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23 [Arts and Culture] Saudi Arabia Surprises Argentina at
the World Cup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n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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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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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1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Arabia 13 [ə'reibiə] n.阿拉伯半岛（亚洲西南部，等于ArabianPeninsula）

6 Argentina 13 [,ɑ:dʒən'ti:nə] n.阿根廷（位于拉丁美洲）

7 saudi 13 adj.沙特阿拉伯（人或语）的； n.沙特阿拉伯人 n.SaudiArabianAirlines的简称，沙特阿拉伯航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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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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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world 10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12 cup 9 [kʌp] n.杯子；奖杯；酒杯 vt.使成杯状；为…拔火罐

13 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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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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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messi 6 梅西

16 not 6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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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w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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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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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firs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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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goal 5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22 half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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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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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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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6 whe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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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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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because 4 [bi'kɔz] conj.因为

29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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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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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32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33 ga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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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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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his 4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36 history 4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37 soccer 4 ['sɔkə] n.英式足球，足球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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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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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team 4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40 two 4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41 wi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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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against 3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43 a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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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before 3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45 came 3 [keim] v.come的过去式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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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defeated 3 [dɪ'fiː t] n. 挫败；败北 vt. 战胜；击败；使...不能实现

48 gam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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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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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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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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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a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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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lost 3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54 renard 3 ['renəd] n.狐名；狐狸

55 t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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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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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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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us 3 pron.我们

59 were 3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60 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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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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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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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Argentinian 2 [,a:dʒən'tiniən] adj.阿根廷的；阿根廷人的 n.阿根廷人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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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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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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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biggest 2 [bɪgɪst] adj. 最大的

68 blow 2 [bləu] n.吹；打击；殴打 vi.风吹；喘气 vt.风吹 n.(Blow)人名；(英)布洛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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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oa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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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competition 2 [,kɔmpi'tiʃən] n.竞争；比赛，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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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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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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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vent 2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78 experts 2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79 finals 2 ['fɑɪnəlz] n. 决赛；期终考试 名词fin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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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81 har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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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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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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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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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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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lionel 2 ['laiənəl] n.莱昂内尔（男子名）

87 loss 2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88 Mexico 2 ['meksikəu] n.墨西哥

89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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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motivation 2 [,məuti'veiʃən] n.动机；积极性；推动

91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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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player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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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Poland 2 ['pəulənd] n.波兰（欧洲国家）

95 recover 2 [ri'kʌvə] vt.恢复；弥补；重新获得 vi.恢复；胜诉；重新得球 n.还原至预备姿势 n.(Recover)人名；(西)雷科韦尔

96 scaloni 2 斯卡洛尼

97 scored 2 [skɔː d] adj. 有伤纹的；刮伤的；折叠的 动词sc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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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sometimes 2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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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steamroll 2 英 ['stiː mrəʊl] 美 ['stiː mroʊl] v. 以不可抗拒之力前进；用压路机碾压；用高压压倒 =steamroller.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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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surprises 2 v.使惊奇，使诧异( surprise的第三人称单数 ); 意外发现[撞见]，出其不意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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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06 Tuesday 2 ['tju:zdi; -dei] n.星期二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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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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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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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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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12 won 2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3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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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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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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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add 1 [æd] vi.加；增加；加起来；做加法 vt.增加，添加；补充说；计算…总和 n.加法，加法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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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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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al 1 [ɑ:l] abbr.美国联盟（AmericanLeague）；美国军团（AmericanLegion）；阿尔巴尼亚（Albania，欧洲一国家名）；美国亚拉
巴马州（Alabama） n.(Al)人名；(英)阿尔(Albert在美国的昵称)

121 align 1 [ə'lain] vt.使结盟；使成一行；匹配 vi.排列；排成一行

122 aligned 1 [ə'laɪnd] adj. 对齐的；均衡的 动词alig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3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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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25 any 1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126 aside 1 [ə'said] adv.离开，撇开；在旁边 n.旁白；私语，悄悄话；离题的话 prep.在…旁边

127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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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atmosphere 1 n.气氛；大气；空气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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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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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beat 1 [bi:t] vt.打；打败 vi.打；打败；拍打；有节奏地舒张与收缩 n.拍子；敲击；有规律的一连串敲打 adj.筋疲力尽的；疲惫不
堪的 n.(Beat)人名；(德)贝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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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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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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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books 1 ['bʊks] n. 帐目；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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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Cameroon 1 [,kæmə'ru:n; 'kæm-] n.喀麦隆（西非国名）

139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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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celebrated 1 ['selibreitid] adj.著名的；有名望的 v.庆祝（celeb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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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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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c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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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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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completely 1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147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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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copa 1 可拍牌手表

150 couple 1 ['kʌpl] n.对；夫妇；数个 vi.结合；成婚 vt.结合；连接；连合 n.(Couple)人名；(法)库普勒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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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cry 1 [krai] vt.叫喊；哭出；大声说 n.叫喊；叫声；口号；呼叫 vi.哭；叫；喊

153 dead 1 [ded] adj.无生命的；呆板的；废弃了的 adv.完全地 n.死者

154 defeat 1 vt.击败，战胜；挫败；使…失败 n.失败的事实；击败的行为

155 disappointment 1 [disə'pɔintmənt] n.失望；沮丧

156 disqualified 1 英 [dɪs'kwɒlɪfaɪ] 美 [dɪs'kwɑ lːɪfaɪ] v. 使 ... 丧失资格

157 dreaming 1 ['dri:miŋ] adj.有梦想的 v.做梦（dream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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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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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161 England 1 n.英格兰

162 equally 1 ['i:kwəli] adv.同样地；相等地，平等地；公平地

163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164 expect 1 [ik'spekt] vt.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期待；预期

165 extraordinary 1 adj.非凡的；特别的；离奇的；特派的

166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167 falcons 1 ['fɔː lkənz] n. 婴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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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falling 1 ['fɔ:liŋ] adj.下降的；落下的 n.下降；落下；陷落 v.落下（fall的ing形式） n.(Falling)人名；(瑞典)法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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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felt 1 [felt] n.毡；毡制品 vi.粘结 vt.使粘结；把…制成毡 v.感觉（feel的过去式） n.(Felt)人名；(英、罗、芬、捷、瑞典)费尔特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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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fire 1 ['faiə] n.火；火灾；炮火；炉火；热情；激情；磨难 vt.点燃；解雇；开除；使发光；烧制；激动；放枪 vi.着火；射击；开
枪；激动；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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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French 1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175 fuel 1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176 gain 1 [gein] n.增加；利润；收获 vt.获得；增加；赚到 vi.增加；获利 n.(Gain)人名；(英、匈、法)盖恩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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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green 1 [gri:n] adj.绿色的；青春的 n.绿色；青春 vt.使…变绿色 vi.变绿色 n.(Green)人名；(英、意)格林；(瑞典、芬)格伦

179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80 halftime 1 [,hɑ:f'taim, 'ha:f-] n.中场休息；半日工作 adj.正常时间一半的

181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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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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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herve 1 n. 赫维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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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hurts 1 ['hɜ tːs] n. 伤害；疼痛 名词hurt的复数形式.

187 increase 1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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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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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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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lautaro 1 n. 劳塔罗(在智利；西经 72º30' 南纬 38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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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losing 1 ['lu:ziŋ] n.损失；失败 adj.输的；失败的；导致失败的 v.失去；损失（lose的ing形式）；错过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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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made 1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197 malki 1 马勒基

198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99 Martinez 1 n.马丁内斯（男子名）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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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202 meaning 1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203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204 mistakes 1 [mɪ'steɪk] n. 错误；误会；过失 v. 误解；弄错

205 much 1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206 nearby 1 ['niə'bai] adj.附近的，邻近的 adv.在附近 prep.在…附近

207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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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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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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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numb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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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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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offside 1 ['ɔf'said, 'ɔ:-] n.越位 adj.越位的 adv.越位地

214 offsides 1 英 ['ɒfsaɪd] 美 ['ɔː fsaɪd] adj. 越位的

215 opening 1 ['əupəniŋ] n.开始；机会；通路；空缺的职位 adj.开始的 v.开放（open的ing形式）；打开；公开

216 opponents 1 [ə'pəʊnənts] 对手

217 opportunities 1 [ˌɒpə'tjuːnɪtɪs] npl. opportunity的复数形式，机会，时机

218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19 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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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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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222 permitted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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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pl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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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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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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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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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Qatar 1 ['kɑ:tə] n.卡塔尔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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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rare 1 adj.稀有的；稀薄的；半熟的 adj.杰出的；极度的；非常好的 adv.非常；极其 vi.用后腿站起；渴望

232 rea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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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234 remaining 1 [rɪ'meɪnɪŋ] adj. 剩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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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237 repor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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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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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41 ruled 1 [ru lː] n. 规则；条例；习惯；统治；直尺 v. 支配；统治；画直线

242 sadness 1 ['sædnis] n.悲哀

243 Saturday 1 ['sætədi; -dei] n.星期六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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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score 1 [skɔ:] n.分数；二十；配乐；刻痕 vt.获得；评价；划线，刻划；把…记下 vi.得分；记分；刻痕 n.(Score)人名；(英)斯科
尔

246 scoring 1 ['skɔ:riŋ] n.得分；刻痕；总谱 adj.得分的 v.得分（score的ing形式）；刻痕；记下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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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249 semi 1 ['sem(a)i] n.半挂车；半独立式的住宅 n.(Semi)人名；(意、芬)塞米

250 shot 1 n.发射；炮弹；射手；镜头 adj.用尽的；破旧的；杂色的，闪光的 v.射击（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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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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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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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speaking 1 ['spi:kiŋ] adj.演讲的；富于表情的，雄辩的 n.说话；演讲 v.讲（speak的ing形式）

255 st 1 [es ti:] abbr.标准时间（standardtime）；Shipping装货单（ShippingTi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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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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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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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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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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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stoke 1 [stəuk] vi.烧火；做司炉工；大吃大喝 vt.拨旺火；使饱吃一顿 n.(Stoke)人名；(英)斯托克

261 stoked 1 [stəukt] adj.振奋的 v.烧火（sto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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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udden 1 ['sʌdən] adj.突然的，意外的；快速的 n.突然发生的事

264 supporters 1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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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surprising 1 [sə'praiziŋ] adj.令人惊讶的；意外的 v.使惊奇；意外发现（surprise的ing形式）

267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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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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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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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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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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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75 tournaments 1 ['tɔː nəmənts] 竞赛图

276 tries 1 [traɪ] v. 试验；尝试；设法；努力；审判；考验 n. 尝试；试验；（橄榄球）持球触地得分

277 truth 1 [tru:θ] n.真理；事实；诚实；实质

278 twice 1 [twais] adv.两次；两倍

279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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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upsets 1 ['ʌpsets] 压折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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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victory 1 ['viktəri] n.胜利；成功；克服 n.(Victory)人名；(西)维多利；(英)维克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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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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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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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wins 1 视窗网际网路名称服务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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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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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91 yelled 1 [jel] v. 大叫 n. 大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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