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3-11 [Arts and Culture] Basketball Africa League Opens
Second Season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2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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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s 1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5 Africa 15 ['æfrikə] n.非洲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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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t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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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league 13 [li:g] n.联盟；社团；范畴 vt.使…结盟；与…联合 vi.团结；结盟 n.(League)人名；(英)利格

9 NBA 13 [ˌenbiː 'eɪ] abbr. 窄带分配（=Narrow-Band Allocation） abbr. 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10 will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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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BAL 11 [bæl] abbr.血中含酒精程度（BloodAlcoholLevel）；基本汇编语言（BasicAssemblyLanguage）；战场空中封锁
（BattlefieldAirInterdiction）；英国抗路易斯毒气剂（BritishAntiLewisite）

12 said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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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ketball 9 ['bɑ:skitbɔ:l, 'bæs-] n.篮球；篮球运动

14 h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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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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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thi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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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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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game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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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player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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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year 6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1 African 5 ['æfrikən] adj.非洲的，非洲人的 n.非洲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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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season 5 ['si:zən] n.时期；季节；赛季 vt.给…调味；使适应 vi.变得成熟；变干燥

24 spor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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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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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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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hel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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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

28 la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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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ma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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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制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30 money 4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31 mo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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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president 4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33 America 3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34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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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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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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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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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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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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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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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mo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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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芬、捷、英)莫斯特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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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Obama 3 n. 巴拉克- 奥巴马(1961-)；美国第44任总统(2009-)

44 o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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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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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team 3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48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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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51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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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becomes 2 [bɪ'kʌm] v. 变成；成为；变得；适合（某人）；使（人）显得漂亮

53 believes 2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54 Brooks 2 [bruks] n.布鲁克斯（姓氏）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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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om 2 abbr.组件对象模型（ComponentObjectModel）；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Computer-OutputMicrofilm）

57 cultures 2 ['kʌltʃəz] n. 文化 名词culture的复数形式.

58 Dakar 2 [də'kɑ:] n.达喀尔（塞内加尔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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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gypt 2 ['i:dʒipt] n.埃及（非洲国家）

61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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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fiba 2 abbr. <法>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Basket-ball Amateur 国际业余篮球联合会

63 form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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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65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66 global 2 ['gləubəl] adj.全球的；总体的；球形的

67 growing 2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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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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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Kigali 2 [ki'gɑ:li] n.基加利（卢旺达的首都）

71 known 2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72 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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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Nigeria 2 [nai'dʒiəriə] n.尼日利亚（位于非洲）

74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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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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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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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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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play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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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potential 2 [pəu'tenʃəl] n.潜能；可能性；[电]电势 adj.潜在的；可能的；势的

81 promote 2 [prəu'məut] vt.促进；提升；推销；发扬 vi.成为王后或其他大于卒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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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seco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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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senegal 2 [,senə'gɔ:l] n.塞内加尔（非洲国家）

84 start 2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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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teenage 2 ['ti:neidʒ] adj.青少年的；十几岁的 n.青少年时期

87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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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tit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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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90 us 2 pron.我们

91 VOA 2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92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93 who 2 pron.谁；什么人

94 you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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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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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academy 1 [ə'kædəmi] n.学院；研究院；学会；专科院校

97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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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affects 1 [ə'fekt] vt. 影响；感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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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02 amadou 1 ['æmədu:] n.火绒（止血和引火用） n.(Amadou)人名；(阿拉伯、法、几、尼日尔、科特)阿马杜

103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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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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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Arizona 1 [,æri'zəunə] n.美国亚利桑那州

107 associate 1 [ə'səuʃieit, ə'səuʃiət, -eit] vi.交往；结交 n.同事，伙伴；关联的事物 vt.联想；使联合；使发生联系 adj.副的；联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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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athletes 1 ['æθliː ts] 运动员

110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111 attract 1 [ə'trækt] vt.吸引；引起 vi.吸引；有吸引力

112 aware 1 [ə'wεə] adj.意识到的；知道的；有…方面知识的；懂世故的 n.(Aware)人名；(阿拉伯、索)阿瓦雷

113 b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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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Barack 1 n.贝拉克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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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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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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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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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120 beyond 1 [bi'jɔnd] prep.超过；越过；那一边；在...较远的一边 adv.在远处；在更远处 n.远处

121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122 bigger 1 [bɪgə] adj.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

123 body 1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124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125 broadcasts 1 英 ['brɔː dkɑːst] 美 ['brɔː dkæst] v. 广播；散布；撒播 n. 广播；广播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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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Bucks 1 [bʌks] n.雄鹿队（篮球队名）；巴克斯（英国伦敦附近的一个郡名）

127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128 Cairo 1 ['kaiərəu] n.开罗（埃及首都）

129 cape 1 [keip] n.[地理]海角，岬；披肩 n.(Cape)人名；(塞)察佩；(英)凯普

130 carol 1 ['kærəl] vi.欢乐地歌唱；唱耶诞颂歌 n.颂歌，赞美诗；欢乐之歌 vt.欢唱；歌颂 n.(Carol)人名；(英)卡罗尔，卡萝尔(女名)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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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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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championship 1 ['tʃæmpiənʃip] n.锦标赛；冠军称号；冠军的地位

134 coach 1 n.教练；旅客车厢；长途公车；四轮大马车 vt.训练；指导 vi.作指导；接受辅导；坐马车旅行 n.蔻驰（皮革品牌）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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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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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company 1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138 compete 1 [kəm'pi:t] vi.竞争；比赛；对抗

139 Congo 1 ['kɔŋgəu] n.刚果（位于非洲中部）

140 continent 1 ['kɔntinənt] n.大陆，洲，陆地 adj.自制的，克制的

141 count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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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cover 1 vt.包括；采访，报导；涉及；行走（一段路程）；掩护；翻唱 n.封面，封皮；盖子；掩蔽物;幌子，借口 vi.覆盖；代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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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cultural 1 ['kʌltʃərəl] adj.文化的；教养的

145 culture 1 ['kʌltʃə] n.文化，文明；修养；栽培 vt.[细胞][微]培养（等于cultivate）

146 delayed 1 [di'leid] adj.延时的；定时的 v.延迟（delay的过去式）

147 democratic 1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148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149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150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51 either 1 adj.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任何一个 conj.也（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根本 pron.任一，两方，随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152 entire 1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153 ers 1 abbr.设备要求规格（EquipmentRequirementSpecification）；经济研究处（EconomicResearchService）；欧洲遥感卫星
（EuropeRemoteSensingSatellite）；地球资源卫星（EarthResourcesSatellite）

154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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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change 1 [iks'tʃeindʒ] n.交换；交流；交易所；兑换 vt.交换；交易；兑换 vi.交换；交易；兑换

157 exciting 1 [ik'saitiŋ] adj.令人兴奋的；使人激动的 v.激动；刺激（excite的ing形式）；唤起

158 expanded 1 [ik'spendid] adj.扩充的；展开的 vt.扩大（expand的过去式）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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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fall 1 [fɔ:l] vi.落下；变成；来临；减弱 n.下降；秋天；瀑布 vt.砍倒；击倒 adj.秋天的 n.(Fall)人名；(法、芬、瑞典)法尔；(英、
匈)福尔；(阿拉伯)法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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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fast 1 [fɑ:st, fæst] adj.快速的，迅速的；紧的，稳固的 adv.迅速地；紧紧地；彻底地 vi.禁食，斋戒 n.斋戒；绝食 n.(Fast)人名；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163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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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捷)菲尔斯特

165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166 following 1 ['fɔləuiŋ] adj.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n.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v.跟随；沿行（follow的ing形式）

167 foreign 1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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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form 1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169 foundation 1 [faun'deiʃən] n.基础；地基；基金会；根据；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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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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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gallo 1 [gæləu] adj.法国的

173 giannis 1 扬尼斯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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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go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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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governing 1 ['gʌvəniŋ] adj.有统治、控制或治理权力的 v.统治（govern的ing形式）；支配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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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179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80 hoping 1 ['həʊpɪŋ] n.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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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183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84 institute 1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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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interested 1 ['intristid, 'intər-] adj.感兴趣的；有权益的；有成见的 v.使…感兴趣（interest的过去分词）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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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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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invested 1 [ɪn'vest] v. 投资；投入

191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192 job 1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193 Joel 1 ['dʒəuəl] n.（圣经中的）约耳书；约珥（圣经人物）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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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96 Lagos 1 ['leigɔs; 'lɑ:gəs] n.拉各斯（尼日利亚的首都）

197 languages 1 ['læŋɡwɪdʒɪz] n. 语言 名词language的复数形式.

198 leader 1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199 leaders 1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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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let 1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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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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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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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Milwaukee 1 [mil'wɔ:ki:] n.（美国）密尔沃基

206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07 mutombo 1 穆通博

208 nation 1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209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210 Nike 1 ['naiki:] n.耐克（国际著名运动产品公司）；胜利女神；[军][航]奈克导弹（地对空导弹的一种）

211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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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observer 1 [əb'zə:və, ɔb-] n.观察者；[天]观测者；遵守者

213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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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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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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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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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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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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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ownership 1 ['əunəʃip] n.所有权；物主身份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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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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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parent 1 ['pεərənt] n.父亲（或母亲）；父母亲；根源 n.(Parent)人名；(法)帕朗；(英、西)帕伦特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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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pascal 1 ['pæskəl] n.帕斯卡（压力的单位） n.(Pascal)人名；(英、法、西、罗)帕斯卡尔

227 pathway 1 ['pɑ:θwei, 'pæθ-] n.路，道；途径，路径

228 pepsi 1 ['pepsi] n.[食品]百事可乐（一种饮料的商标名称）

229 performers 1 n. 表演者；执行者（perform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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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Philadelphia 1 [,filə'delfjə; -fiə] n.费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港市）

232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233 place 1 [pleis] n.地方；住所；座位 vt.放置；任命；寄予 vi.名列前茅；取得名次 n.(Place)人名；(罗)普拉切；(法)普拉斯；(英)普
莱斯

234 pl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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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played 1 v.演奏；播放；玩耍；参加竞赛（play的过去分词） adj.比赛的

236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237 popularize 1 ['pɔpjuləraiz] vt.普及；使通俗化 vi.通俗化

238 populous 1 ['pɔpjuləs] adj.人口稠密的；人口多的

239 Portuguese 1 [,pɔ:tju'gi:z; -'gi:s] adj.葡萄牙的；葡萄牙人的；葡萄牙语的 n.葡萄牙语；葡萄牙人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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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product 1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242 program 1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243 programs 1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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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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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radio 1 ['reidiəu] n.收音机；无线电广播设备 vi.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用无线电发送 n.(Radio)人名；(西)拉迪奥

248 raptors 1 猛禽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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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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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receives 1 [rɪ'siː v] v. 接到；收到；接待

253 regardless 1 adj.不管的；不顾的；不注意的 adv.不顾后果地；不管怎样，无论如何；不惜费用地

254 relton 1 n. 雷尔顿

255 report 1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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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republic 1 [ri'pʌblik] n.共和国；共和政体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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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roots 1 [ru tː] n. 根；根源；根本 v. 生根；扎根；根除

259 runs 1 [rʌnz] n.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

260 Rwanda 1 [ru'ændə] n.卢旺达（东非国家）；卢旺达语

261 saly 1 n. 莎莉（女子名）

262 Sam 1 n.萨姆（男子名）

263 schedule 1 ['ʃədju:əl, -dʒu:əl, 'skedʒu:əl, -dʒuəl] vt.安排，计划；编制目录；将……列入计划表 n.时间表；计划表；一览表

264 Scott 1 [skɔt] n.斯科特（男子名）

265 scout 1 [skaut] n.搜索，侦察；侦察员；侦察机 vt.侦察；跟踪，监视；发现 vi.侦察；巡视；嘲笑

266 scouts 1 [skaʊt] n. 童子军；侦察员；守卫 vt. 侦察；物色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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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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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erve 1 [sə:v]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n.发球，轮到发
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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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occer 1 ['sɔkə] n.英式足球，足球

272 sonny 1 ['sʌni] n.小家伙；宝贝（口语昵称） n.(Sonny)人名；(英、西)桑尼

273 sponsor 1 ['spɔnsə] n.赞助者；主办者；保证人 vt.赞助；发起

274 sponsorship 1 ['spɔnsəʃip] n.赞助；发起；保证人的地位；教父母身份

275 sponsorships 1 n. 赞助；赞助商；赞助广告（sponsorship的复数形式）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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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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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States 1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280 successful 1 [sək'sesful] adj.成功的；一帆风顺的

281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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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supported 1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84 supports 1 [sə'pɔː ts] n. 支持

285 supposed 1 [sə'pəuzd] adj.假定的；被信以为真的；想象上的 v.假定（suppose的过去分词）

286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287 talented 1 ['tæləntid] adj.有才能的；多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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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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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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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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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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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throughout 1 [θru:'aut] adv.自始至终，到处；全部 prep.贯穿，遍及

295 tigers 1 n. 老虎 名词tiger的复数形式.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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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98 Toronto 1 [tə'rɔntəu] n.多伦多（加拿大城市）

299 town 1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300 training 1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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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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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twelve 1 [twelv] n.十二；十二个 num.十二；十二个 adj.十二的；十二个的

303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304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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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video 1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307 visible 1 ['vizəbl] adj.明显的；看得见的；现有的；可得到的 n.可见物；进出口贸易中的有形项目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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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voice 1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310 watched 1 英 [wɒtʃ] 美 [wɑ tːʃ] v. 注视；看守；观看 n. 手表；监视；看守；值班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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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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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314 well 1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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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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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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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whose 1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320 Williams 1 ['wiljəmz] n.威廉姆斯（男子名）

321 Wolof 1 ['wəulɔf; 'wɔ-] n.沃洛夫语；沃洛夫人（即塞内加尔和冈比亚人）

322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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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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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326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27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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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30 zone 1 [zəun] n.地带；地区；联防 vi.分成区 vt.使分成地带；环绕 n.(Zone)人名；(塞)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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