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09 [As It Is] Winning Ticket Sold in Record 2.04 Billion US
Lottery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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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o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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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jackpot 10 ['dʒækpɔt] n.头奖；累积赌注；十分成功 adj.头奖的；累积赌注的；大笔收入的

5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billion 8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7 lottery 7 ['lɔtəri] n.彩票；碰运气的事，难算计的事；抽彩给奖法

8 of 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9 prize 7 [praiz] n.奖品；奖赏；战利品 vt.珍视；捕获；估价 adj.获奖的

10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1 and 6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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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t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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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ticket 6 ['tikit] n.票；入场券，标签；（美）候选人名单；证明书；交通罚款单 vt.加标签于；指派；对…开出交通违规罚单

15 drawing 5 ['drɔ:iŋ] n.图画；牵引；素描术 v.绘画；吸引（draw的ing形式）；拖曳

16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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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on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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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winnin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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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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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current 4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特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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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record 4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23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4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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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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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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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een 3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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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cash 3 [kæʃ] n.现款，现金 vt.将…兑现；支付现款 n.(Cash)人名；(英)卡什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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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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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larger 3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32 mill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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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numb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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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sold 3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35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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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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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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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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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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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39 Tuesday 3 ['tju:zdi; -dei] n.星期二

40 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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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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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August 2 ['ɔː gəst]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n.八月（简写为Aug） n.(August)人名；(法、葡、西、俄、罗、英、德、瑞典、挪)奥
古斯特

43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44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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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alifornia 2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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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ach 2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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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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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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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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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atest 2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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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55 match 2 [mætʃ] vt.使比赛；使相配；敌得过，比得上；相配；与…竞争 vi.比赛；匹配；相配，相称；相比 n.比赛，竞赛；匹
配；对手；火柴

56 Monday 2 ['mʌndi] n.星期一

57 morning 2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58 Numbers 2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59 odds 2 [ɔdz] n.几率；胜算；不平等；差别

60 officials 2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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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past 2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63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64 powerball 2 ['paʊərbɔː l] 强力球(美国的全国性彩票)

65 reports 2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66 row 2 [rəu] n.行，排；划船；街道；吵闹 vt.划船；使……成排 vi.划船；争吵 n.(Row)人名；(英)罗

67 Stat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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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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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70 who 2 pron.谁；什么人

71 winner 2 ['winə] n.胜利者 n.(Winner)人名；(英、德、瑞典)温纳

72 with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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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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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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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77 Altadena 1 阿尔塔迪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一个非自治的社区,位于帕萨迪纳附近的圣加布里埃尔山脉脚下,主要为住宅区。
人口42658)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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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angeles 1 ['ændʒələs] n.安杰利斯（姓氏）；天使城（菲律宾地名）

80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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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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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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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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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87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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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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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chance 1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90 choose 1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91 chooses 1 [tʃuːz] v. 选择；决定

92 choosing 1 v.选择；决定（choose的ing形式）

93 chosen 1 ['tʃəuzən] vt.选择（choose的过去分词） adj.挑选出来的，精选的

94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95 coins 1 n.硬币（coin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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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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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contest 1 vt.争辩；质疑 vi.竞争；争辩 n.竞赛；争夺；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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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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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03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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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drawn 1 [drɔ:n] adj.拔出的 v.画，绘图（draw的过去分词）

105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106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107 equal 1 ['i:kwəl] adj.平等的；相等的；胜任的 vt.等于；比得上 n.对手；匹敌；同辈；相等的事物

108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109 Florida 1 ['flɔridə] n.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州）

110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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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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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14 goes 1 [gəuz] vi.前进；行走（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Goes)人名；(瑞典)约斯；(法、德)格斯；(荷)胡斯

115 greatly 1 ['greitli] adv.很，大大地；非常

116 grows 1 英 [ɡrəʊ] 美 [ɡroʊ] v. 增加；生长；变成；种植；逐渐开始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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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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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121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22 holders 1 n. 持有人（holder的复数）

123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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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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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immediately 1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127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8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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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Islands 1 ['ailənds] n.群岛（island的复数）；岛屿

131 jackpots 1 n.累积赌注，累积奖金( jackpot的名词复数 )

132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133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34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35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36 Los 1 [lɔ:s] abbr.视线（LineofSight）；月球轨道航天器（LunarOrbiterSpacecraft） n.(Los)人名；(匈)洛什；(俄、西、瑞典、塞、
英)洛斯

137 lowers 1 英 ['ləʊə] 美 ['loʊə] n. 皱眉；不悦 名词lower的复数形式.

138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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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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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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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night 1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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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none 1 [nʌn] pron.没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任何东西 adj.没有的，一点没有的 adv.决不，一点也不 n.(None)人名；(葡、罗)诺
内；(日)野根(姓)

146 northeast 1 [,nɔ:θ'i:st] adj.东北的；向东北的；来自东北的 n.东北 adv.向东北；来自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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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notes 1 英 [nəʊt] 美 [noʊt] n. 笔记；便条；纸币；音符；票据；注解；音调 vt. 注意；记录；注解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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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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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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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土)奥韦尔

153 paid 1 [peid] adj.付清的；已付的 vt.支付（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付清

154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155 payment 1 ['peimənt] n.付款，支付；报酬，报答；偿还；惩罚，报应

156 payments 1 ['peɪmənts] 支付

157 phrase 1 [freiz] n.短语,习语,措辞,乐句 vt.措词,将(乐曲)分成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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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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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previous 1 ['pri:vjəs] adj.以前的；早先的；过早的 adv.在先；在…以前

162 probability 1 [,prɔbə'biləti] n.可能性；机率；[数]或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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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processing 1 n. 进程；步骤；数据处理；整理；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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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Puerto 1 n.垭口，港口，山口 n.(Puerto)人名；(西)普埃尔托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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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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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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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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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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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73 Rico 1 ['rikəu] abbr.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RacketeerInfluencedandCorruptOrganizationsAct） n.(Rico)人名；(英、法、西、
意、葡)里科

174 s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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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sales 1 [seilz] adj.销售的，售货的；有关销售的 n.销售（sale的复数）；销售额 n.(Sales)人名；(意、西、葡)萨莱斯；(法)萨勒；
(英)塞尔斯

176 Saturday 1 ['sætədi; -dei] n.星期六

177 say 1 [sei] vt.讲；说明；例如；声称；假设；指明 vi.讲；表示；念；假定；背诵 n.(Say)人名；(土)萨伊；(法、老、柬)赛；(英)
塞伊；(匈、罗)绍伊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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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selling 1 ['seliŋ] n.销售；出售 v.出售（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 n.(Selling)人名；(英、德、瑞典)塞林

180 service 1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181 s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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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182 shared 1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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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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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186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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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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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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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strength 1 [streŋθ, streŋkθ] n.力量；力气；兵力；长处

191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192 Tennessee 1 [,teni'si:] n.田纳西州（美国州名）

193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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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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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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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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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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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tickets 1 ['tɪkɪt] n. 票；券；标签；罚单；候选人名单 vt. 加标签于；售票；开罚单；检票，查验票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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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200 unclaimed 1 [ˌʌn'kleɪmd] adj. 无人认领的；无人要求的；所有主不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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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us 1 pron.我们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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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value 1 ['vælju:] n.值；价值；价格；重要性；确切涵义 vt.评价；重视；估价

205 virgin 1 ['və:dʒin] adj.处女的；纯洁的；未经利用的，处于原始状态的 n.处女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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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Washington 1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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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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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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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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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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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winners 1 温纳斯

214 winnings 1 ['winiŋz] n.赢得的钱（winning的复数）

215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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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18 worth 1 [wə:θ] adj.值…的 n.价值；财产 n.(Worth)人名；(英)沃思；(德)沃特

219 yearly 1 ['jə:li, 'jiə-] adj.每年的 adv.每年；一年一次 n.年刊；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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