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1-11 [As It Is] Court Permits Djokovic to Stay for Australian
Open 词频表词频表

1 to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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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he 2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 djokovic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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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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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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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 from 7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8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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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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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be 6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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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ustralia 5 [ɔ'streiljə] n.澳大利亚，澳洲

14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5 somethin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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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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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d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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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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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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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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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stay 4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23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4 again 3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25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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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eing 3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27 could 3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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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emption 3 [ig'zempʃən] n.免除，豁免；免税

30 gra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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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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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judge 3 [dʒʌdʒ] vt.判断；审判 n.法官；裁判员 vi.审判；判决 n.(Judge)人名；(英)贾奇

33 lawyers 3 ['lɔː jəz] 律师

34 of 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5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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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Serbia 3 ['sə:biə] n.塞尔维亚（南斯拉夫成员共和国名）

37 sla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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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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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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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tennis 3 n.网球（运动） n.（英）坦尼斯（人名）

40 visa 3 ['vi:zə] n.签证 vt.签发签证 n.(Visa)人名；(塞、芬)维萨

41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42 ba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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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44 court 2 [kɔ:t] n.法院；球场；朝廷；奉承 vt.招致（失败、危险等）；向…献殷勤；设法获得 vi.求爱 n.(Court)人名；(英)考特；
(法)库尔

45 currently 2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46 December 2 [di'sembə] n.十二月

47 despite 2 [di'spait] prep.尽管，不管 n.轻视；憎恨；侮辱

48 gi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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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government 2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50 happens 2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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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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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Hawke 2 n.霍克（英格兰人名）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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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56 hotel 2 [həu'tel] n.旅馆，饭店；客栈 vt.使…在饭店下榻 vi.进行旅馆式办公 n.(Hotel)人名；(法)奥泰尔

57 howe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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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immigration 2 [,imi'greiʃən] n.外来移民；移居

59 minister 2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60 Monday 2 ['mʌndi] n.星期一

61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62 permitted 2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63 positive 2 ['pɔzətiv, -zi-] adj.积极的；[数]正的，[医][化学]阳性的；确定的，肯定的；实际的，真实的；绝对的 n.正数；[摄]正片

64 required 2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65 should 2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66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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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true 2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69 twitter 2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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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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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who 2 pron.谁；什么人

73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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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wi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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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76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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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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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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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airport 1 ['εəpɔ:t] n.机场；航空站

81 alex 1 ['æliks] n.亚历克斯（男子名）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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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ap 1 abbr.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Press）；空气污染（AirPollution）；大气规划（AirProgram）；汇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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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mblyProgram） n.(Ap)人名；(中)鸭(广东话·威妥玛)

84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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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argued 1 英 ['ɑːɡju ]ː 美 ['ɑ rːɡju ]ː v. 说服；争论；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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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88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89 banned 1 [bæn] v. 禁止；剥夺权利 n. 禁令；禁止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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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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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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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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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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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cancel 1 vt.取消；删去 vi.取消；相互抵消 vi.取消，撤销 n.取消，撤销 n.(Cancel)人名；(法)康塞尔

96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97 choose 1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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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compete 1 [kəm'pi:t] vi.竞争；比赛；对抗

100 competition 1 [,kɔmpi'tiʃən] n.竞争；比赛，竞赛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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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confirmed 1 [kən'fə:md] adj.确认的；保兑的；坚定的；惯常的 v.确证；使坚定（confirm的过去分词）；批准

103 considering 1 [kən'sidəriŋ] prep.考虑到；就...而论 conj.考虑到 v.考虑到（consider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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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decided 1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106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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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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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ntering 1 ['entəriŋ] v.进入（enter的ing形式）；录入；键入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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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111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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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family 1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114 forced 1 adj.被迫的；强迫的；用力的；不自然的 v.强迫（forc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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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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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friedell 1 n. 弗里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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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germ 1 [dʒə:m] n.[植]胚芽，萌芽；细菌 vi.萌芽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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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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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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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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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himself 1 [him'self] pron.他自己；他亲自，他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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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ill 1 [il] adj.生病的；坏的；邪恶的；不吉利的 adv.不利地；恶劣地；几乎不 n.疾病；不幸 n.(Ill)人名；(捷、匈)伊尔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28 illness 1 ['ilnis] n.病；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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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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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lawyer 1 ['lɔ:jə] n.律师；法学家 n.(Lawyer)人名；(英)劳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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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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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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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looks 1 [lʊks] n. 外貌(恒用复数)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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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ma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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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matter 1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140 Melbourne 1 ['melbən] n.墨尔本（澳大利亚一座城市）

141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142 men 1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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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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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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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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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offered 1 ['ɒfəd] v. 提供；奉献；提议 vbl. 提供；奉献；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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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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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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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ord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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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organizers 1 ['ɔː ɡənaɪzəz] n. 组织者（organizer的复数）

153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54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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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土)奥韦尔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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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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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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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picture 1 ['piktʃə] n.照片，图画；影片；景色；化身 vt.画；想像；描写

161 play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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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practice 1 ['præktis] n.实践；练习；惯例 vi.练习；实习；实行 vt.练习；实习；实行

163 prep 1 [prep] n.预备；预习；准备功课 vi.上预备学校；作好准备 vt.使准备好；使（病人）准备接受手术 abbr.准备
（preparation）；预备的（preparatory）；前置词（preposition） n.(Prep)人名；(俄)普列普

164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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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prevented 1 [prɪ'vent] v. 预防；防止，阻止；挡住

167 publish 1 ['pʌbliʃ] vt.出版；发表；公布 vi.出版；发行；刊印

168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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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recovered 1 [rɪ'kʌvəd] adj. 恢复的 动词reco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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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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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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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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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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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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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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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179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180 seriously 1 ['siəriəsli, 'si:r-] adv.认真地；严重地，严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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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speak 1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183 spokesperson 1 ['spəuks,pə:sən] n.发言人；代言人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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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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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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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substance 1 ['sʌbstəns] n.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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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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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test 1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190 tested 1 ['testid] adj.经受过考验的；经验定的 v.考验（test的过去分词）；测验

191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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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194 though 1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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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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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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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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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tournament 1 ['tuənəmənt, 'tɔ:-, 'tə:-] n.锦标赛，联赛；比赛

201 tournaments 1 ['tɔː nəmənts] 竞赛图

202 training 1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203 traveled 1 ['trævəld] adj.富有旅行经验的；旅客多的；旅客使用的 v.旅行（travel的过去分词）

204 travelers 1 [t'rævlərz] 旅游者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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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us 1 pron.我们

207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08 vaccinated 1 ['væksɪneɪt] v. 接种疫苗；预防接种

209 victories 1 ['vɪktəri] n. 胜利；成功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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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visitors 1 ['vɪzɪtəz] n.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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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week 1 [wi:k] n.周，星期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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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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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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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17 worldwide 1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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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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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