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1-15 [As It Is] Djokovic Fights Deportation as Visa Canceled
Again 词汇表词汇表

1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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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dding 1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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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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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fter 3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7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8 against 3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9 alex 1 ['æliks] n.亚历克斯（男子名）

10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1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2 and 1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3 andy 1 ['ændi] n.安迪（男子名，等于And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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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nother 1 [ə'nʌðə] adj.又一，另一；另外的；不同的 pron.另一个；又一个 prep.另一个；另一个人

16 anti 1 ['ænti, -tai] adj.反对的 n.反对者，反对论者 n.(Anti)人名；(意)安蒂；(阿拉伯)安提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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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nywhere 1 ['enihwεə] adv.在任何地方；无论何处 n.任何地方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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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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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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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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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rrival 1 [ə'raivəl] n.到来；到达；到达者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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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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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ssociation 1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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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ttended 1 [ə'tendɪd]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0 Australia 5 [ɔ'streiljə] n.澳大利亚，澳洲

31 Australian 13 [ɔ:'streɪljən] adj.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人的 n.澳大利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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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an 1 [bæn] vt.禁止，取缔 n.禁令，禁忌 n.(Ban)人名；(日)蕃(名)；(缅、老、柬)班；(东南亚国家华语)万；(法)邦；(中)饼(广东
话·威妥玛)；(德、塞、罗、阿拉伯)巴恩；(英)班恩

34 based 3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35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6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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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efore 3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39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40 Belgrade 1 n.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共和国首都）

41 blamed 1 [bleimd] adj.混蛋的，该死的 v.谴责

42 block 1 n.块；街区；大厦；障碍物 vt.阻止；阻塞；限制；封盖 adj.成批的，大块的；交通堵塞的 n.(Block)人名；(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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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西、葡、芬、罗)布洛克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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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British 1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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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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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all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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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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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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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anceled 4 ['kænsl] v. 取消；作废；注销；抵消；删除 n. 取消；删除

51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52 Carlo 1 n.卡洛（男子名）

53 case 2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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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aty 1 卡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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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hildren 1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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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oronavirus 1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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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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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count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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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ou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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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overing 1 ['kʌvəriŋ] adj.掩盖的，掩护的 n.遮盖物，覆盖物 v.覆盖；穿（cover的ing形式）；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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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urrently 2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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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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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70 decision 5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71 declared 1 [di'klεəd] adj.公然的；公开宣布的

72 deportation 4 [,di:pɔ:'teiʃən] n.驱逐出境；放逐

73 deported 2 英 [dɪ'pɔː t] 美 [dɪ'pɔː rt] vt. 驱逐出境；持...举止

74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75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76 djokovic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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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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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documents 1 英 ['dɒkjumənt] 美 ['dɑːkjumənt] n. 文件；公文；文档 vt. 记载；(用文件等)证明

79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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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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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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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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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ntering 1 ['entəriŋ] v.进入（enter的ing形式）；录入；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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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quipe 1 [i:kip] n.运动队及其装备

86 error 1 ['erə] n.误差；错误；过失

87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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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empted 1 [ɪɡ'zempt] adj. 免除的 vt. 免除 n. 免税者；被免除义务者

90 exemption 4 [ig'zempʃən] n.免除，豁免；免税

91 expect 1 [ik'spekt] vt.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期待；预期

92 face 2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93 fans 1 [fæns] n. 狂热者；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

94 favored 1 [feivəd] adj.有利的；受到优待的；受到喜爱的 v.赞成；宠爱；帮助（favor的过去分词）；给…以恩惠

95 favorite 1 ['feivərit] n.幸运儿；喜欢的事物；特别喜欢的人 adj.最喜爱的；中意的；宠爱的 n.(Favorite)人名；(英)费沃里特

96 federer 1 n. 费德勒

97 feelings 1 ['fiː lɪŋs] n.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

98 fights 1 [faɪt] n. 战斗；打架；斗志 vt. 打架；对抗 vi. 奋斗；斗争；争吵

99 fools 1 [fu lː] n. 傻瓜；小丑；奶油果蓉 v. 愚弄；欺骗；开玩笑；干蠢事；玩弄；鬼混

100 for 10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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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forcing 1 ['fɔ:siŋ] adj.强迫的；强制的；施加压力的 n.强迫 v.强迫（force的变形）；强制

103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04 fourth 1 [fɔ:θ] adj.第四的，第四个的；四分之一的 n.第四，月的第四日；四分之一 num.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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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Friday 2 ['fraidi] n.星期五

107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8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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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good 2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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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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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gre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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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Greek 1 [gri:k] n.希腊语；希腊人 adj.希腊的；希腊人的，希腊语的

115 grounds 2 [ɡ'raʊndz] n. 木砖 名词groun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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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ha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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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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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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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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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Hawke 4 n.霍克（英格兰人名）

122 h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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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24 heard 1 [hə:d] v.听到（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闻知 n.(Heard)人名；(英)赫德

125 hearing 1 ['hiəriŋ] n.听力；审讯，听讯 v.听见（hear的ing形式） n.(Hearing)人名；(英)希尔林

126 hearings 1 n.听力( hearing的名词复数 ); 听觉; 听力所及的距离; 听证会

127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128 his 1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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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immigration 1 [,imi'greiʃən] n.外来移民；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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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in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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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incite 1 [in'sait] vt.煽动；激励；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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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incorrect 1 [,inkə'rekt] adj.错误的，不正确的；不适当的；不真实的

135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36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137 irrational 2 [i'ræʃənəl] adj.不合理的；无理性的；荒谬的 n.[数]无理数

138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9 isolate 1 ['aisəleit, -lit] vt.使隔离；使孤立；使绝缘 n.[生物]隔离种群 vi.隔离；孤立 adj.隔离的；孤立的

140 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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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January 2 ['dʒænjuəri] n.一月

142 judge 2 [dʒʌdʒ] vt.判断；审判 n.法官；裁判员 vi.审判；判决 n.(Judge)人名；(英)贾奇

143 judgement 1 ['dʒʌdʒmənt] n.意见；判断力；[法]审判；评价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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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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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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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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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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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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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legal 3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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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53 lockdown 1 ['lɔkdaun] n.一级防范禁闭（期）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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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56 mad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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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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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ma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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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60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161 medical 2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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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Melbourne 2 ['melbən] n.墨尔本（澳大利亚一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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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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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Monaco 1 [ˈmɔnəkəu] n.摩纳哥（欧洲西南部国家）

167 Monte 1 ['mɔnti] n.始于西班牙的纸牌赌博游戏 n.(Monte)人名；(英)蒙特(教名Montague的昵称)；(意、葡、瑞典)蒙特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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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莫雷

169 Morrison 1 ['mɔrisn] n.莫里森（姓氏）

170 Murray 1 ['mʌri; 'mə:-] n.默里（男子名）；墨累河（澳大利亚东南部一条河流）

171 nadal 1 纳达尔

172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73 newspapers 1 [njuːz'peɪpəs] n. 报纸 名词newspap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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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not 10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75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176 numb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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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of 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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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180 ope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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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opening 1 ['əupəniŋ] n.开始；机会；通路；空缺的职位 adj.开始的 v.开放（open的ing形式）；打开；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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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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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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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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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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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overturned 1 ['əʊvətɜːnd] adj. 倒转的 动词overtu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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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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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pardon 1 ['pɑ:dn] n.原谅；赦免；宽恕 vt.原谅；赦免；宽恕 n.(Pardon)人名；(德、法、捷)帕尔东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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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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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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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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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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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play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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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player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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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playing 1 ['pleiiŋ] n.比赛；演奏 v.玩耍（play的ing形式）

200 poll 1 [pəul] n.投票；民意测验；投票数；投票所 vt.投票；剪短；对…进行民意测验；获得选票 vi.投票 adj.无角的；剪过毛的；
修过枝的 n.(Poll)人名；(德、匈、罗、英)波尔

201 praised 1 [preɪz] vt. 赞美；称赞 n. 赞美；称赞；崇拜 vi. 赞美

202 pr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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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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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professionals 1 [prə'feʃənl] adj. 职业的; 专业的 n. 专家; 内行

205 protected 1 [prə'tektid] adj.受保护的 v.保护；防卫（protec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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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public 2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208 publicly 1 ['pʌblikli] adv.公然地；以公众名义

209 Rafael 1 n.拉斐尔（男子名，来源于圣经故事）

210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211 receiv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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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recor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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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rejected 1 ['riː dʒekt] vt. 拒绝；排斥；驳回；丢弃 n. 不合格产品；被拒之人

214 reporters 2 媒体记者

215 reporting 1 英 [rɪ'pɔː tɪŋ] 美 [rɪ'pɔː 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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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request 2 [ri'kwest] n.请求；需要 vt.要求，请求

217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218 requirement 2 [ri'kwaiəmənt] n.要求；必要条件；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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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21 rightly 1 ['raitli] adv.正确地；恰当地；公正地；合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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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ruled 1 [ru lː] n. 规则；条例；习惯；统治；直尺 v. 支配；统治；画直线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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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sacrifices 2 ['sækrɪfaɪs] n. 牺牲；祭品；供奉 vt. 牺牲；亏本出售；供奉 vi. 献祭；(棒球)作牺牲一击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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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伯)赛义德

227 sandgren 1 桑德格伦

228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229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30 Scott 1 [skɔt] n.斯科特（男子名）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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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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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Serbian 3 ['sə:biən] adj.塞尔维亚人（语）的；塞尔维亚的 n.塞尔维亚人（语）

235 shortly 1 ['ʃɔ:tli] adv.立刻；简短地；唐突地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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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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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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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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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sought 1 [sɔ:t] v.寻找（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2 Spain 2 [spein] n.西班牙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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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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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st 1 [es ti:] abbr.标准时间（standardtime）；Shipping装货单（ShippingTicket）

246 star 2 [stɑ:] n.星，恒星；明星；星形物 vt.用星号标于；由…主演，由…担任主角 vi.担任主角 adj.明星的，主角的；星形的 n.
(Star)人名；(瑞典)斯塔尔；(德)施塔尔

247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248 st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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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stay 1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250 stefanos 1 斯特凡诺斯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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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up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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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Switzerland 1 ['switsələnd] n.瑞士（欧洲国家）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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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team 4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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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tennis 6 n.网球（运动） n.（英）坦尼斯（人名）

258 tenny 1 ['teni] n.坦尼（姓氏）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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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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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th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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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the 4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62 their 1 [ðεə, 弱ðər] pron.他们的，她们的；它们的 n.(Their)人名；(英)蒂尔；(芬、瑞典)泰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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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65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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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68 three 3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69 tie 1 [tai] vt.系；约束；打结；与…成平局 vi.打结；不分胜负；被用带（或绳子等）系住 n.领带；平局；鞋带；领结；不分胜负
n.(Tie)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治；(英)泰伊；(柬)狄

270 ti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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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to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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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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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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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tournaments 1 ['tɔː nəmənts] 竞赛图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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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78 vaccinated 4 ['væksɪneɪt] v. 接种疫苗；预防接种

279 vaccination 4 [,væksi'neiʃən] n.接种疫苗；种痘

280 vaccine 1 ['væksi:n] n.疫苗；牛痘苗 adj.疫苗的；牛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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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visa 7 ['vi:zə] n.签证 vt.签发签证 n.(Visa)人名；(塞、芬)维萨

283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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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wearing 1 [wεə riŋ, wεərŋ, 'wεəriŋ] adj.磨损的；穿用的；令人疲倦的 v.穿着；磨损（wear的ing形式） n.(Wearing)人名；(英)韦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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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288 weekend 1 [,wi:k'end, 'wi:kend] n.周末，周末休假；周末聚会 adj.周末的，周末用的 vi.度周末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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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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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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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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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wins 1 视窗网际网路名称服务

295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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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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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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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world 4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01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02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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