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1-18 [Arts and Culture] Pope John Paul II's Quick Rise to
Sainthood Under New Criticism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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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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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john 18 [dʒɔn] n.厕所

5 Paul 18 [pɔ:l] n.保罗（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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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mccarrick 11 n. 麦卡里克

8 th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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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church 8 [tʃə:tʃ] n.教堂；礼拜；教派 adj.教会的；礼拜的 vt.领…到教堂接受宗教仪式 n.(Church)人名；(英)丘奇

10 ha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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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n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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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7 abbr.微光（ImageIntensification）

13 catholic 6 ['kæθəlik] adj.天主教的；宽宏大量的 n.天主教徒；罗马天主教

14 h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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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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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e 6 [pəup] n.教皇，罗马教皇；权威，大师

17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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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changed 5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0 hi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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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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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repor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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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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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buse 4 [ə'bju:z, ə'bju:s] n.滥用；虐待；辱骂；弊端；恶习，陋习 vt.滥用；虐待；辱骂 n.(Abuse)人名；(英)阿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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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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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ishops 4 n.（基督教某些教派管辖大教区的）主教( bishop的名词复数 ); （国际象棋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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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30 leader 4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31 saint 4 [seint] n.圣人；圣徒；道德崇高的人 adj.神圣的 vt.成为圣徒

32 saints 4 [seɪnt] n. 圣人；圣徒 vt. 把 ... 封为圣人

33 Vatican 4 ['vætikən] n.罗马教廷；梵蒂冈

34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5 years 4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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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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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anonization 3 [kænə,naizeiʃən] n.承认为圣典；追封为圣者

39 newspaper 3 ['nju:s,peipə, 'nju:z-] n.报纸 报社 旧报纸

40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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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Roman 3 ['rəumən] n.罗马人；古罗马语 adj.罗马的；罗马人的

42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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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 3 pron.谁；什么人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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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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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accusations 2 n.指责( accusation的名词复数 ); 指控; 控告; （被告发、控告的）罪名

47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48 avenue 2 n.大街；林荫大道；[比喻](达到某物的)途径，手段，方法，渠道

49 begin 2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50 being 2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51 believe 2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52 believed 2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53 canonized 2 ['kænənaiz] vt.推崇；使加入圣徒之列；褒扬；将…封为圣徒

54 Caty 2 卡蒂

55 clergy 2 ['klə:dʒi] n.神职人员；牧师；僧侣

56 clergyman 2 ['klə:dʒimən] n.牧师；教士

57 credibility 2 [,kredi'biləti] n.可信性；确实性

58 death 2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59 deceived 2 [dɪ'siː v] vt. 欺骗 vi. 行骗

60 defenders 2 [dɪ'fendəz] 后卫

61 deplorable 2 [di'plɔ:rəbl] adj.可叹的；凄惨的

62 died 2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63 example 2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64 god 2 [gɔd] n.神；（大写首字母时）上帝 vt.膜拜，崇拜 n.(God)人名；(索、阿拉伯)古德

65 hasty 2 adj.轻率的；匆忙的；草率的；懈怠的 n.(Hasty)人名；(英)黑斯蒂 [比较级hastier最高级hastiest]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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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l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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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lived 2 [livd, 'laivd] adj.有生命的 v.居住（live的过去分词）；活着；度过；以…为生

69 maciel 2 马西埃尔

70 naming 2 ['neɪmɪŋ] n. 命名 动词name的现在分词形式.

71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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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order 2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73 permitting 2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74 per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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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pray 2 [prei] vt.祈祷；恳求；央求 vi.祈祷；请；恳求 n.(Pray)人名；(匈)普劳伊；(英)普雷

76 report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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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sainthood 2 ['seinthud] n.圣徒；圣徒地位

78 sexual 2 ['seksjuəl, -ʃuəl] adj.性的；性别的；有性的

79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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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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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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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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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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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too 2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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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tru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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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under 2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87 victims 2 ['vɪktɪmz] n. 受害者 名词victim的复数形式.

88 weaver 2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89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90 worship 2 ['wə:ʃip] n.崇拜；礼拜；尊敬 vt.崇拜；尊敬；爱慕 vi.拜神；做礼拜

91 you 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92 abused 1 [ə'bjuːs] n. 滥用；恶习 vt. 滥用；辱骂；虐待

93 abuser 1 [ə'bju:zə] n.滥用者；施虐者

94 accepted 1 [ək'septid] adj.公认的；录取的；可接受的；已承兑的 v.接受（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95 accounts 1 [ə'kaʊnts] n. 帐目；叙述；账户；客户，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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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acted 1 ['æktɪd] v. 行动；假装；表演；扮演；充当（动词a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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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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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101 advised 1 [əd'vaizd] adj.考虑过的；细想过的 v.建议（advise的过去分词）；劝告

102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03 agree 1 [ə̍ ɡriː ] vt.同意，赞成；承认；约定，商定 vi.vi.同意，意见一致；约定，商定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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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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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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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108 appointing 1 [ə'pɔɪnt] v. 任命；委派；指定；约定

109 archbishop 1 ['ɑ:tʃ'biʃəp] n.大主教；总教主

110 argued 1 英 ['ɑːɡju ]ː 美 ['ɑ rːɡju ]ː v. 说服；争论；辩论

111 arisen 1 [ə'rizən] v.出现（arise的过去分词）；起身；升起 adj.兴起的；出现的

112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13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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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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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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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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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beings 1 ['biː ɪŋz] n. 人；n

120 belief 1 [bi'li:f] n.相信，信赖；信仰；教义

121 benedict 1 ['benidikt] n.本尼迪克特（男子名）

122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123 biographer 1 [bai'ɔgrəfə] n.传记作者

124 blamed 1 [bleimd] adj.混蛋的，该死的 v.谴责

125 broke 1 [brəuk] adj.一文不名的，破产的 v.打破，断掉（break的过去式） n.(Broke)人名；(英)布罗克

126 bruni 1 n. 布鲁尼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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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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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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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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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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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品罐头

132 candidate 1 n.候选人，候补者；应试者

133 canonizing 1 ['kænənaɪz] v. 正式宣布(死者)为圣徒；赞扬 =canonise(英).

134 case 1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135 catholics 1 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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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Christ 1 [kraist] n.基督；救世主 int.天啊！

138 Christian 1 ['kristjən; -tʃən] n.基督徒，信徒 adj.基督教的；信基督教的

139 comm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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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conference 1 n.会议；讨论；协商；联盟；（正式）讨论会；[工会、工党用语]（每年的）大会 vi.举行或参加（系列）会议

141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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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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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criticism 1 ['krɪtɪsɪzəm] n.批评；考证；苛求

145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146 dawn 1 [dɔ:n] n.黎明；开端 vt.破晓；出现；被领悟 n.(Dawn)人名；(西)道恩

147 dear 1 [diə] adj.亲爱的；尊敬的；昂贵的 adv.高价地；疼爱地 int.哎呀 n.亲爱的人 n.(Dear)人名；(英、西)迪尔

148 debate 1 [di'beit] vt.辩论，争论，讨论 vi.辩论，争论，讨论 n.辩论；辩论会

149 deceive 1 [di'si:v] v.欺骗；行骗

150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151 declaration 1 [,deklə'reiʃən] n.（纳税品等的）申报；宣布；公告；申诉书

152 denial 1 [di'naiəl] n.否认；拒绝；节制；背弃

153 destroyed 1 [dis'trɔid] adj.被毁，毁坏；遭破坏的 v.破坏（destroy的过去分词）

154 Eden 1 ['i:dən] n.伊甸园（《圣经》中亚当和夏娃最初居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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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nglis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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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58 established 1 [i'stæbliʃt] adj.确定的；已制定的，已建立的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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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pelled 1 [ɪk'spel] vt. 驱逐；开除；排出

161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162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佩

163 explanation 1 [,eksplə'neiʃən] n.说明，解释；辩解

164 factory 1 ['fæktəri] n.工厂；制造厂；代理店

165 false 1 [fɔ:ls] adj.错误的；虚伪的；伪造的 adv.欺诈地

166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167 fix 1 [fiks] vt.使固定；修理；安装；准备 vi.固定；注视 n.困境；方位；贿赂 n.(Fix)人名；(英、法、德、瑞典)菲克斯

168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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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71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72 George 1 [dʒɔ:dʒ] n.乔治（男子名）；自动操纵装置；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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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Goldstein 1 戈德斯坦

175 goodness 1 [英['gʊdnɪs] 美['gʊdnəs]] int.天哪 n.善良，优秀；精华，养分

176 guilty 1 ['gilti] adj.有罪的；内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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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he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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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heaven 1 ['hevən] n.天堂；天空；极乐 n.(Heaven)人名；(英)希文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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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181 holy 1 [['həuli] adj.圣洁的，神圣的；至善的 n.神圣的东西 （俚）太棒了 n.(Holy)人名；(英、德、匈)霍利

182 honest 1 ['ɔnist] adj.诚实的，实在的；可靠的；坦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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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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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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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humanity 1 [hju:'mænəti] n.人类；人道；仁慈；人文学科

187 ignored 1 [ɪɡ'nɔː d] adj. 忽视的 动词ign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8 ignoring 1 英 [ɪɡ'nɔː (r)] 美 [ɪɡ'nɔː r] vt. 忽视；不理；不顾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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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influential 1 adj.有影响的；有势力的 n.有影响力的人物

191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92 investigators 1 [ɪn'vestɪɡeɪtəz] 侦查人员

193 issued 1 ['ɪʃu ]ː n. 议题；问题；期刊号；一次发行额；发行；<律>子女 v. 发表；公布；正式发给；发行；流出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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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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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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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legion 1 ['li:dʒən] n.（古罗马）军团；众多；军队 adj.众多的；大量的

198 limit 1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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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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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marcial 1 马西亚尔

202 marking 1 ['mɑ:kiŋ] n.标志；打分；做记号；斑纹 v.注意；作记号于；给…打分数（mark的ing形式） n.(Marking)人名；(西)马金

203 matteo 1 n. 马泰奥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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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Mexico 1 ['meksikəu] n.墨西哥

206 mistake 1 [mi'steik] n.错误；误会；过失 vt.弄错；误解 vi.弄错；误解

207 models 1 ['mɒdlz] n. 模范；模特儿；模型（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

208 moral 1 ['mɔrəl, 'mɔ:-] adj.道德的；精神上的；品性端正的 n.道德；寓意 n.(Moral)人名；(德、法、西、葡、土)莫拉尔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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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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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native 1 ['neitiv] adj.本国的；土著的；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天赋的 n.本地人；土产；当地居民

212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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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15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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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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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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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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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officially 1 [ə'fiʃəli] adv.正式地；官方地；作为公务员

220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221 only 1 ['əunli] adv.只，仅仅；不料 adj.唯一的，仅有的；最合适的 conj.但是；不过；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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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23 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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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papal 1 ['peipəl] adj.教宗的；罗马教皇的；教皇制度的

225 partly 1 ['pɑ:tli] adv.部分地；在一定程度上

226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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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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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30 Poland 1 ['pəulənd] n.波兰（欧洲国家）

231 poles 1 英 [pəʊl] 美 [poʊl] n. 杆；柱；极点 v. (用杆)支撑 Pole. n. 波兰人

232 polish 1 n.磨光，擦亮；擦亮剂；优雅，精良 vi.擦亮，变光滑 vt.磨光，使发亮；使完美;改进 v.磨光；修改；润色 adj.波兰的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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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35 power 1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236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237 prays 1 [prez] v. 祈求；祈祷 动词pra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38 private 1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
的，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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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241 prove 1 [pru:v] vt.证明；检验；显示 vi.证明是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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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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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questioning 1 ['kwestʃəniŋ] n.质问 v.询问，审问（question的现在分词）

245 quick 1 [kwik] n.核心；伤口的嫩肉 adj.快的；迅速的，敏捷的；灵敏的 adv.迅速地，快 n.(Quick)人名；(英、德、瑞典、芬)奎
克

246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47 read 1 [ri:d] vt.阅读；读懂，理解 vi.读；读起来 n.阅读；读物 adj.有学问的 n.(Read)人名；(英)里德

248 real 1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249 recognition 1 [,rekəg'niʃən] n.识别；承认，认出；重视；赞誉；公认

250 recognized 1 ['rekəɡnaɪzd] adj. 公认的；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1 reese 1 [ri:s] n.里斯（姓氏）

252 religion 1 [ri'lidʒən] n.宗教；宗教信仰

253 religious 1 [ri'lidʒəs] adj.宗教的；虔诚的；严谨的；修道的 n.修道士；尼姑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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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reporter 1 [ri'pɔ:tə] n.记者

256 restarted 1 英 [ˌriː 'stɑ tː] 美 [ˌriː 'stɑ rːt] v. 重新启动，重新开始 n. 重新开始；返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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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59 rise 1 [raiz, rais] vi.上升；增强；起立；高耸 vt.使…飞起；使…浮上水面 n.上升；高地；增加；出现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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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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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schools 1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263 service 1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264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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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265 settings 1 n. 设置 名词setting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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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exually 1 ['sekʃuəli] adv.性别地；两性之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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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ign 1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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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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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73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274 speak 1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275 spokesman 1 ['spəuksmən] n.发言人；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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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tates 1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278 street 1 [stri:t] n.街道 adj.街道的 n.(Street)人名；(英、葡)斯特里特；(德)施特雷特

279 thanks 1 n.谢谢（只用复数） int.谢谢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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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theodore 1 ['θi:ədɔ:; 'θiə-] n.希欧多尔（男子名）

282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83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84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85 though 1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286 tom 1 n.雄性动物（尤指雄猫）；汤姆（人名） v.〈美口〉(像汤姆叔一样)逆来顺受

287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288 treatment 1 ['tri:tmənt] n.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289 truth 1 [tru:θ] n.真理；事实；诚实；实质

290 tweeted 1 [twiː t] n. 小鸟的啁啾声；(社交网站Twitter上的)微博 v. 小鸟鸣叫；在Twitter上发微博

291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292 urged 1 ['ɜːdʒd] v. 催促；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3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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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warsaw 1 ['wɔ:sɔ:] n.华沙（波兰首都）

296 Washington 1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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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weaken 1 ['wi:kən] vt.减少；使变弱；使变淡 vi.变弱；畏缩；变软弱

299 week 1 [wi:k] n.周，星期

300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301 weigel 1 n. 韦格尔

302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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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widely 1 ['waidli] adv.广泛地

305 willingness 1 ['wiliŋnis] n.乐意；心甘情愿；自动自发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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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08 worst 1 [wə:st, 'wə:st] adj.最差的，最坏的；最不利的；效能最低的 n.最坏；最坏的时候 adv.最坏地；最不利地 n.(Worst)人名；
(英、德)沃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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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worthy 1 ['wə:ði] adj.值得的；有价值的；配得上的，相称的；可尊敬的；应…的 n.杰出人物；知名人士 n.(Worthy)人名；(英)沃
西

310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311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12 XVI 1 十六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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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