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19 [As It Is] Stories, Players to Follow at Upcoming World
Cup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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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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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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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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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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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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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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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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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2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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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r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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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rgentina 6 [,ɑ:dʒən'ti:nə] n.阿根廷（位于拉丁美洲）

16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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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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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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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utumn 1 ['ɔ:təm] n.秋天；成熟期；渐衰期，凋落期 adj.秋天的，秋季的 n.(Autumn)人名；(英)奥特姆

20 award 1 [ə'wɔ:d] vt.授予；判定 n.奖品；判决

21 b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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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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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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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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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25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26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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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begins 2 [bɪ'ɡɪn] v. 开始；着手

29 Belgian 1 ['beldʒən] adj.比利时的 n.比利时人

30 Belgium 3 ['beldʒəm] n.比利时（西欧国家，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

31 be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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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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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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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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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razil 4 [brə'zil] n.巴西（拉丁美洲国家）

36 Brazilian 1 [brə'ziljən] adj.巴西的；巴西人的 n.巴西人

37 bruyne 1 n. 布鲁因

38 b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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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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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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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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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alling 1 ['kɔ:liŋ] n.职业；欲望；点名；召集；邀请 v.召；呼唤（call的现在分词）；称之为

42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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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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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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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aty 1 卡蒂

46 championship 3 ['tʃæmpiənʃip] n.锦标赛；冠军称号；冠军的地位

47 cheering 1 ['tʃiəriŋ] n.欢呼；喝彩 adj.令人高兴的 v.欢呼（cheer的ing形式）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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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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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

50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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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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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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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oncerned 1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55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56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57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58 countries 2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59 countr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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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overing 1 ['kʌvəriŋ] adj.掩盖的，掩护的 n.遮盖物，覆盖物 v.覆盖；穿（cover的ing形式）；代替

61 Cristiano 1 克里斯蒂亚诺

62 cup 12 [kʌp] n.杯子；奖杯；酒杯 vt.使成杯状；为…拔火罐

63 cups 2 [kʌps] n. 杯子；奖杯 名词cup的复数形式.

64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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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day 1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土)达伊

67 days 2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68 de 1 [di:] abbr.判定元件（DecisionElement） n.(De)人名；(朝)大

69 December 2 [di'sembə] n.十二月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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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结，终止，结束

71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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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diplomatic 1 [,diplə'mætik] adj.外交的；外交上的；老练的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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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76 douglas 1 ['dʌgləs] n.道格拉斯（男子名）；道格拉斯（英国马恩岛首府）

77 due 1 [dju:, du:] adj.到期的；预期的；应付的；应得的 n.应付款；应得之物 adv.正（置于方位词前） n.(Due)人名；(英)迪尤

78 each 3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79 east 1 [i:st] n.东方；东风；东方国家 adj.东方的；向东的；从东方来的 adv.向东方，在东方 n.(East)人名；(英)伊斯特

80 Ecuador 2 ['ekwədɔ:] n.厄瓜多尔（位于拉丁美洲）

81 Egypt 1 ['i:dʒipt] n.埃及（非洲国家）

82 eight 1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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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elimination 4 [i,limi'neiʃən] n.消除；淘汰；除去

84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85 ending 1 ['endiŋ] n.结局；结尾

86 England 4 n.英格兰

87 Englis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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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uropean 2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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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91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92 ever 2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93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94 face 1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95 facial 1 ['feiʃəl] adj.面部的，表面的；脸的，面部用的 n.美容，美颜；脸部按摩

96 famous 2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97 fifth 1 [fifθ] adj.第五的；五分之一的 n.第五；五分之一 num.第五

98 final 2 ['fainl] adj.最终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 n.决赛；期末考试；当日报纸的末版

99 finally 1 ['fainəli] adv.最后；终于；决定性地

100 finish 1 ['finiʃ] vt.完成；结束；用完 vi.结束，终止；终结 n.结束；完美；回味（葡萄酒）

101 fir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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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捷)菲尔斯特

102 follow 2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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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four 3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05 france 4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06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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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ga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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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game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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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generation 1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111 Germany 1 ['dʒə:məni] n.德国

112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13 giant 1 ['dʒaiənt] n.巨人；伟人；[动]巨大的动物 adj.巨大的；巨人般的

114 giants 1 ['dʒaɪənts] n. 巨人；巨物；伟人 名词giant的复数形式.

115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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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goals 2 ['ɡəʊlz] n.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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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golden 1 ['gəuldən] adj.金色的，黄金般的；珍贵的；金制的 n.(Golden)人名；(英、法、罗、德、瑞典)戈尔登

120 go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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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22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23 ha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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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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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h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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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27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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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help 2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普

129 help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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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here 4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31 heung 1 n.(Heung)人名; (朝)兴

132 high 1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133 hi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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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his 7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35 home 2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136 hoping 1 ['həʊpɪŋ] n.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

137 h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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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hotspur 1 ['hɔtspə:] n.鲁莽的人；暴躁的人

139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40 howe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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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if 4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42 II 1 abbr.微光（ImageIntensification）

143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44 in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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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injury 1 ['indʒəri] n.伤害，损害；受伤处

146 internation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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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int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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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Iran 1 [i'rɑ:n; i'ræn] n.伊朗（亚洲国家）

149 is 2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0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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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its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52 junior 1 ['dʒu:njə] adj.年少的；后进的；下级的 n.年少者，晚辈；地位较低者；大学三年级学生 n.(Junior)人名；(英)朱尼尔；(德)
尤尼奥尔

153 ju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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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kevin 1 ['kevin] n.凯文（男子名）

155 known 3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56 Korea 1 [kə'riə] n.韩国；朝鲜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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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l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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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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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160 lately 1 ['leitli] adv.近来，不久前

161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162 leagu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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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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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li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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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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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lionel 2 ['laiənəl] n.莱昂内尔（男子名）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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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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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69 lose 1 [lu:z] vt.浪费；使沉溺于；使迷路；遗失；错过 vi.失败；受损失 n.(Lose)人名；(英)洛斯；(德)洛泽

170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171 maj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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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172 mat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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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74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175 messi 3 梅西

176 Mexico 1 ['meksikəu] n.墨西哥

177 middle 1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178 min 1 分钟(minute)

179 mohammed 1 [məu'hæmid] n.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立人）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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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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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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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185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86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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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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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normally 1 ['nɔ:məli] adv.正常地；通常地，一般地

190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91 November 6 [nəu'vembə] n.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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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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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of 1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95 old 2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96 Older 1 ['əʊldər] adj. 年长的

197 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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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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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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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order 2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202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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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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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outshine 1 [,aut'ʃain] vt.使相形见绌；胜过；比…更亮 vi.放光

207 Paris 2 ['pæris] n.巴黎（法国首都）；帕里斯（特洛伊王子）

208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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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pele 1 [pi:] vt.剥；削；剥落 n.(Pele)人名；(罗)佩莱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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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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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placed 1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2 pla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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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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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play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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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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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playing 3 ['pleiiŋ] n.比赛；演奏 v.玩耍（play的ing形式）

217 playmaker 1 ['plei,meikə] n.场上组织进攻的队员

218 play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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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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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21 Portugal 1 ['pɔ:tjugəl] n.葡萄牙（欧洲西南部国家）

222 premier 1 ['premjə, pri'miə, 'pri:m-] adj.第一的；最初的 n.总理，首相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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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225 protective 1 [prəu'tektiv] adj.防护的；关切保护的；保护贸易的

226 provides 1 [prə'vaɪd] v. 供给；提供；准备；规定；抚养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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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缅)布

228 Qatar 3 ['kɑ:tə] n.卡塔尔

229 question 1 ['kwestʃən] n.问题，疑问；询问；疑问句 vt.询问；怀疑；审问 vi.询问；怀疑；审问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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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捷)兰克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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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recent 3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33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34 records 1 [rɪ'kɔː ds] n.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

235 relationship 1 [ri'leiʃənʃip] n.关系；关联

236 removing 1 [riː 'muːvɪŋ] n. 消除；排除；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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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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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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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ronaldo 1 n. 罗纳尔多(男子名)

241 ro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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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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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alah 1 [sə'lɑ:] n.（伊斯兰教）礼拜（等于salat） n.(Salah)人名；(阿拉伯、罗)萨拉赫

244 scorers 1 n.（体育比赛时的）记分员( scorer的名词复数 ); 得分或进球的运动员

245 second 2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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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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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shape 1 [ʃeip] n.形状；模型；身材；具体化 vt.形成；塑造，使成形；使符合 vi.形成；成形；成长 n.(Shape)人名；(瑞典)沙佩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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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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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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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ixth 1 [siksθ] n.月的第六日，（与the连用的）第六个；六分之一 adj.（与the连用）第六的，第六个的；六分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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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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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soccer 4 ['sɔkə] n.英式足球，足球

255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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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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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58 son 3 [sʌn] n.儿子；孩子（对年轻人的称呼）；男性后裔 n.(Son)人名；(土、老、柬)松；(法、罗)索恩；(日)存(名)；(日)孙
(姓)；(越)山

259 sou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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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Spain 1 [spein] n.西班牙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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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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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tage 4 [steidʒ] n.阶段；舞台；戏剧；驿站 vt.举行；上演；筹划 vi.举行；适于上演；乘驿车旅行 n.(Stage)人名；(英)斯特奇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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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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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Sta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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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teve 1 [sti:v] n.史蒂夫（男子名）

268 stops 1 英 [stɒp] 美 [stɑːp] v. 停止；阻止；停留 n. 停止；逗留；车站

269 stories 2 [s'tɔː rɪz] n. 故事，传说（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 v. 讲…的故事；说假话（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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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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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uffered 1 ['sʌfəd] v. 遭受，允许，宽恕（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3 summer 2 ['sʌmə] n.夏季；全盛时期 vi.避暑；过夏天 adj.夏季的 n.(Summer)人名；(德)祖默；(英)萨默

274 Sunday 1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275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76 team 5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277 teams 6 [tiː m] n. 队；组 v. 使相配；使合作；结成一队 adj. 团队的

278 temperatures 1 ['temprətʃəz] 温度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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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the 5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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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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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thi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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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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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tied 1 [taid] v.系（ti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系住的

287 ties 1 [taɪz] tie的复数形式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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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290 to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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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to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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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Tottenham 1 ['tɔtnəm] n.托特纳姆（伦敦的一个区）

293 tournament 3 ['tuənəmənt, 'tɔ:-, 'tə:-] n.锦标赛，联赛；比赛

294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295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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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two 4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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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299 upcoming 1 ['ʌp,kʌmiŋ] adj.即将来临的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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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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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vinicius 1 维尼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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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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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watch 2 [wɔtʃ, wɔ:tʃ] vt.观察；注视；看守；警戒 n.手表；监视；守护；值班人 vi.观看，注视；守侯，看守

306 watching 1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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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309 we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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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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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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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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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while 1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315 who 3 pron.谁；什么人

316 wil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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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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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winless 1 ['winlis] adj.未赢的；从来没胜过的

319 winner 1 ['winə] n.胜利者 n.(Winner)人名；(英、德、瑞典)温纳

320 winners 1 温纳斯

321 winn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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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wins 1 视窗网际网路名称服务

323 winter 1 ['wintə] n.冬季；年岁；萧条期 vi.过冬 adj.冬天的；越冬的 n.(Winter)人名；(英、德、匈、罗、捷、西、芬、瑞典、法)
温特

324 with 7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25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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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works 3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28 world 2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29 would 3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30 year 3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31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32 you 6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33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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