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1-05 [Arts and Culture] Soccer Star Pele Buried in Brazil 词汇词汇
表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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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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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fection 1 [ə'fekʃən] n.喜爱，感情；影响；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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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ir 1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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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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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lves 1 n. 阿尔维斯

10 am 2 abbr.调频，调谐，调幅（amplitudemodulation） vi.（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 aux.（与v-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与v-ed
连用构成被动语态） n.（柬）安（人名）

11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2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3 and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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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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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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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sk 1 [ɑ:sk, æsk] vt.问，询问；要求；需要；邀请；讨价 vi.问，询问；要求 n.(Ask)人名；(芬、瑞典)阿斯克

17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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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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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thletes 1 ['æθliː ts] 运动员

21 attended 1 [ə'tendɪd]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2 baked 1 ['beikid] adj.烤的；烘焙的 v.烘培；烧制（bake的过去分词）

23 bakery 2 ['beikəri] n.面包店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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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6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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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behind 1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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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31 belmiro 1 贝尔米罗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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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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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ox 1 [bɔks] n.箱，盒子；包厢；一拳 vi.拳击 vt.拳击；装…入盒中；打耳光 n.(Box)人名；(英、法、西)博克斯

35 Brazil 5 [brə'zil] n.巴西（拉丁美洲国家）

36 Brazilian 2 [brə'ziljən] adj.巴西的；巴西人的 n.巴西人

37 Brazilians 1 [brə'zɪliənz] 漂白或染色细平布

38 bread 1 [bred] n.面包；生计 vt.在…上洒面包屑

39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40 buried 3 ['berid] adj.埋葬的；埋藏的 v.埋葬（bu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1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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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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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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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aio 1 卡约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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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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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asket 2 ['kɑ:skit] n.棺材；骨灰盒；小箱 vt.把……装进小箱；入殓

48 casual 1 ['kæʒjuəl] adj.随便的；非正式的；临时的；偶然的 n.便装；临时工人；待命士兵

49 cemetery 1 ['semitəri] n.墓地；公墓

50 ceremony 1 ['seriməuni] n.典礼，仪式；礼节，礼仪；客套，虚礼

51 championships 1 [t'ʃæmpiənʃɪps] 锦标赛

52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53 civil 1 ['sivəl] adj.公民的；民间的；文职的；有礼貌的；根据民法的 n.(Civil)人名；(土)吉维尔；(法)西维尔

54 club 2 [klʌb] n.俱乐部，社团；夜总会；棍棒；（扑克牌中的）梅花 vt.用棍棒打；募集 vi.集资；组成俱乐部 adj.俱乐部的 n.
(Club)人名；(英)克拉布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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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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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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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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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overed 1 ['kʌvəd] adj.覆盖了的；隐蔽着的；有屋顶的 v.覆盖；包括；掩护（cover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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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cup 2 [kʌp] n.杯子；奖杯；酒杯 vt.使成杯状；为…拔火罐

63 da 1 [dɑ:] n.（俄）是，是的；爸爸（等于dad） n.(Da)人名；(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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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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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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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driven 1 adj.被动的，受到驱策的；有紧迫感的；（人）发愤图强的 v.驾驶，开车（driv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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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motion 1 [i'məuʃən] n.情感；情绪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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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73 eu 1 abbr.欧盟（EuropeanUnion）；能量单位（EnergyUnit）；熵的单位（EntropyUnit）；等效单位（EquivalentUnit） n.(Eu)人
名；(中)余(普通话·威妥玛)；(英)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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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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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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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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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family 1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80 famous 3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81 fans 2 [fæns] n. 狂热者；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

82 father 1 ['fɑ:ðə] n.父亲，爸爸；神父；祖先；前辈 vt.发明，创立；当…的父亲

83 fifa 3 ['faifə] n.费法（已裂变原子数与初始装料易裂变原子数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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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fill 1 [fil] vt.装满，使充满；满足；堵塞；任职 vi.被充满，膨胀 n.满足；填满的量；装填物 n.(Fill)人名；(德、俄、匈)菲尔

85 filled 1 [fild] adj.满的；装满的；加满的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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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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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flags 1 [f'læɡz] n. 旗帜；标志 名词flag的复数形式.

89 flowers 1 英 ['flaʊə(r)] 美 ['flaʊər] n. 花；开花植物；精华；盛时 v. 开花；成熟；用花装饰

90 football 2 ['fut,bɔ:l] n.足球，橄榄球 vi.踢足球；打橄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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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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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94 friend 1 [frend] n.朋友；助手；赞助者 n.(Friend)人名；(英)弗兰德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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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funeral 2 ['fju:nərəl] n.葬礼；麻烦事 adj.丧葬的，出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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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99 gianni 1 n. 詹尼

100 girl 1 n.女孩；姑娘，未婚女子；女职员，女演员；（男人的）女朋友 n.（捷）吉尔

101 goals 1 ['ɡəʊlz] n.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

102 grain 1 [grein] n.粮食；颗粒；[作物]谷物；纹理 vi.成谷粒 vt.使成谷粒 n.(Grain)人名；(法)格兰

103 greatest 1 ['greɪtɪst] adj. 最大的 形容词great的最高级.

104 guy 1 [gai] n.男人，家伙 vt.嘲弄，取笑 vi.逃跑 n.(Guy)人名；(西)吉；(法)居伊；(英)盖伊

105 guys 1 [ɡaɪ] n. 家伙；(男)人 n. 拉索；牵索 vt. 嘲笑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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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happiness 1 ['hæpinis] n.幸福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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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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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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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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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here 3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13 hi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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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15 h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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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honor 1 ['ɔnə] n.荣誉；信用；头衔 vt.尊敬（等于honour）；给…以荣誉

117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118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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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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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i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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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24 infantino 3 因凡蒂诺

125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126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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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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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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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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items 1 ['aɪtəm] n. 项目；条款；一件商品（或物品）；一则或一条新闻 adv. 也

130 kak 1 n.(Kak)人名；(伊朗)卡克；(东南亚国家华语)角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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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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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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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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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36 li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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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lines 1 [laɪnz] n. (剧本中的)台词；诗歌；线条；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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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luiz 1 路易斯

140 lula 1 n. 卢拉

141 m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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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man 3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143 manoel 1 n. 马诺埃尔

144 many 4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45 Maria 1 [riə; 'mεəriə] n.玛丽亚（女名）

146 me 1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147 met 1 [met] v.遇见（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et)人名；(瑞典)梅特

148 minute 1 [ˈmɪnɪt] n.分，分钟；片刻，一会儿；备忘录，笔记；会议记录 vt.将…记录下来 adj.微小的，详细的[maɪˈnjuːt;US-
ˈnuːt;maɪˋnut]

149 missed 1 [mɪs] n. [M-]小姐 vt. 想念 vt. 错过；漏掉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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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mourners 1 n.哀悼者; 哀悼者，送葬者( mourner的名词复数 )

152 my 1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153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154 nazario 1 n. 纳扎里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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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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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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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Nigeria 1 [nai'dʒiəriə] n.尼日利亚（位于非洲）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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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observe 1 vt.庆祝 vt.观察；遵守；说；注意到；评论 vi.观察；说；注意到；评论

162 of 1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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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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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on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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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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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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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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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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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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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pay 1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172 pel 3 [pel] abbr. 弹性极限(=proportional elastic)

173 pele 10 [pi:] vt.剥；削；剥落 n.(Pele)人名；(罗)佩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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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performance 1 n.性能；绩效；表演；执行；表现

176 person 1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177 pla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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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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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platform 1 ['plætfɔ:m] n.平台；月台，站台；坛；讲台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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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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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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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playing 1 ['pleiiŋ] n.比赛；演奏 v.玩耍（play的ing形式）

184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85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86 presidents 1 [p'rezɪdənts] n. 总统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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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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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products 1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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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puts 1 [pʊts] n.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

192 Queens 1 n.皇后区；女王（queen的复数形式）

193 remember 1 [ri'membə] vt.记得；牢记；纪念；代…问好 vi.记得，记起

194 remembered 1 英 [rɪ'membə(r)] 美 [rɪ'membər] v. 记得；想起；记住，铭记；回忆；提及

195 repay 1 [ri:'pei, ri-] vi.偿还；报答；报复 vt.回报；报复；付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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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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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respect 1 [ri'spekt] n.尊敬，尊重；方面；敬意 vt.尊敬，尊重；遵守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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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ronaldo 2 n. 罗纳尔多(男子名)

201 rows 1 英 [rəʊz] 美 [roʊz] n. 行 名词row的复数形式.

202 runs 1 [rʌnz] n.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

203 sadness 1 ['sædnis] n.悲哀

204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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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santos 4 ['sa:ntu:s] n.桑托斯（巴西港口）

206 sarmento 1 萨尔门托

207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208 seats 1 ['siː ts] n.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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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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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shirts 1 ['ʃɜ tːs] 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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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215 silence 1 ['sailəns] n.沉默；寂静；缄默；不谈；无声状态 vt.使沉默；使安静；压制；消除噪音 int.安静！；别作声！

216 silva 1 ['silvə] n.森林里的树木；森林志（等于sylva） n.(Silva)人名；(德、俄、法、罗、塞、葡、瑞典、斯里、西、意、英)席尔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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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skills 1 技能

219 smile 2 [smail] vi.微笑 n.微笑；笑容；喜色 vt.微笑着表示 n.(Smile)人名；(塞)斯米莱

220 smiles 1 [s'maɪlz] v. 微笑（动词smi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 笑容（名词smile的复数形式）

221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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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soccer 6 ['sɔkə] n.英式足球，足球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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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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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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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song 1 [sɔŋ, sɔ:ŋ] n.歌曲；歌唱；诗歌；鸣声 n.(Song)人名；(泰)颂；(柬)松；(英)桑；(老)宋；(越)双；(东南亚国家华语)松

227 sou 1 [su:] n.苏（昔日法国之一种铜币）；无价值之物 n.(Sou)人名；(柬)苏

228 sound 1 [saund] vt.听（诊）；测量，测…深；使发声；试探；宣告 n.声音，语音；噪音；海峡；吵闹；听力范围；[医]探条 adj.
健全的，健康的；合理的；可靠的；有效彻底的 adv.彻底地，充分地 vi.听起来；发出声音；回响；测深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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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tadium 7 ['steidiəm] n.体育场；露天大型运动场

231 sta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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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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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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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stop 1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235 stopped 1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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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streets 1 [st'riː ts] 街道

238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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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售得金额

240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241 temporarily 1 ['tempərərili, ,tempə'rεə-] adv.临时地，临时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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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the 3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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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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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47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48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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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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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252 three 2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53 through 1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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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t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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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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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威妥玛)

256 tribute 2 n.礼物；[税收]贡物；颂词；（尤指对死者的）致敬，悼念，吊唁礼物

257 truck 1 [trʌk] n.卡车；交易；手推车 vi.驾驶卡车；以物易物 vt.交易；以卡车运输 adj.（美）运货汽车的 n.(Truck)人名；(德)特
鲁克

258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259 us 1 pron.我们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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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vacations 1 [və'keɪʃn] n. 假期；休假；腾出 vi. 度假

262 Vila 1 ['vi:lə] n.维拉港（瓦努阿图首都，位于埃法特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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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waited 1 [weɪt] v. 等；等待 n. 等待；等候

265 waiting 1 ['weitiŋ] n.等待；服侍 adj.等待的；服侍的 v.等待；伺候（wait的ing形式）；延缓 n.(Waiting)人名；(英)韦廷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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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war 1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268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69 wat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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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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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w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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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wealth 1 [welθ] n.财富；大量；富有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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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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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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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where 7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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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who 2 pron.谁；什么人

279 whole 1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280 wi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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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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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works 2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84 world 7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85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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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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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your 3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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