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04 [Arts and Culture] FIFA_ 'Most Important Project' Is
Not World Cup 词汇表词汇表

1 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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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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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count 1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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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dults 1 [æ'dʌlts] n. 成年人；成年动物；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

6 Africa 4 ['æfrikə] n.非洲

7 African 1 ['æfrikən] adj.非洲的，非洲人的 n.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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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ge 2 [eidʒ] n.年龄；时代；寿命，使用年限；阶段 vi.成熟；变老 vt.使成熟；使变老，使上年纪 n.(Age)人名；(瑞典)阿格；(日)扬
(姓)；(西、荷)阿赫

10 aged 1 ['eidʒid] adj.年老的；…岁的；老年人特有的 v.老化（age的过去式）；成熟；变老

11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2 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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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4 among 2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5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6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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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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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pp 5 [æp] abbr.应用（Application）；穿甲试验（ArmorPiercingProof） n.(App)人名；(英)阿普

20 application 1 n.应用；申请；应用程序；敷用；（对事物、学习等）投入

21 ar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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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rea 3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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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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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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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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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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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ttending 1 adj.（医生）主治的 v.参加（attend的现在分词）；注意，听；照顾；[常用被动语态]（作为结果、情况）伴随

30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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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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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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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ayern 1 ['baiərn] n.拜恩州（德国巴伐利亚州Bavaria的德语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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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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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egins 1 [bɪ'ɡɪn] v. 开始；着手

39 believes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40 be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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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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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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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boys 1 n.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

43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44 budget 1 ['bʌdʒit] n.预算，预算费 vt.安排，预定；把…编入预算 vi.编预算，做预算 adj.廉价的

45 building 2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46 b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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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b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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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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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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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anada 1 ['kænədə] n.加拿大（北美洲国家）

51 care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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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aribbean 1 [kæri'bi(:)ən] adj.加勒比人的；加勒比海的；加勒比语的 n.加勒比海

53 carries 1 ['kæri] v. 携带；运送；搬运；带有；传播；承载 n. 【计】进位；运载

54 centering 1 ['sentəriŋ] n.置于中心；[机]定中心

55 children 9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56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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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o 1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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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oaching 2 英 ['kəʊtʃɪŋ] 美 ['koʊtʃɪŋ] n. 训练；辅导 动词coach的现在分词.

61 coast 1 [kəust] vi.滑行；沿岸航行 vt.沿…岸航行 n.海岸；滑坡 n.(Coast)人名；(英)科斯特

62 comment 3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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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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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66 contests 1 英 ['kɒntest] 美 ['kɑːntest] n. 竞赛；比赛 vt. 驳斥；争取 vi. 奋斗

67 continues 1 [kən'tɪnju ]ː v. 继续；连续；维持；持续

68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69 countries 3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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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Cristiano 2 克里斯蒂亚诺

72 cup 3 [kʌp] n.杯子；奖杯；酒杯 vt.使成杯状；为…拔火罐

73 Dakar 1 [də'kɑ:] n.达喀尔（塞内加尔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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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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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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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designed 1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78 development 1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79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80 difficulties 1 ['dɪfɪkəlti] n. 困难；争议；麻烦

81 discovered 1 英 [dɪ'skʌvə(r)] 美 [dɪ'skʌvər] v. 发现；偶然撞见；发觉

82 d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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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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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ducation 1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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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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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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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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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90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91 faces 1 ['feɪsɪz] n.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

92 fatimata 1 法蒂玛塔

93 fiel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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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eld)人名；(英、法、德、葡)菲尔德

94 fifa 6 ['faifə] n.费法（已裂变原子数与初始装料易裂变原子数之比）

95 fills 1 [fɪl] vt. 装满；弥漫；填充；担任 n. 足量

96 Fina 1 abbr. 国际泳联（=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Natation）

97 find 2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98 football 8 ['fut,bɔ:l] n.足球，橄榄球 vi.踢足球；打橄榄球

99 for 1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0 four 2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01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102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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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gap 2 n.间隙；缺口；差距；分歧 vi.裂开 vt.使形成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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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Germany 1 ['dʒə:məni] n.德国

107 girls 1 ['ɡɜ lːz] n.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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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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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111 goo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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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grew 1 [gru:] v.成长，种植（grow的过去式） n.(Grew)人名；(芬)格雷夫；(英、葡)格鲁

113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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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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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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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117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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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h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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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heads 1 [hedz] adj.正面朝上的 n.(Heads)人名；(英)黑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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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22 homes 1 英 [həʊm] 美 [hoʊm] n. 家；家庭；收容所；栖息地；发源地 adv. 在家；回家；在国内；回国；正中目标 adj. 家用的；国
内的；总部的；（比赛）主场的 v. 提供住处；朝向

123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124 hosted 1 英 [həʊst] 美 [hoʊst] n. 主人；主持人；主办方；大量；寄主；主机 v. 主办；主持；做东

125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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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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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important 4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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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in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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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India 1 ['indiə] n.印度（南亚国家）

131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132 interest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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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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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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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investors 1 [ɪn'vestəz] 投资者

136 involves 1 英 [ɪn'vɒlv] 美 [ɪn'vɑ lːv] vt. 包含；使忙于；牵涉；使卷入；使陷入

137 is 2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8 i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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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40 ivory 1 ['aivəri] n.象牙；乳白色；长牙 adj.乳白色的；象牙制的 n.(Ivory)人名；(英)艾沃里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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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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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lar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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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46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147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48 le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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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life 2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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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lionel 1 ['laiənəl] n.莱昂内尔（男子名）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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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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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lo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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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156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57 Manchester 1 ['mæntʃistə] n.曼彻斯特（英格兰西北部一大城市）

158 mane 2 [mein] n.（马等的）鬃毛 n.(Mane)人名；(法、塞、几、冈、意、安哥、几比)马内；(日)真根(名)

159 many 6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60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161 messi 1 梅西

162 Mexico 1 ['meksikəu] n.墨西哥

163 million 6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164 missed 1 [mɪs] n. [M-]小姐 vt. 想念 vt. 错过；漏掉

165 missing 1 ['misiŋ] adj.失踪的；缺少的 v.错过（miss的ing形式）；想念；漏掉 n.(Missing)人名；(德)米辛

166 mobile 1 adj.可移动的；机动的；易变的；非固定的 n.移动电话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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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mo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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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move 2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70 Munich 1 ['mju:nik] n.慕尼黑（联邦德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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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must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172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73 need 2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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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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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nex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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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not 7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78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179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80 of 1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81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82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83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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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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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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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organization 2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187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88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89 out 1 [aut] adv.出现；在外；出局；出声地；不流行地 adj.外面的；出局的；下台的 n.出局 prep.向；离去 vi.出来；暴露 vt.使熄
灭；驱逐

190 palm 1 [pɑ:m] n.手掌；棕榈树；掌状物 vt.将…藏于掌中 n.(Palm)人名；(英)帕姆；(瑞典)帕尔姆；(法、德、俄、捷、芬、挪)帕
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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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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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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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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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phone 1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197 phones 1 英 [fəʊn] 美 [foʊn] n. 电话；电话机；听筒；耳机；[语]音素 v. 打电话 suf. 表示“声音”或“说 ... 语言的人”

198 pila 7 [医] 柱(如骨内的小梁)

199 plan 1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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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pla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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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played 3 v.演奏；播放；玩耍；参加竞赛（play的过去分词） adj.比赛的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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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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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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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plays 1 [pleɪ] v. 玩；比赛；（在运动队中）担当；派...出场；带；踢；击（球）；走（棋子）；出牌；演奏；播放；扮演；假
装；上演；发挥（作用）；应付；处理；掠过；浮现；使轻快地活动；（喷泉）喷涌；做游戏 n. 游戏；戏剧；比赛；发挥
作用；玩笑；间隙；闪烁；闪现

207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08 poor 1 [puə, pɔ:] adj.贫穷的；可怜的；贫乏的；卑鄙的 n.(Poor)人名；(英、伊朗)普尔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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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211 program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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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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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programs 1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213 project 8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214 provide 2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215 putting 1 ['putiŋ] n.投掷；（高尔夫球）打球入洞 v.放置（put的ing形式）；轻击球；使球入洞的轻击（putt的ing形式）

216 Qatar 2 ['kɑ:tə] n.卡塔尔

217 rea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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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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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ular)人名；(以)雷古拉尔

219 regularly 1 ['regjələli] adv.定期地；有规律地；整齐地；匀称地

220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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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research 1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223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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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ronaldo 2 n. 罗纳尔多(男子名)

226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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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rural 1 ['ruərəl] adj.农村的，乡下的；田园的，有乡村风味的

228 sadio 1 abbr.Sociedad Argintina de Investigaci Operativa 阿根廷运筹学协会

229 said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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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31 schools 7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232 sea 1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233 seating 1 ['si:tiŋ] n.就座；座位数 v.为…领座；为…提供座位（seat的ing形式）

234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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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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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237 seven 1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238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39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240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241 skills 2 技能

242 smart 1 [smɑ tː] adj.聪明的；巧妙的；敏捷的；厉害的；潇洒的；剧烈的；时髦的 n.(Smart)人名；(法)斯马尔；(英、德)斯马特

243 s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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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occer 13 ['sɔkə] n.英式足球，足球

245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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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south 3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247 southern 1 ['sʌðən] adj.南的；南方的 n.南方人 n.(Southern)人名；(英)萨瑟恩

248 sow 2 [səu] vt.播种；散布；使密布 vi.播种 n.母猪 n.(Sow)人名；(几、马里、乍、毛里塔、塞内)索乌

249 Spain 1 [spein] n.西班牙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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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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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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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sport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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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spreading 1 ['spredɪŋ] n.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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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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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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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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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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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started 2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0 starting 1 ['stɑ tː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261 steve 1 [sti:v] n.史蒂夫（男子名）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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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tudents 1 [st'juːdnts]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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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surrounded 2 [sə'raʊndɪd] adj. 被 ... 环绕着的 动词surrou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

266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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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takes 2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269 task 1 [tɑ:sk, tæsk] vt.分派任务 n.工作，作业；任务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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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teacher 1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272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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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teenager 1 ['ti:n,eidʒə] n.十几岁的青少年；十三岁到十九岁的少年

275 tells 1 [tel] v. 告诉；吩咐；讲述；表达；辨别；判断；泄露；告发；产生效果

276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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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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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the 4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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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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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there 5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83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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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thi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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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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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to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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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289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90 to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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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toure 1 n.图雷（姓）

292 tournament 2 ['tuənəmənt, 'tɔ:-, 'tə:-] n.锦标赛，联赛；比赛

293 trained 1 [treɪnd] adj.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4 turned 1 adj.被转动的；变质的；车削的 v.使变成（turn的过去式）；转动

295 under 2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296 unesco 2 [ju:'neskəu] abbr.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NationsEducational，Scientific，andCultural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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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unless 1 [ən'les] conj.除非，如果不 prep.除…之外

299 unlike 1 [,ʌn'laik] adj.不同的，不相似的 prep.和…不同，不像

300 unlikely 1 [,ʌn'laikli] adj.不太可能的；没希望的 adv.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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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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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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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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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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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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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08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09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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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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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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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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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who 3 pron.谁；什么人

316 wi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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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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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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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word 1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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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wor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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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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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24 world 1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25 Yaya 1 亚雅

326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27 you 9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28 youn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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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your 3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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