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4-04 [Arts and Culture] Badminton Court Offers Unusual
Experience 词频表
the 2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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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i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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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1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and 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6 badminton 9 ['bædmintən] n.羽毛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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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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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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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rt

player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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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2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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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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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典)普莱
15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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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she

3 [ʃi:] pron.她（主格）；它（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船舶、地球、月亮等） n.女人；雌性动物 n.(She)人名；(中)佘(普通话
·威妥玛)

shuttlecock 3 ['ʃʌtlkɔk] n.羽毛球；毽子 vt.往返递送；将…抛来抛去 vi.往返移动；走来走去
18 spo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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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t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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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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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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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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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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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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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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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charges 2 [t'ʃɑːdʒɪz] n. 费用
26 coa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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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dark 2 adj.黑暗的，深色的；模糊的；无知的；忧郁的 n.黑暗；夜；黄昏；模糊 n.（Dark）人名；（英）达克 n.（Dark）《暗
24

黑》（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

focus 2 ['fəukəs] n.焦点；中心；清晰；焦距 vt.使集中；使聚焦 vi.集中；聚焦；调节焦距 n.(Focus)人名；(瑞典)福库斯
29 john 2 [dʒɔn] n.厕所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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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32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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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played 2 v.演奏；播放；玩耍；参加竞赛（play的过去分词） adj.比赛的
35 playing 2 ['pleiiŋ] n.比赛；演奏 v.玩耍（play的ing形式）
36 professional 2 [prə'feʃənəl] adj.专业的；职业的；职业性的 n.专业人员；职业运动员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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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38 s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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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shuttle 2 ['ʃʌtl] n.航天飞机；穿梭；梭子；穿梭班机、公共汽车等 vt.使穿梭般来回移动；短程穿梭般运送 vi.穿梭往返
40 st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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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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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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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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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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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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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wanted 2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46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47 who 2 pron.谁；什么人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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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0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51 adjust 1 [ə'dʒʌst] vt.调整，使…适合；校准 vi.调整，校准；适应
52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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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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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57 Asia 1 ['eiʃə] n.亚洲
58 Asian 1 ['eiʃən] n.亚洲人 adj.亚洲的；亚洲人的
59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60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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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bright 1 [brait] adj.明亮的，鲜明的；聪明的；愉快的 adv.明亮地；光明地；欢快地 n.车头灯光 n.(Bright)人名；(英)布赖特
63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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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arefully 1 ['kɛəfəli] adv.小心地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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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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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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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的

courts 1 英 [kɔːt] 美 [kɔːrt] n. 法院；庭院；宫廷；球场；奉承 v. 献殷勤；追求；招致；设法获得
69 covid 1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70 darkness 1 ['dɑ:knis] n.黑暗；模糊；无知；阴郁
71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72 determine 1 v.（使）下决心，（使）做出决定 vt.决定，确定；判定，判决；限定 vi.确定；决定；判决，终止；[主用于法律]
68

了结，终止，结束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74 difficulty 1 ['difikəlti] n.困难，困境
75 direct 1 [di'rekt, dai-] adj.直接的；直系的；亲身的；恰好的 vt.管理；指挥；导演；指向 vi.指导；指挥 adv.直接地；正好；按直系
73

关系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77 directs 1 [də'rekt] adj. 直接的；笔直的；坦白的 v. 对准；指挥；指示；命令
78 draw 1 [drɔ:] vt.画；拉；吸引 vi.拉；拖 n.平局；抽签 n.(Draw)人名；(英)德劳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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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rahim 1 易卜拉欣
80 electronic 1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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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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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85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79

佩

eyes 1 n.眼睛（eye的复数） n.(Eyes)人名；(英)艾斯
87 famous 1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88 fiction 1 ['fikʃən] n.小说；虚构，编造；谎言
89 floor 1 [flɔ:] n.地板，地面；楼层；基底；议员席 vt.铺地板；打倒，击倒；（被困难）难倒
90 flying 1 ['flaiiŋ] adj.飞行的 n.飞行 v.飞（fly的ing形式）
91 fundamentals 1 [ˌfʌndə'mentlz] n. 基本原则 名词fundamental的复数形式.
92 futuristic 1 [,fju:tʃə'ristik] adj.未来派的；未来主义的
93 gain 1 [gein] n.增加；利润；收获 vt.获得；增加；赚到 vi.增加；获利 n.(Gain)人名；(英、匈、法)盖恩
94 ga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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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96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97 handled 1 adj.有把手的；有把柄的 v.使用；负责；触摸；指挥（handle的过去分词）
98 Harris 1 ['hæris] n.哈里斯（英国苏格兰一地区）；哈里斯（姓氏）
99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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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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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hit 1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102 ho 1 [həu] int.呵；引人注意；表示惊讶 n.(Ho)人名；(柬)霍
103 hour 1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104 instructs 1 [ɪn'strʌkt] v. 教；命令；指导；[计] 指示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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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irina 1 n.伊丽娜（人名）
107 Kuala 1 n.河口
108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109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10 lee 1 [li:] n.保护；背风处 adj.保护的；庇荫的；避风的 n.(Lee)人名；(朝)李；(中)李(普通话·威妥玛)；(柬)利；(中)李(广东话·威
86

妥玛)

levels 1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12 light 1 n.光；光线；灯；打火机；领悟；浅色；天窗 adj.轻的；浅色的；明亮的；轻松的；容易的；清淡的 vi.点着；变亮；着
111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lighting 1 ['laitiŋ] n.照明设备，舞台灯光 v.照明；点燃（light的ing形式）
114 lights 1 [laits] n.灯光（light的复数）；（供食用的）家畜的肺脏 v.点亮（light的三单形式）
115 lightweight 1 ['laitweit] n.轻量级选手；无足轻重的人 adj.重量轻的；平均重量以下的
116 long 1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
113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loud 1 [laud] adj.大声的，高声的；不断的；喧吵的 adv.大声地，高声地，响亮地 n.(Loud)人名；(英)劳德
118 Lumpur 1 n.吉隆坡
119 Malaysia 1 [mə'leiʒə; mə'leiziə] n.马来西亚；马来群岛
120 Malaysian 1 [mə'leiʒən; -ziən] adj.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人的 n.马来西亚人（等于Malay）
121 management 1 ['mænidʒmənt] n.管理；管理人员；管理部门；操纵；经营手段
122 meaning 1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123 Mei 1 abbr. 投资边际效率（=marginal efficiency of investment）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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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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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芬、捷、英)莫斯特

most

movie 1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126 music 1 ['mju:zik] n.音乐，乐曲
127 net 1 [net] n.网；网络；净利；实价 vi.编网 vt.得到；净赚；用网捕 adj.纯粹的；净余的 n.(Net)人名；(法)内
128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129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130 object 1 ['ɔbdʒikt, -dʒekt, əb'dʒekt] n.目标；物体；客体；宾语 vt.提出…作为反对的理由 vi.反对；拒绝
131 offers 1 英 ['ɒfə(r)] 美 ['ɔːfər] vt. 提供；提出；（卖方）出价；贡献 vi. 提议；出现；求婚 n. 提议；出价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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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op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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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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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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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西、土)奥韦尔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137 per 1 [强pə:, 弱pə] prep.每；经；按照；每一 n.(Per)人名；(德、挪、丹、瑞典)佩尔
138 petronas 1 n. 马来西亚石油(财富500强公司之一；总部所在地马来西亚；主要经营炼油)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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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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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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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presents 1 [p'rɪzents] n. 礼物 名词present的复数形式.
144 produced 1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145 publ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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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rackets 1 ['rækɪt] n. 球拍 n. 喧闹；敲诈；<俚>行业；职业 v. 喧闹；花天酒地
147 rank 1 [ræŋk] n.排；等级；军衔；队列 adj.讨厌的；恶臭的；繁茂的 vt.排列；把…分等 vi.列为；列队 n.(Rank)人名；(英、德、
140

芬、捷)兰克

ranked 1 [ræŋk] n. 等级；阶层；排；列 v. 排列；分等级；列为；排名，排位 adj. 繁茂的；讨厌的
149 red 1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150 regular 1 ['regjulə] adj.定期的；有规律的；合格的；整齐的；普通的 n.常客；正式队员；中坚分子 adv.定期地；经常地 n.
148

(Regular)人名；(以)雷古拉尔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152 relative 1 ['relətiv] adj.相对的；有关系的；成比例的 n.亲戚；相关物；[语]关系词；亲缘植物
153 rent 1 [rent] n.租金 vt.出租；租用；租借 vi.租；出租 n.(Rent)人名；(瑞典)伦特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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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requirements 1 英 [rɪ'kwaɪəmənt] 美 [rɪ'kwaɪərmənt] n. 必要条件；要求
156 requires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157 restrictions 1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158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59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160 seems 1 [siːmz]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61 sheng 1 [ʃeŋ] n.笙（中国的一种民族乐器） n.(Sheng)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盛；(柬)盛；(中)沈(广东话·威妥玛)
162 some 1 adj.一些；某个；大约；相当多的 pron.一些；若干；其中的一部分；（数量不确切时用）有些人 adv.非常；相当；<美
151

>稍微

somehow 1 adv.以某种方法；莫名其妙地
164 southeast 1 [,sauθ'i:st] adj.东南的；来自东南的 n.东南；东南地区 adv.来自东南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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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第三人称单数）
166

strategy

1 ['strætidʒi] n.战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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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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169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170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171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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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towers 1 ['taʊəz] n. 塔器 名词tower的复数形式.
174 twin 1 [twin] vt.使成对 n.双胞胎中一人 adj.双胞胎的 vi.成对；生双胞胎 n.(Twin)人名；(英)特温
175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76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177 use 1 [ju:z] n.使用；用途；发挥 vt.利用；耗费 vi.使用，运用 n.(Use)人名；(德)乌泽
178 volleyed 1 英 ['vɒli] 美 ['vɑːli] n. 齐发；齐射 v. 齐射；迸发；[体]截击
179 walls 1 ['wɔːlz] n. 墙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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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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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184 yan 1 [jæn] n. 雁鸣 vi. 作雁鸣声
185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186 yen 1 [jen] n.日元（日本货币单位）；渴望 vi.渴望 n.(Yen)人名；(土、柬)延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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