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0-31 [Arts and Culture] Paraguay Artist Brings Art to World
Cup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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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话·威妥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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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1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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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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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world 8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9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 s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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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cup 6 [kʌp] n.杯子；奖杯；酒杯 vt.使成杯状；为…拔火罐

12 shoes 6 ['ʃuːz] n. 鞋子 名词shoe的复数形式.

13 cantero 5 坎泰罗

14 messi 5 梅西

15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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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boots 4 [bu:ts] n.靴子（boot的复数）；（英）擦靴的仆役

17 h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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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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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soccer 4 ['sɔkə] n.英式足球，足球

20 someth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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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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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rtworks 3 ['ɑ tːwɜːks] 艺术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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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football 3 ['fut,bɔ:l] n.足球，橄榄球 vi.踢足球；打橄榄球

25 h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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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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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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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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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Qatar 3 ['kɑ:tə] n.卡塔尔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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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2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3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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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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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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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37 art 2 n.（包括雕塑、绘画、音乐等的）艺术，美术；美术（作）品；艺品（作）品；（表演）艺术；技术，技巧； adj.艺术
的；艺术品的；具有艺术性的 v.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过时用法

38 artist 2 ['ɑ:tist] n.艺术家；美术家（尤指画家）；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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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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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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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all 2 [bɔ:l] n.球；舞会 vi.成团块 vt.捏成球形 n.(Ball)人名；(土)巴勒；(英、西)鲍尔；(法、德、俄、罗、捷)巴尔

42 balls 2 [bɔː l] n. 球；球状物；炮弹；舞会；愉快的经历；<口>胆量；胡说；（复）睾丸 v. 使成球状；呈球状；<俚>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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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Brazil 2 [brə'zil] n.巴西（拉丁美洲国家）

45 career 2 n.生涯；职业；事业；速度，全速 adj.作为毕生职业的 vi.全速前进，猛冲

46 colorful 2 ['kʌləful] adj.华美的；有趣的；富有色彩的

47 designs 2 [dɪ'zaɪn] n. 设计；图样；图案；目的 v. 设计；计划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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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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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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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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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large 2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54 lionel 2 ['laiənəl] n.莱昂内尔（男子名）

55 marked 2 [mɑ:kt] adj.显著的；有记号的 v.表示（mark的过去分词）；作记号；打分数

56 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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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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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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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painting 2 ['peintiŋ] n.绘画；油画；着色 v.绘画（paint的ing形式）；涂色于 n.(Painting)人名；(英)佩因廷

60 Paraguayan 2 [,pærə'gwaiən] n.巴拉圭人 adj.巴拉圭的

61 passion 2 ['pæʃən] n.激情；热情；酷爱；盛怒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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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ronaldinho 2 n.罗纳尔迪奥，史上最有天赋的职业足球运动员

64 show 2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65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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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teams 2 [tiː m] n. 队；组 v. 使相配；使合作；结成一队 adj. 团队的

68 three 2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69 usually 2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70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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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73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74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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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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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78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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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81 Argentina 1 [,ɑ:dʒən'ti:nə] n.阿根廷（位于拉丁美洲）

82 Argentine 1 ['ɑ:dʒəntain; -ti:n] adj.阿根廷的；银的 n.阿根廷人；银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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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85 Asuncion 1 [a:,su:n'sjɔ:n] n.亚松森（南美巴拉圭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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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ballon 1 [bɑ:'luŋ] n.轻快优雅 n.(Ballon)人名；(匈)鲍隆；(法)巴隆；(英)巴伦

88 Barcelona 1 [,ba:si'ləunə] n.巴塞罗纳（西班牙）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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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91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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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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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black 1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95 brings 1 [brɪŋz] v. 带来；促使；引起；劝诱（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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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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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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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capital 1 ['kæpitə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Capital)人名；(法)卡皮塔尔

101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02 cleats 1 [kliː t] n. 楔子(栓、系缆墩)；防滑条 v. 加拴或楔子；加防滑条

103 compete 1 [kəm'pi:t] vi.竞争；比赛；对抗

104 concerts 1 英 ['kɒnsət] 美 ['kɑːnsərt] n. 音乐会；一致；和谐 vt. 协定；协同安排 vi. 合作

105 connect 1 [kə'nekt] vt.连接；联合；关连 vi.连接，连结；联合

106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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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09 cultures 1 ['kʌltʃəz] n. 文化 名词culture的复数形式.

110 Daniela 1 n. 丹妮拉(亦作Daniell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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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DeSantis 1 n. 德桑蒂斯

113 details 1 n.细节（detail的复数）；详细资料 v.详细说明（detail的三单形式）

114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15 dimensional 1 [di'menʃənəl, dai-] adj.空间的；尺寸的

116 Doha 1 ['dauhə] n.多哈（卡塔尔首都）

117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118 doors 1 [dɔ:z] n.大门；入口；通道（door的复数）

119 drew 1 [dru:] v.牵引（draw的过去式）；描绘；起草 n.(Drew)人名；(英)德鲁

120 eastern 1 ['i:stən] adj.东方的；朝东的；东洋的 n.东方人；（美国）东部地区的人

121 eight 1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122 England 1 n.英格兰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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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nthusiasm 1 [in'θju:ziæzəm, in'θu:-] n.热心，热忱，热情

125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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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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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excitement 1 [ik'saitmənt] n.兴奋；刺激；令人兴奋的事物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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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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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132 form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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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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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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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gaucho 1 ['gautʃəu] n.加乌乔人（居住于南美大草原上的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混血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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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Germany 1 ['dʒə:məni] n.德国

139 girl 1 n.女孩；姑娘，未婚女子；女职员，女演员；（男人的）女朋友 n.（捷）吉尔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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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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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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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holding 1 ['həuldiŋ] n.举办；支持 v.召开；担任（hold的ing形式）；握住 n.(Holding)人名；(英)霍尔丁

145 host 1 [həust] n.[计]主机；主人；主持人；许多 vt.主持；当主人招待 vi.群集；做主人

146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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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images 1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149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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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influenced 1 ['ɪnfluəns] v. 影响；感染；<美俚>在(饮料)中加烈酒 n. 影响力；影响；权势；势力；有影响的人(或事物)

152 inspire 1 [in'spaiə] vt.激发；鼓舞；启示；产生；使生灵感

153 inspired 1 [in'spaiəd] adj.有灵感的；官方授意的 v.激发（inspire的过去分词）；鼓舞

154 Italy 1 ['itəli] n.意大利（欧洲南部国家）

155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56 john 1 [dʒɔn] n.厕所

157 kicking 1 ['kikiŋ] n.踢腿；反撞 adj.活泼热烈的；激动人心的 v.踢；反冲；加速；活跃（kick的ing形式）

158 kiss 1 [kis] vt.吻；（风等）轻拂 vi.接吻；（风等）轻触 n.吻；轻拂 n.(Kiss)人名；(德、英、俄)基斯；(匈、罗)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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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Latin 1 ['lætin] adj.拉丁语的；拉丁人的 n.拉丁语；拉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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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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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liked 1 [laikt] v.喜欢（like的过去式）

164 lili 1 n.莉莉（女子名）

165 lived 1 [livd, 'laivd] adj.有生命的 v.居住（live的过去分词）；活着；度过；以…为生

166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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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169 lovely 1 adj.可爱的；令人愉快的；爱恋的；秀丽的，优美的 n.美女；可爱的东西

170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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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met 1 [met] v.遇见（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et)人名；(瑞典)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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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middle 1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173 mix 1 [miks] vt.配制；混淆；使混和；使结交 vi.参与；相混合；交往 n.混合；混合物；混乱 n.(Mix)人名；(德、英)米克斯

174 moment 1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175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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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mother 1 ['mʌðə] n.母亲；大娘；女修道院院长 vt.生下；养育；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母亲的；出生地的

178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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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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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82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183 nice 1 [nais] adj.精密的；美好的；细微的；和蔼的 n.(Nice)人名；(英)尼斯

184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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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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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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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opened 1 v.打开，开启（open过去分词形式） adj.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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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paintings 1 ['peɪntɪŋz] n. 绘画作品；绘画艺术 名词painting的复数形式.

191 pair 1 [pεə] n.一对，一双，一副 vt.把…组成一对 n.(Pair)人名；(英、法)佩尔

192 Paraguay 1 ['pærəgwai] n.巴拉圭（南美洲一国名）

193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194 pay 1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195 photo 1 ['fəutəu] n.照片

196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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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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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point 1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200 preparing 1 [prɪ'peərɪŋ] adj. 准备的；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

201 presented 1 ['preznt] n. 礼物；现在 adj. 出席的；现在的；当前的；存在的 v. 提出；赠送；呈现

202 pride 1 n.自豪；骄傲；自尊心；狮群 vt.使得意，以...自豪 vi.自豪 n.（Pride）人名；（英）普赖德

203 Qatari 1 ['kɑ:təri] adj.卡塔尔的 n.卡塔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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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receive 1 [ri'si:v] 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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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remaining 1 [rɪ'meɪnɪŋ] adj. 剩余的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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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represent 1 [,repri'zent] vt.代表；表现；描绘；回忆；再赠送 vi.代表；提出异议

210 respect 1 [ri'spekt] n.尊敬，尊重；方面；敬意 vt.尊敬，尊重；遵守

211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12 roofless 1 ['ru:flis] adj.无屋顶的；无家可归的

213 round 1 [raund] n.圆；循环；一回合；圆形物 adj.圆的；完全的；大概的；肥胖的 adv.在周围；迂回地；朝反方向；挨个 vt.完
成；围捕；绕行；弄圆 vi.进展；变圆；环行；发胖 prep.附近；绕过；大约；在…周围 n.(Round)人名；(英)朗德

214 rows 1 英 [rəʊz] 美 [roʊz] n. 行 名词row的复数形式.

215 Russell 1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216 seats 1 ['siː ts] n.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

217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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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sets 1 n.[数]集合，设置（set的复数） v.放置（set单三形式）

219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220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21 s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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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Spain 1 [spein] n.西班牙

223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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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stadium 1 ['steidiəm] n.体育场；露天大型运动场

226 stadiums 1 [steɪdɪəmz] n. 露天大型运动场；露天大型体育场 名词stadium的复数形式.

227 sta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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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tars 1 [stɑ:z] n. 星星，明星（st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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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top 1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231 strong 1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232 structures 1 [st'rʌktʃəz] n.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

233 surprise 1 [sə'praiz] n.惊奇，诧异；突然袭击 vt.使惊奇；奇袭 adj.令人惊讶的

234 surrounded 1 [sə'raʊndɪd] adj. 被 ... 环绕着的 动词surrou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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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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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thanks 1 n.谢谢（只用复数） int.谢谢

238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39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40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241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42 toward 1 [英 [tɔ:d, təʊrd, tə̍ wɔ:d] 美 [tɔrd, tord, təˈwɔrd]] prep.向；对于；为了；接近 adj.即将来到的，进行中的 n.(Toward)人名；
(英)特沃德

243 turning 1 ['tə:niŋ] n.转向；旋转；回转；转弯处 v.旋转（turn的ing形式）

244 twenty 1 ['twenti] n.二十；二十年代 num.二十 adj.二十的

245 Uruguay 1 ['juərəgwei] n.乌拉圭（拉丁美洲国家）

246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47 very 1 ['veri] adj.恰好是，正是；甚至；十足的；特有的 adv.非常，很；完全 n.(Very)人名；(英)维里

248 VOA 1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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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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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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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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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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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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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white 1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257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58 winning 1 ['winiŋ] adj.胜利的；获胜的 n.胜利；获得；成功 v.获胜（win的ing形式） n.(Winning)人名；(英、瑞典、法)温宁

259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260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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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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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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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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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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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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