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2-29 [As It Is] Female Iranian Chess Player Competes
Without Head Covering 词频表词频表

1 i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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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he 1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 chess 5 [tʃes] n.国际象棋，西洋棋 n.(Chess)人名；(英)切斯

4 hijab 5 [hɪ'dʒɑːb] 穆斯林女性使用的头巾

5 and 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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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ranian 4 [i'reinjən] adj.伊朗的；伊朗人的；伊朗语的 n.伊朗人；伊朗语

8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 with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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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1 cover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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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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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head 3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14 khadem 3 哈德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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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play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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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reuters 3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8 she 3 [ʃi:] pron.她（主格）；它（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船舶、地球、月亮等） n.女人；雌性动物 n.(She)人名；(中)佘(普通话
·威妥玛)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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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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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2 wear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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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lmaty 2 [,a:lmə'ti:] n.阿拉木图（位于哈萨克斯坦东南部，该国前首都和经济、文化中心及最大的工业中心）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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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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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litz 2 [blits] n.闪电战 vt.以闪电战攻击 vi.进行闪击 adj.闪击的；凌厉的 n.(Blitz)人名；(英、法、德、西、罗、瑞典、匈)布利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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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competing 2 [kəm'piː tɪŋ] adj. 竞争的；抵触的；相互矛盾的 动词compete的现在分词.

29 December 2 [di'sembə] n.十二月

30 event 2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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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her 2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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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john 2 [dʒɔn] n.厕所

35 Kazakhstan 2 [,ka:za:k'sta:n] n.哈萨克斯坦（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已于1991年宣布独立）

36 laws 2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37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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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public 2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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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rapid 2 ['ræpid] adj.迅速的，急促的；飞快的；险峻的 n.急流；高速交通工具，高速交通网

41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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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taking 2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44 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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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website 2 ['websaɪt] n. 网站

46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47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48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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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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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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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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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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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amini 1 阿米尼

55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6 attire 1 [ə'taiə] n.服装；盛装 vt.打扮；使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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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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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60 board 1 [bɔ:d] n.董事会；木板；甲板；膳食 vt.上（飞机、车、船等）；用板盖上；给提供膳宿 vi.寄宿 n.(Board)人名；(英、西)
博德

61 born 1 [bɔ:n] v.出世（bear的过去分词） adj.天生的 n.(Born)人名；(柬)邦；(英、西、俄、捷、德、瑞典、匈)博恩

62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63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64 championships 1 [t'ʃæmpiənʃɪps] 锦标赛

65 clothes 1 [kləuðz] n.衣服

66 clothing 1 ['kləuðiŋ] n.（总称）[服装]服装；帆装 v.覆盖（clothe的ing形式）；给…穿衣

67 competed 1 [kəm'piː t] v. 竞争；比赛；对抗

68 competes 1 [kəm'piː t] v. 竞争；比赛；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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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ompetitions 1 竞赛

71 concerning 1 [kən'sə:niŋ] prep.关于；就…而言 v.涉及；使关心（concern的ing形式）；忧虑

72 count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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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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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demonstrating 1 ['demənstreɪt] vt. 证明；演示；示范 vi. 示威

75 demonstrations 1 [demənst'reɪʃnz] n. 课堂演示；示范 名词demonstration的复数形式.

76 detained 1 [dɪ'teɪn] vt. 扣留；拘押；耽搁；延误

77 died 1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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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80 escape 1 vt.逃避，避开，避免；被忘掉；被忽视 vi.逃脱；避开；溜走；（气体，液体等）漏出；（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
而）逃脱；声音（不自觉地）由…发出 n.逃跑；逃亡；逃走；逃跑工具或方法；野生种；泄漏

81 etemad 1 埃特马

82 federation 1 ['fedəreiʃən] n.联合；联邦；联盟；联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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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female 1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84 females 1 ['fiː meɪlz] 女性

85 fide 1 abbr.世界国际象棋联合会（FédérationInternationaledesEchecs，即InternationalChessFederation）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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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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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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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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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inappropriate 1 [,inə'prəupriət] adj.不适当的；不相称的

91 Iran 1 [i'rɑ:n; i'ræn] n.伊朗（亚洲国家）

92 iranians 1 n.伊朗人( Iranian的名词复数 )

93 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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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king 1 [英[kɪŋ] 美[kɪŋ]] n.国王；最有势力者；王棋 vi.统治；做国王 vt.立…为王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最大的 n.(King)人名；
(德、英、葡、捷、西)金；(中)金(普通话·威妥玛)；(泰)京；(东南亚国家华语)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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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Kurdish 1 ['kə:diʃ] n.库尔德语 adj.库尔德人的

97 leadership 1 ['li:dəʃip] n.领导能力；领导阶层

98 legally 1 ['li:gəli] adv.合法地；法律上

99 listed 1 ['listid] adj.列出的；表列的；已登录的 v.列出；登记（list的过去分词）

100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01 mid 1 [mid] adj.中间的；中央的 prep.在…之中 n.(Mid)人名；(柬)米

102 morality 1 [mə'ræləti, mɔ:-] n.道德；品行，美德

103 moves 1 [muːv] n.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

104 muslim 1 ['muzlim; 'mʌz-] n.穆斯林；穆罕默德信徒 adj.伊斯兰教的

105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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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08 opponent 1 [ə'pəunənt] n.对手；反对者；敌手 adj.对立的；敌对的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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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overseas 1 ['əuvə'si:z] adv.在海外，海外 adj.海外的，国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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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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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player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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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police 1 [pə'li:s] n.警察，警方；治安 vt.监督；管辖；维持治安；为…配备警察 adj.警察的；有关警察的

116 position 1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117 protests 1 英 ['prəʊtest] 美 ['proʊtest] n. 抗议；反对 v. 抗议；反对；申明；断言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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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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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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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reporter 1 [ri'pɔ:tə] n.记者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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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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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sara 1 ['sɑ:rə] n.萨拉（女子名）；萨拉族；萨拉人

126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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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seco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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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seized 1 ['siː zd] adj. 查封的，扣押的 v. 逮住，抓住，咬住（动词seize的过去式,动词seize的过去分词）

129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130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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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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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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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sportswomen 1 ['spɔː tswɪmɪn] n. 女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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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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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39 violation 1 [,vaiə'leiʃən] n.违反；妨碍，侵害；违背；强奸

140 wear 1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141 week 1 [wi:k] n.周，星期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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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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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who 1 pron.谁；什么人

145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146 women 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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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worn 1 [wɔ:n] adj.疲倦的；用旧的 v.穿；磨损（wear的过去分词）；佩戴 n.(Worn)人名；(柬)翁；(英、葡)沃恩

149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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