] adj.传染的；传染性的；易传染的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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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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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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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involves 1 英 [ɪn'vɒlv] 美 [ɪn'vɑ lːv] vt. 包含；使忙于；牵涉；使卷入；使陷入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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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219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220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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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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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laver 1 ['leivə] n.紫菜；洗涤盆，水盆 n.(Laver)人名；(葡)拉韦尔；(匈)洛弗

224 lawyers 1 ['lɔː jəz]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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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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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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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longest 1 ['lɔŋgist, 'lɔ:ŋ-] adj.最长的 n.(Longest)人名；(英)朗格斯特

229 love 1 [lʌv] n.恋爱；亲爱的；酷爱；喜爱的事物 vt.喜欢；热爱；爱慕 vi.爱 n.(Love)人名；(英)洛夫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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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maj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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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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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234 membership 1 n.资格；成员资格；会员身份

235 met 1 [met] v.遇见（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et)人名；(瑞典)梅特

236 mi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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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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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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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mr 1 ['mistə(r)] abbr.先生（Mister）

240 nadal 1 纳达尔

241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242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43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244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45 nex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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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numb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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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officially 1 [ə'fiʃəli] adv.正式地；官方地；作为公务员

248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249 omicron 1 n.希腊字母第15字

250 opposed 1 [ə'pəuzd] adj.相反的；敌对的 v.反对（oppose的过去分词）；使对立

251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252 organizer 1 ['ɔ:gənaizə] n.组织者；承办单位；[生物]组织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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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255 pass 1 [pɑ:s, pæs] n.及格；经过；护照；途径；传球 vi.经过；传递；变化；终止 vt.通过；经过；传递 n.(Pass)人名；(英、法、
德、俄)帕斯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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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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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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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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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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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phone 1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262 physical 1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263 plane 1 [plein] n.飞机；平面；程度，水平 vi.刨；乘飞机旅行；翱翔 vt.刨平；用刨子刨；掠过水面 adj.平的；平面的 n.(Plane)人
名；(塞、瑞典、法)普拉内

264 player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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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policies 1 英 ['pɒləsi] 美 ['pɑ lː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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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68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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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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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272 providing 1 [prəu'vaidiŋ] conj.假如，以…为条件 v.供给（provide的ing形式）；预备

273 Rafael 1 n.拉斐尔（男子名，来源于圣经故事）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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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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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repeated 1 [ri'pi:tid] adj.再三的，反复的 v.重复；复述（repeat的过去分词）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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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279 requirement 1 [ri'kwaiəmənt] n.要求；必要条件；必需品

280 requires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281 responsibility 1 [ri.spɔnsə'biliti] n.责任，职责；义务

282 rested 1 ['restid] adj.精力充沛的；休息得好的 v.休息（rest的过去分词）；静止

283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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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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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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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room 1 n.房间；空间；余地；机会；房间里所有的人 vt.为…提供住处；租房，合住；投宿，住宿；留…住宿 vi.居住；住宿 n.
（英）鲁姆（人名）；（俄）罗姆（人名）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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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cott 1 [skɔt] n.斯科特（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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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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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s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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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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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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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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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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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spreading 1 ['spredɪŋ] n.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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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301 statements 1 [s'teɪtmənts] n. 报表；陈述；声明（名词statement的复数形式）

302 strictest 1 [strɪkt] adj. 严格的；精确的；完全的

303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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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suggest 1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305 suggested 1 [sə'dʒestɪd] adj. 建议的；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6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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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teams 1 [tiː m] n. 队；组 v. 使相配；使合作；结成一队 adj. 团队的

309 technical 1 ['teknikəl] adj.工艺的，科技的；技术上的；专门的

310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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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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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Thursday 1 ['θə:zdi; -dei] n.星期四

314 tiley 1 n. 泰利

315 title 1 ['taitl] n.冠军；标题；头衔；权利；字幕 vt.加标题于；赋予头衔；把…称为 adj.冠军的；标题的；头衔的

316 titles 1 ['taɪtl] n. 标题；称号；头衔；权利 v. 加标题于；授予…称号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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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tot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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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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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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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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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323 twitter 1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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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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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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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28 vaccination 1 [,væksi'neiʃən] n.接种疫苗；种痘

329 vaccinations 1 接种

330 vaccines 1 疫苗程序

331 variant 1 ['vεəriənt] adj.不同的；多样的 n.变体；转化

332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333 Victoria 1 [vik'tɔ:riə] n.维多利亚（女子名）

334 virus 1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335 visas 1 ['viː zə] n. 签证 vt. 办理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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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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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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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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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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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whole 1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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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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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wrong 1 adv.错误地；邪恶地，不正当地 n.坏事；不公正 adj.错误的；失常的；不适当的 vt.委屈；无理地对待；诽谤 n.(Wrong)
人名；(英)朗

346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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