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1-04 [As It Is] Meet Singapore's Royals_ Just Like U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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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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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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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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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greement 1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7 alive 1 [ə'laiv] adj.活着的；活泼的；有生气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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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0 ancestral 1 [æn'sestrəl] adj.祖先的；祖传的

11 and 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2 answer 1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13 apartment 2 [ə'pɑ:tmənt] n.公寓；房间

14 apartments 1 公寓

15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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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7 article 1 ['ɑ:tikəl] n.文章；物品；条款；[语]冠词 vt.订约将…收为学徒或见习生；使…受协议条款的约束 vi.签订协议；进行控告

18 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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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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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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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ttending 1 adj.（医生）主治的 v.参加（attend的现在分词）；注意，听；照顾；[常用被动语态]（作为结果、情况）伴随

22 average 1 n.平均；平均数；海损 adj.平均的；普通的；通常的 vt.算出…的平均数；将…平均分配；使…平衡 vi.平均为；呈中
间色

23 azan 1 [ɑ:'zɑ:n] n.（伊斯兰教国家的）祈祷的召唤（每日五次） n.(Azan)人名；(阿拉伯、法、意、哈萨、塔吉、吉尔、土库、阿
塞、乌兹)阿赞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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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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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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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belief 1 [bi'li:f] n.相信，信赖；信仰；教义

29 blood 1 [blʌd] n.血，血液；血统 vt.从…抽血；使先取得经验 n.(Blood)人名；(英、西)布拉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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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32 British 1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33 building 3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34 businessman 1 ['biznismæn] n.商人

35 busy 1 ['bizi] adj.忙碌的；热闹的；正被占用的 vt.使忙于 n.(Busy)人名；(匈)布希；(法)比西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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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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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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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elebrating 1 ['selɪbreɪt] v. 庆祝；庆贺；颂扬

40 celebrations 1 n.庆祝( celebration的名词复数 ); 庆祝会（仪式）

41 century 1 ['sentʃuri] n.世纪，百年；（板球）一百分

42 child 1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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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44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45 claim 2 [kleim] vi.提出要求 vt.要求；声称；需要；认领 n.要求；声称；索赔；断言；值得

46 claimants 1 n.申请者，要求者( claimant的名词复数 )

47 cleaner 1 ['kli:nə] n.[化工]清洁剂；清洁工；干洗店；干洗商；洗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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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olonial 2 [kə'ləunjəl] n.殖民地居民 adj.殖民地的，殖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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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oronavirus 1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52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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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rowded 1 ['kraudid] adj.拥挤的；塞满的 v.拥挤（crowd的过去分词）

55 damaged 1 adj.被损坏的 v.损害（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6 dangers 1 丹赫尔斯

57 daughter 2 ['dɔ:tə] n.女儿；[遗][农学]子代 adj.女儿的；子代的

58 deals 1 [diː l] n. 协定；交易；大量 v. 应付；分配；处理；交易；经营

59 deeply 1 ['di:pli] adv.深刻地；浓浓地；在深处

60 descendant 3 [di'sendənt] adj.下降的；祖传的 n.后裔；子孙

61 descendants 6 [dɪ'sendənts] n. 后代；后裔 名词descendant的复数形式.

62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3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64 difficult 3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65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66 doubts 1 [daʊt] n. 怀疑；疑惑；悬而未定 vt. 怀疑；不信任 vi. 不确定

67 drives 1 n. 驱动程序；驱动器 名词drive的复数形式.

68 driving 1 ['draiviŋ] adj.强劲的；推进的；精力旺盛的 n.驾驶；操纵 v.驾驶（drive的ing形式）

69 dynasty 3 ['dinəsti, 'dai-] n.王朝，朝代

70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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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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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ist 1 [ig'zist] vi.存在；生存；生活；继续存在

75 faces 1 ['feɪsɪz] n.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

76 famil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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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fast 1 [fɑ:st, fæst] adj.快速的，迅速的；紧的，稳固的 adv.迅速地；紧紧地；彻底地 vi.禁食，斋戒 n.斋戒；绝食 n.(Fast)人名；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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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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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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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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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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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generations 1 [dʒenə'reɪʃnz] n. 世代

87 geographical 1 [dʒiə'græfikəl] adj.地理的；地理学的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88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89 government 5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90 grandson 1 ['grændsʌn] n.孙子；外孙

91 great 4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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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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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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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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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he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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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hel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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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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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his 5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00 history 3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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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hom 1 [hɔm; həum] abbr.高阶模（higherordermodes）；最高占有分子（highestoccupiedmolecular） n.(Hom)人名；(缅)洪；(中)堪(广
东话·威妥玛)；(英、德、尼)霍姆

103 h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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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house 1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名；(英)豪斯

105 Hussein 3 n.侯赛因（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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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identified 1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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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i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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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independent 1 [,indi'pendənt] adj.独立的；单独的；无党派的；不受约束的 n.独立自主者；无党派者

111 indra 3 ['indrə] n.因陀罗（古印度神话中印度教的主神，主管雷雨）

112 infectious 1 [in'fekʃəs] adj.传染的；传染性的；易传染的

113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114 interested 1 ['intristid, 'intər-] adj.感兴趣的；有权益的；有成见的 v.使…感兴趣（interest的过去分词）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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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7 island 1 ['ailənd] n.岛；岛屿；安全岛；岛状物 adj.岛的 vt.孤立；使成岛状 n.(Island)人名；(英)艾兰

118 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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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job 2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120 ju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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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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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know 2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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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la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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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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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28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29 left 1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130 letters 1 [letəz] n.[语]字母；书信；读者投书栏（letter的复数） v.用字母标明；用印刷体写（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

131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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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links 1 ['liŋks] n.[计]链接（link的复数）；沙地；沙丘

134 lived 4 [livd, 'laivd] adj.有生命的 v.居住（live的过去分词）；活着；度过；以…为生

135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36 living 2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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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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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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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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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Malay 1 [mə'lei; 'meilei] adj.马来人的；马来语的；马来西亚的 n.马来语；马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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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144 mcdonald 1 n. 麦克唐纳（姓氏）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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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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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Members 2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148 modern 1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149 money 2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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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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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museum 2 [mju:'ziəm] n.博物馆

153 museums 1 [m'juːziəmz] n. 博物馆，展览馆（名词museum的复数形式）

154 na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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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names 1 [neɪmz] n.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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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158 not 9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59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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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offered 1 ['ɒfəd] v. 提供；奉献；提议 vbl. 提供；奉献；提议

162 offices 1 办公室

163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164 often 3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65 old 3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66 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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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on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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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o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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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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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71 others 2 pron.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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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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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174 over 3 ['əuvə] adv.结束；越过；从头到尾 prep.越过；在…之上；遍于…之上 adj.结束的；上面的 vt.越过 n.(Over)人名；(俄、
西、土)奥韦尔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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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palace 6 ['pælis] n.宫殿；宅邸；豪华住宅

177 pandemic 2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178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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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passing 1 ['pɑ:siŋ, 'pæs-] adj.经过的；目前的；及格的；短暂的 n.经过；及格；流逝；去世 adv.非常 v.通过；及格；许可；传送
（pass的ing形式） n.(Passing)人名；(德)帕辛

180 past 4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181 payments 1 ['peɪmənts] 支付

182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83 period 2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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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personal 1 ['pə:sənl] adj.个人的；身体的；亲自的 n.人事消息栏；人称代名词

186 possibly 1 ['pɔsəbli] adv.可能地；也许；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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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ce 3 [prins] n.王子，国君；亲王；贵族 n.(Prince)人名；(英、葡)普林斯；(法)普兰斯；

189 princess 1 [prin'ses, 'prinsis] n.公主；王妃；女巨头 n.(Princess)人名；(英)普琳西丝；

190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191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192 publ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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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queen 1 [kwi:n] n.女王，王后；（纸牌中的）皇后；（蜜蜂等的）蜂王 vt.使…成为女王或王后 vi.做女王 n.(Queen)人名；(英)奎
因

194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195 receives 1 [rɪ'siː v] v. 接到；收到；接待

196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197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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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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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reuters 3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02 rich 1 adj.富有的；肥沃的；昂贵的 adj.油腻的，含有很多脂肪 n.(Rich)人名；(丹)里克；(捷)里赫；(英、西)里奇；(葡、法)里什

203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204 royal 6 ['rɔiəl] adj.皇家的；盛大的；女王的；高贵的；第一流的 n.王室；王室成员

205 royals 1 Royals Stadium, Kansas City, Missoori 密苏里洲堪萨斯城皇家露天体育场

206 royalty 2 ['rɔiəlti] n.皇室；版税；王权；专利税

207 rule 1 [ru:l] vi.统治；管辖；裁定 n.统治；规则 vt.统治；规定；管理；裁决；支配 n.(Rule)人名；(英)鲁尔；(塞)鲁莱

208 ruler 1 ['ru:lə] n.尺；统治者；[测]划线板，划线的人

209 rul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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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sai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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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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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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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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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several 2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15 shah 2 [ʃɑ:, ʃɔ:] n.伊朗国王

216 shand 2 n. 尚德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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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19 signed 1 [saind] adj.有符号的；已签字的；有正负之分的 v.署名；写下；预示；示意（sign的过去分词）

220 Singapore 7 [,siŋgə'pɔ:] n.新加坡

221 singaporeans 1 n.新加坡人( Singaporean的名词复数 )

222 smart 1 [smɑ tː] adj.聪明的；巧妙的；敏捷的；厉害的；潇洒的；剧烈的；时髦的 n.(Smart)人名；(法)斯马尔；(英、德)斯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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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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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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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spread 1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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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still 2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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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struggling 1 ['strʌgliŋ] adj.奋斗的；努力的；苦斗的 v.努力；斗争；竞争（struggle的ing形式）

232 sultan 6 ['sʌltən] n.苏丹（某些伊斯兰国家统治者的称号）

233 susan 2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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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talked 1 [tɔː k] v. 交谈；商讨；演讲；阐述；劝服 n. 谈话；会谈；讨论；讲话；空谈

236 taxi 1 ['tæksi] vi.乘出租车；滑行 vt.使滑行；用出租车送 n.出租汽车

237 taxis 1 ['tæksis] n.整腹法；反射运动；分类法；（古希腊军队的）分队；排列 n.(Taxis)人名；(英、芬)塔克西斯

238 tells 1 [tel] v. 告诉；吩咐；讲述；表达；辨别；判断；泄露；告发；产生效果

239 tengku 5 东古

240 t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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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the 4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42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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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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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45 thinks 1 [θɪŋk] v. 认为；想；记起；考虑 n. 想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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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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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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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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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51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52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53 traditional 1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254 treaties 1 [triː tɪz] n. 条约 名词treaty的复数形式.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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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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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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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turned 2 adj.被转动的；变质的；车削的 v.使变成（turn的过去式）；转动

258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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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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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us 1 pron.我们

262 ve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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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visits 1 ['vɪzɪt] v. 拜访；参观；闲谈 n. 拜访；参观；聊天

264 warn 1 [wɔ:n] vt.警告，提醒；通知 vi.发出警告，发出预告 n.(Warn)人名；(英)沃恩；(德)瓦恩

265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66 waste 1 [weist] n.浪费；废物；荒地；损耗；地面风化物 vt.浪费；消耗；使荒芜 vi.浪费；变消瘦；挥霍钱财 adj.废弃的；多余
的；荒芜的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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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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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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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were 4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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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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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who 8 pron.谁；什么人

275 wife 1 [waif] n.妻子，已婚妇女；夫人

276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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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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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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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280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81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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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year 4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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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86 youngest 1 ['jʌŋgist] n.最小的儿子；年纪最小的人 adj.最年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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