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22 [As It Is] FIFA Pushes European Players to Drop Plans
to Wear Armband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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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1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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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said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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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fifa 14 ['faifə] n.费法（已裂变原子数与初始装料易裂变原子数之比）

7 O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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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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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i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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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 wear 9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12 armband 8 ['ɑ:mbænd] n.臂章，袖章；臂环

13 player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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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card 7 [kɑ:d] n.卡片；纸牌；明信片 vt.记于卡片上 n.(Card)人名；(英)卡德

15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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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m 7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17 yellow 7 adj.黄色的；黄皮肤的 adj.胆小的 n.黄色；黄种人；黄色颜料 vi.变黄或发黄 vt.使变黄或发黄

18 b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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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captain 6 ['kæptin] n.队长，首领；船长；上尉；海军上校 vt.指挥；率领

20 European 6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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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3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4 armbands 5 n.臂带( armband的名词复数 ); 臂章; <英>救生臂环; 充气臂圈

25 England 5 n.英格兰

26 group 5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27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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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inclusion 5 [in'klu:ʒən] n.包含；内含物

29 its 5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30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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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2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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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captains 4 ['kæptɪn] n. 首领；队长；船长 vt. 指挥；率领

34 decision 4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35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6 pl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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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soccer 4 ['sɔkə] n.英式足球，足球

38 suppor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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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thei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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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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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would 4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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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your 4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43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44 being 3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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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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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different 3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48 diversity 3 [dai'və:səti] n.多样性；差异

49 fiel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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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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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Monday 3 ['mʌndi] n.星期一

52 n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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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organization 3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54 our 3 ['auə, ɑ:] pron.我们的

55 statement 3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56 Sunday 3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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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who 3 pron.谁；什么人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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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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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world 3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62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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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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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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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ount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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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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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down 2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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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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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feel 2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72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73 ga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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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gay 2 [gei] adj.快乐的；放荡的；艳丽的 n.同性恋者 n.(Gay)人名；(西)加伊；(英、法、瑞典、毛里塔)盖伊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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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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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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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homosexuality 2 ['hɔməu,seksju'æləti] n.同性恋

79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80 illegal 2 adj.[法]非法的；违法的；违反规则的 n.非法移民，非法劳工

81 Kane 2 [kein] n.凯恩（姓氏，美国北极探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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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lgbt 2 n. 对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者的通称

84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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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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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Netherlands 2 ['neðələndz] n.荷兰（形容词Netherlandish）；地区名

87 organizations 2 [ˌɔː ɡənaɪ'zeɪʃnz] n. 组织机构（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

88 own 2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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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pl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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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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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Qatar 2 ['kɑ:tə] n.卡塔尔

93 response 2 [ri'spɔns] n.响应；反应；回答

94 rights 2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95 rules 2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96 should 2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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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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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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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start 2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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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supporters 2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103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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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tolerance 2 n.公差；宽容；容忍

105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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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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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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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wrote 2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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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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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accepting 1 [ək'septiŋ] adj.承兑的；易接受的；赞同的 v.接受；同意；承担（责任等）（accept的ing形式）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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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114 actively 1 ['æktɪvli] adv. 积极地；活跃地；勤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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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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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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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mnesty 1 ['æmnisti] n.大赦，特赦 vt.对…实行大赦

119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20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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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association 1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122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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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attracted 1 [ə'trækt] v. 吸引；引来

124 ban 1 [bæn] vt.禁止，取缔 n.禁令，禁忌 n.(Ban)人名；(日)蕃(名)；(缅、老、柬)班；(东南亚国家华语)万；(法)邦；(中)饼(广东
话·威妥玛)；(德、塞、罗、阿拉伯)巴恩；(英)班恩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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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basic 1 ['beisik] adj.基本的；基础的 n.基础；要素

127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28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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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130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131 Belgium 1 ['beldʒəm] n.比利时（西欧国家，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

132 bisexual 1 [,bai'seksjuəl] adj.两性的；雌雄同体的

133 body 1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134 break 1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
晓；（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135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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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cards 1 n. 扑克牌 名词card的复数形式.

138 causes 1 [kɔː zɪz] n. 原因，理由；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

139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
除；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140 coa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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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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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collymore 1 科利莫尔

143 colorful 1 ['kʌləful] adj.华美的；有趣的；富有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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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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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contempt 1 [kən'tempt] n.轻视，蔑视；耻辱

147 crack 1 [kræk] vt.使破裂；打开；变声 vi.破裂；爆裂 n.裂缝；声变；噼啪声 adj.最好的；高明的

148 cracking 1 ['krækiŋ] adj.重大的；敏捷的；出色的 adv.非常；极其 n.破裂；分馏 v.破裂；打开；变声（crack的ing形式）

149 criticized 1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150 crushed 1 [krʌʃt] adj. 压碎的；碾碎的；起皱的 动词cr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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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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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defending 1 [dɪ'fend] v. 防守；防护；辩护

154 Denmark 1 ['denma:k] n.丹麦（欧洲国家）

155 disappointed 1 [,dispɔintid] adj.失望的，沮丧的；受挫折的

156 discrimination 1 [dis,krimi'neiʃən] n.歧视；区别，辨别；识别力

157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158 drop 1 [drɔp] vt.滴；使降低；使终止；随口漏出 vi.下降；终止 n.滴；落下；空投；微量；滴剂

159 expression 1 [英 [ɪk'spreʃn] 美 [ɪkˈsprɛʃən] n.表现，表示，表达；表情，脸色，态度，腔调，声调；式，符号；词句，语句，措
辞，说法

160 fans 1 [fæns] n. 狂热者；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

161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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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forced 1 adj.被迫的；强迫的；用力的；不自然的 v.强迫（force的过去式）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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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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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freedom 1 ['fri:dəm] n.自由，自主；直率 n.(Freedom)人名；(英)弗里德姆

166 frustrated 1 [frʌ'streitid] adj.失意的，挫败的；泄气的 v.挫败；阻挠（frust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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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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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Germany 1 ['dʒə:məni] n.德国

170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71 gianni 1 n. 詹尼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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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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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174 governing 1 ['gʌvəniŋ] adj.有统治、控制或治理权力的 v.统治（govern的ing形式）；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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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harry 1 ['hæri] vt.折磨；掠夺；骚扰；使苦恼 n.(Harry)人名；(英)哈里，哈丽(女名)(教名Henry、Harriet的昵称)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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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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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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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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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ideas 1 观念

185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86 impose 1 [im'pəuz] vi.利用；欺骗；施加影响 vt.强加；征税；以…欺骗

187 infantino 1 因凡蒂诺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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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Iran 1 [i'rɑ:n; i'ræn] n.伊朗（亚洲国家）

190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191 leader 1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192 leaders 1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193 leading 1 ['li:diŋ] adj.领导的；主要的 n.领导；铅板；行距 v.领导（lead的ing形式）

194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195 lesbian 1 ['lezbiən] adj.[心理]女同性恋的 n.女同性恋者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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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198 manager 1 ['mænidʒə] n.经理；管理人员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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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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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mo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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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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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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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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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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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original 1 [ə'ridʒənəl] n.原件；原作；原物；原型 adj.原始的；最初的；独创的；新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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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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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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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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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planned 1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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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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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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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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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16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17 provided 1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218 punish 1 ['pʌniʃ] vt.惩罚；严厉对待；贪婪地吃喝 vi.惩罚

219 punished 1 ['pʌnɪʃt] adj. 受处罚的 动词puni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0 punishment 1 ['pʌniʃmənt] n.惩罚；严厉对待，虐待

221 pushes 1 [pʊʃ] v. 推；按；挤；逼迫；催促 n. 推；奋力；决心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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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races 1 abbr.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国内应急通信业务(=Radio Amateur Civil Emergency Service)

224 reaction 1 [ri'ækʃən, ri:-] n.反应，感应；反动，复古；反作用

225 red 1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226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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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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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representing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230 restrict 1 [ri'strikt] vt.限制；约束；限定

231 restriction 1 [ri'strikʃən] n.限制；约束；束缚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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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34 risky 1 ['riski] adj.危险的；冒险的；（作品等）有伤风化的

235 romantically 1 [rə'mæntikəli] adv.浪漫地；不切实际地

236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37 sanction 1 ['sæŋ,kʃən] n.制裁，处罚；认可；支持 vt.制裁，处罚；批准；鼓励

238 sanctions 1 ['sæŋkʃnz] n. 制裁 名词sanction的复数形式.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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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senegal 1 [,senə'gɔ:l] n.塞内加尔（非洲国家）

241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242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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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ex 1 [seks] n.性；性别；性行为；色情 vt.引起…的性欲；区别…的性别

245 shortened 1 英 ['ʃɔː tn] 美 ['ʃɔː rtn] v. 弄短；变短

246 shown 1 ['ʃəun] v.解释（show的过去分词）；给予；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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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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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speech 1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250 sporting 1 ['spɔ:tiŋ] adj.运动的；冒险性的；公正的；喜好运动的 v.娱乐；玩弄（sport的ing形式）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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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tan 1 [stæn] n.斯坦（男子名） n.铁杆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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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state 1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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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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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witzerland 1 ['switsələnd] n.瑞士（欧洲国家）

258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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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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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售得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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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tell 1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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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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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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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266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67 transgender 1 [,trænz'dʒendə(r)] n.跨性别；跨性别者

268 true 1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269 twitter 1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270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71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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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74 values 1 ['væljʊz] n. 价值观念；价值标准 名词valu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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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Wales 1 [weilz] n.威尔士（英国大不列颠岛西南部地区）

277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278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279 wearing 1 [wεə riŋ, wεərŋ, 'wεəriŋ] adj.磨损的；穿用的；令人疲倦的 v.穿着；磨损（wear的ing形式） n.(Wearing)人名；(英)韦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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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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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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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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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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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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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wore 1 [wɔ:] v.穿（衣服等）；戴（首饰等）；装着（wear的过去式）

287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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