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4-14 [Arts and Culture] First Female Coach Works on the
Field in Baseball 词频表
the 3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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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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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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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话·威妥玛)

3

to

4

sh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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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ach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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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of 1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7 firs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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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特；(捷)菲尔斯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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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 9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10 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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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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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m 8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12 an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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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ball 7 ['beisbɔ:l] n.棒球；棒球运动
14 field 7 ['fi:ld] n.领域；牧场；旷野；战场；运动场 vi.担任场外队员 adj.扫描场；田赛的；野生的 vt.把暴晒于场上；使上场 n.
11

(Field)人名；(英、法、德、葡)菲尔德

for 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6 female 5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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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9 leagu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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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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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伯)赛义德

s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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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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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whe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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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base 4 [beis] n.基础；底部；垒 adj.卑鄙的；低劣的 vt.以…作基础 n.(Base)人名；(日)马濑(姓)
25 been 4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26 ga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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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maj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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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San 4 [sa:n] abbr.存储区域网（StorageAreaNetworking） n.(San)人名；(泰)讪；(俄、罗、刚)萨恩；(土、柬)桑；(缅)山
29 t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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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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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3 area 3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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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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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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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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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 3 [keim] v.come的过去式
37 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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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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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ants 3 ['dʒaɪənts] n. 巨人；巨物；伟人 名词giant的复数形式.
39 helmet 3 ['helmit] n.钢盔，头盔 n.(Helmet)人名；(德)黑尔梅特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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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42 Richardson 3 ['ritʃədsən] n.理查森（姓氏）
43 training 3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44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45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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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became 2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47 crowd 2 [[kraud] n.群众,一伙;一堆,许多,大众 v.拥挤,挤满,挤进 vt.挤满,将...塞进;催促,催逼 vi.挤,拥挤,聚集
48 deal 2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西)
38

迪尔

diego 2 n.迭戈（男子名）
50 dugout 2 ['dʌgaut] n.独木舟；防空壕；棒球场边供球员休息的地方
51 feel 2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52 few 2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53 Francisco 2 [fræn'siskəu] n.弗朗西斯科（男子名，等于Francis）
54 gre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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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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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hired 2 [haird] v.雇用（hire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形式）；租用
57 improve 2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58 Jill 2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59 jo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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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kapler 2 卡普勒
61 Members 2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62 my 2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63 needed 2 ['niː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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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night 2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66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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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ready 2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60

人名；(英)雷迪

Robbins 2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70 seen 2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71 shirt 2 [ʃə:t] n.衬衫；汗衫，内衣
72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73 spotlight 2 n.聚光灯；反光灯；公众注意的中心 vt.聚光照明；使公众注意 n.（Spotlight）聚焦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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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76 Tuesday 2 ['tju:zdi; -dei] n.星期二
77 ve 2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78 visibility 2 [,vizi'biləti] n.能见度，可见性；能见距离；明显性
79 welcome 2 ['welkəm] adj.受欢迎的 n.欢迎 vt.欢迎 int.欢迎 n.(Welcome)人名；(英)韦尔科姆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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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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who 2 pron.谁；什么人
82 work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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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Working)人名；(英)沃金

works 2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84 York 2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85 you 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86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7 adding 1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88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89 agreed 1 [ə'gri:d] adj.同意的；通过协议的 v.同意；赞成（agree的过去式）
90 alongside 1 [ə'lɔŋ'said] adv.在旁边 prep.在……旁边
91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92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93 Alyssa 1 n. 阿莉莎
94 am 1 abbr.调频，调谐，调幅（amplitudemodulation） vi.（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 aux.（与v-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与v-ed
83

连用构成被动语态） n.（柬）安（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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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aren 1 阿伦
97 assistant 1 [ə'sistənt] n.助手，助理，助教 adj.辅助的，助理的；有帮助的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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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100 batting 1 ['bætiŋ] n.打击；打球；棉絮 v.击球；打击（bat的ing形式） n.(Batting)人名；(英)巴廷
101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02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03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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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bit 1 n.[计]比特（二进位制信息单位）；少量；马嚼子；辅币；老一套；一点，一块 vt.控制 adj.很小的；微不足道的 adv.有点
95

儿；相当 vt.咬（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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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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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109 carries 1 ['kæri] v. 携带；运送；搬运；带有；传播；承载 n. 【计】进位；运载
110 ca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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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class 1 n.阶级；班级；种类；班；等级 vt.分类；把…分等级；把…归入某等级，把…看作（或分类、归类）；把…编入某一
106

班级 adj.极好的；很好的，优秀的，出色的 vi.属于…类（或等级），被列为某类（或某级） n.（英、德）克拉斯（人名）
112

1 [klʌb] n.俱乐部，社团；夜总会；棍棒；（扑克牌中的）梅花 vt.用棍棒打；募集 vi.集资；组成俱乐部 adj.俱乐部的 n.
(Club)人名；(英)克拉布

club

coaches 1 英 [kəʊtʃ] 美 [koʊtʃ] n. 教练；经济舱；(火车)客车车厢；四轮马车 v. 指导；训练
114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115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116 congratulations 1 英 [kənˌgrætjʊ'leɪʃənz] 美 [kənˌgrætʃə'leɪʃənz] n. 祝贺；贺词
117 cooperstown 1 库珀斯敦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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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defense 1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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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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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ric 1 埃里克（人名）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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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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fame 1 [feim] n.名声，名望；传闻，传说 vt.使闻名，使有名望
126 foreign 1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127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28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29 gabe 1 [geib] n.加布（男子名）
130 gam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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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32 guided 1 ['gaidid] adj.有指导的；有向导的 v.指导（guide的过去分词）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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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hall 1 n.过道，门厅，走廊；会堂；食堂；学生宿舍；大厅，前厅；娱乐中心，会所 n.（土）哈勒（人名）；（德、波、丹、
124

芬、瑞典）哈尔（人名）；（英）霍尔（人名）；（法）阿尔（人名）

hand 1 [hænd] n.手，手艺；帮助；指针；插手 vt.传递，交给；支持；搀扶 n.(Hand)人名；(英、瑞典)汉德
136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135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hat 1 [hæt] n.帽子 vt.给……戴上帽子 vi.供应帽子；制造帽子 n.(Hat)人名；(中)核(广东话·威妥玛)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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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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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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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42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143 helping 1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144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45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46 honor 1 ['ɔnə] n.荣誉；信用；头衔 vt.尊敬（等于honour）；给…以荣誉
147 hosmer 1 n. 霍斯默
148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49 insults 1 [ɪn'sʌlt] n. 侮辱；辱骂；冒犯 vt. 侮辱；辱骂；凌辱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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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52 janie 1 詹妮（女子名）
153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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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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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ps 1 ['kiːps] n. 生计；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
156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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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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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159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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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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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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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manage 1 vt.管理；经营；控制；设法 vi.处理；应付过去
164 manager 1 ['mænidʒə] n.经理；管理人员
165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66 mccauley 1 n.(McCauley)人名；(英)麦考利
167 me 1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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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minor 1 adj.未成年的；次要的；较小的；小调的；二流的 n.未成年人；小调；辅修科目 vi.辅修 n.(Minor)人名；(英)迈纳；
(德、法、波、俄)米诺尔

minutes 1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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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以)莫雷

much 1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172 museum 1 [mju:'ziəm] n.博物馆
173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174 nearby 1 ['niə'bai] adj.附近的，邻近的 adv.在附近 prep.在…附近
175 needs 1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176 nice 1 [nais] adj.精密的；美好的；细微的；和蔼的 n.(Nice)人名；(英)尼斯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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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noticed 1 ['nəʊtɪst] v. 注意，通知，留意（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9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80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81 opposing 1 英 [ə'pəʊzɪŋ] 美 [ə'poʊzɪŋ] adj. 反作用的；反向的；相反的；对立的 动词oppose的现在分词.
182 orange 1 ['ɔrindʒ, 'ɔ:-] adj.橙色的；橘色的 n.橙；橙色；桔子 n.(Orange)人名；(英)奥林奇；(法)奥朗热
183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84 outfield 1 ['autfi:ld] n.外场；边境；偏远的田园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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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西、土)奥韦尔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87 phrase 1 [freiz] n.短语,习语,措辞,乐句 vt.措词,将(乐曲)分成乐句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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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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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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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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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西、瑞典)普雷斯

protects 1 [prə'tekt] v. 保护；投保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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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泰、缅)布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195 rachel 1 ['reitʃəl] n.雷切尔（女子名）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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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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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Regular)人名；(以)雷古拉尔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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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responsibility 1 [ri.spɔnsə'biliti] n.责任，职责；义务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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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人名；(英)赖特
202

1 ['rʌniŋ] n.运转；赛跑；流出 adj.连续的；流动的；跑着的；运转着的 v.跑；运转（run的ing形式）；行驶 n.(Running)
人名；(英)朗宁

running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04 score 1 [skɔ:] n.分数；二十；配乐；刻痕 vt.获得；评价；划线，刻划；把…记下 vi.得分；记分；刻痕 n.(Score)人名；(英)斯科
203

尔

season 1 ['si:zən] n.时期；季节；赛季 vt.给…调味；使适应 vi.变得成熟；变干燥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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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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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sense 1 n.感觉，功能；观念；道理；理智 vt.感觉到；检测 n.森斯（人名）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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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ter 1 ['ʃeltə] n.庇护；避难所；遮盖物 vt.保护；使掩蔽 vi.躲避，避难 n.(Shelter)人名；(英)谢尔特
210 shook 1 [ʃuk] v.摇动（shake的过去式） n.可装配为木箱的各个部件；一捆；（英）禾束堆 adj.受到严重打击的；心绪不宁的 n.
209

(Shook)人名；(英)舒克

side 1 [said] n.方面；侧面；旁边 vi.支持；赞助；偏袒 adj.旁的，侧的 vt.同意，支持 n.(Side)人名；(英)赛德
212 sit 1 [sit] vi.坐；位于 vt.使就座 n.(Si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硕；(罗)西特
213 skill 1 [skil] n.技能，技巧；本领，技术 n.(Skill)人名；(瑞典)希尔
214 softball 1 ['sɔftbɔ:l, 'sɔ:-] n.垒球；垒球运动
215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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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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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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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第三人称单数）

spot 1 [spɔt] n.地点；斑点 vt.认出；弄脏；用灯光照射 vi.沾上污渍；满是斑点 adj.现场的；现货买卖的 adv.准确地；恰好
219 staff 1 [stɑ:f, stæf] n.职员；参谋；棒；支撑 adj.职员的；行政工作的 vt.供给人员；给…配备职员 vi.雇用工作人员 n.(Staff)人名；
218

(德、匈)施塔夫；(瑞典、英)斯塔夫

step 1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221 stepped 1 [stept] v.踏；行走（st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2 subject 1 ['sʌbdʒikt, -dʒe-, səb'dʒekt] n.主题；科目；[语]主语；国民 adj.服从的；易患…的；受制于…的 vt.使…隶属；使屈从于…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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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Tampa 1 ['tæmpə] n.坦帕市（美国佛罗里达州西部港市）
225 teach 1 [ti:tʃ] vt.教；教授；教导 vi.教授；讲授；当老师 n.(Teach)人名；(英)蒂奇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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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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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30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31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32 us 1 pron.我们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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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warm 1 [wɔ:m] adj.温暖的；热情的 vi.同情；激动；变温暖 vt.使…兴奋；使…温暖；使…感兴趣 n.取暖；加热 n.(Warm)人名；
220

(英)沃姆；(德)瓦姆

watches 1 英 [wɒtʃ] 美 [wɑːtʃ] v. 注视；看守；观看 n. 手表；监视；看守；值班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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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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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weight 1 [weit] n.重量，重力；负担；砝码；重要性 vt.加重量于，使变重 n.(Weight)人名；(英)韦特；(捷)魏格特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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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韦尔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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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243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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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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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247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248 yankees 1 美国人；美国佬
249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50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251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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