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1-18 [As It Is] Peru to Swear-In New President to Calm
Unrest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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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used 1 [ə'kju:zd] n.被告 adj.被控告的 v.指责；控告（accuse的过去式）

3 acting 1 ['æktiŋ] adj.代理的；装腔作势的 n.演技；演戏；假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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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fter 3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6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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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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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nger 1 ['æŋgə] n.怒，愤怒；忿怒 vt.使发怒，激怒；恼火 vi.发怒；恼火 n.(Anger)人名；(罗)安杰尔；(法)安热；(德、捷、瑞典)
安格尔

11 anti 1 ['ænti, -tai] adj.反对的 n.反对者，反对论者 n.(Anti)人名；(意)安蒂；(阿拉伯)安提

12 appears 1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13 appointment 1 [ə'pɔintmənt] n.任命；约定；任命的职位

14 approved 1 [ə'pru:vd] adj.被认可的；经过检验的 v.核准；认可（approve的过去式）

15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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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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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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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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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way 2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21 bank 1 [bæŋk] n.银行；岸；浅滩；储库 vt.将…存入银行；倾斜转弯 vi.堆积；倾斜转弯 n.(Bank)人名；(英、德、俄)班克；(法、
匈)邦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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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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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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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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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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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binet 1 ['kæbinit] n.内阁；橱柜；展览艺术品的小陈列室 adj.内阁的；私下的，秘密的

29 calm 2 [kɑ:m, kɑ:lm] adj.静的，平静的；沉着的 vt.使平静；使镇定 vi.平静下来；镇定下来 n.风平浪静 n.(Calm)人名；(法、德)卡尔
姆

30 calmed 1 [kɑːm] adj. 平静的；冷静的 v. (使)平静；(使)镇静 n. 镇定；平静；平稳

31 charge 1 [tʃɑ:dʒ] n.费用；电荷；掌管；控告；命令；负载 vt.使充电；使承担；指责；装载；对…索费；向…冲去 vi.充电；控
告；索价；向前冲；记在账上 n.(Charge)人名；(法)沙尔热；(英)查奇

32 charges 2 [t'ʃɑːdʒɪz] n. 费用

33 congress 2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34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35 continued 1 [kən'tinju:d] adj.继续的；持久的 v.继续；逗留；维持原状（continue的过去分词）

36 corrupt 1 [kə'rʌpt] adj.腐败的，贪污的；堕落的 vt.使腐烂；使堕落，使恶化 vi.堕落，腐化；腐烂

37 corruption 2 [kə'rʌpʃən] n.贪污，腐败；堕落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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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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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crime 1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40 crimes 1 [k'raɪmz] 犯罪

41 crises 1 ['kraisi:z] n.危机，紧要关头；危险期（crisis的复数形式）

42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43 demonstrate 1 ['demənstreit] vt.证明；展示；论证 vi.示威

44 denies 1 [dɪ'naɪ] vt. 否认；拒绝承认；拒绝给予；自制

45 departure 1 [di'pɑ:tʃə] n.离开；出发；违背

46 departures 1 [dɪ'pɑ tːʃəz] n. 出发；出港 名词departure的名词形式.

47 desire 1 [di'zaiə] n.欲望；要求，心愿；性欲 vt.想要；要求；希望得到… vi.渴望 n.(Desire)人名；(刚(布)、英)德西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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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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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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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53 economic 1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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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56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57 election 1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58 engineer 1 [,endʒi'niə] n.工程师；工兵；火车司机 vt.设计；策划；精明地处理 vi.设计；建造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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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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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periencing 1 [ɪk'spɪərənsɪŋ] n. 体验；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

62 fair 1 [fεə] adj.公平的；美丽的，白皙的；[气象]晴朗的 adv.公平地；直接地；清楚地 vi.转晴 n.展览会；市集；美人 n.(Fair)人
名；(英、芬)费尔

63 financial 1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64 following 1 ['fɔləuiŋ] adj.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n.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v.跟随；沿行（follow的ing形式）

65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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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fourth 1 [fɔ:θ] adj.第四的，第四个的；四分之一的 n.第四，月的第四日；四分之一 num.第四

68 Francisco 1 [fræn'siskəu] n.弗朗西斯科（男子名，等于Francis）

69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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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72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73 governor 1 ['gʌvənə] n.主管人员；统治者，管理者；[自]调节器；地方长官

74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75 happiness 1 ['hæpinis] n.幸福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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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h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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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79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80 his 3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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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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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84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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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illegal 1 adj.[法]非法的；违法的；违反规则的 n.非法移民，非法劳工

87 impeachment 2 [im'pi:tʃmənt] n.弹劾；控告；怀疑；指摘

88 i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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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integrity 2 [in'tegrəti] n.完整；正直；诚实；廉正

90 investigated 1 [ɪn'vestɪɡeɪt] v. 调查；研究

91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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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94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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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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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lawmaker 1 ['lɔ:,meikə] n.立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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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leave 2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100 legislative 1 ['ledʒislətiv] adj.立法的；有立法权的 n.立法权；立法机构

101 legislator 1 ['ledʒisleitə] n.立法者

102 legislators 1 ['ledʒɪsleɪtəz] 立法者

103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104 liked 1 [laikt] v.喜欢（like的过去式）

105 Lima 1 ['li:mə] n.利马（秘鲁首都）

106 little 1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107 local 1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108 Manuel 1 ['mænjuəl] n.曼纽尔（男子名）；曼努埃尔二世（拜占庭皇帝约翰五世的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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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martin 1 ['mɑ:tin] n.紫崖燕

111 merino 2 [mə'ri:nəu] n.美利奴羊（原产于西班牙）；美利奴丝绸；美利奴呢绒 n.(Merino)人名；(西、意、葡)梅里诺

112 moment 1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113 Monday 3 ['mʌndi] n.星期一

114 more 1 [mɔ:] adv.更多；此外；更大程度地 adj.更多的；附加的 pron.更多的数量 n.更多 n.(More)人名；(英、法)莫尔；(意、西、
以)莫雷

115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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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naming 1 ['neɪmɪŋ] n. 命名 动词name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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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20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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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night 3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123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4 of 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25 office 4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126 official 2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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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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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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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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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ousted 1 [aʊst] v. 逐出；夺取；取代

131 Pablo 1 ['pæbləu] n.巴勃罗（西班牙籍体育明星）；帕布洛（英国水槽产品品牌）；帕布鲁（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的姓）

132 party 1 n.政党，党派；聚会，派对；当事人[复数parties] vi.参加社交聚会[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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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payments 1 ['peɪmənts] 支付

135 Pedro 1 ['pi:drəu] n.佩德罗（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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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percent 1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138 Peru 6 [pə'ru] n.秘鲁（拉丁美洲国家名）

139 Peruvian 1 [pə'ru:vjən] adj.秘鲁人的；秘鲁的 n.秘鲁人

140 politicians 1 [pɒlɪ'tɪʃnz] 政治家

141 president 5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42 presidential 1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143 presidents 1 [p'rezɪdənts] n. 总统

144 promised 1 英 ['prɒmɪs] 美 ['prɑːmɪs] n. 诺言；预示；约定；(有)希望 v. 允诺；发誓；答应；有希望

145 protestor 2 [prəu'testə] n.抗议者

146 protests 2 英 ['prəʊtest] 美 ['proʊtest] n. 抗议；反对 v. 抗议；反对；申明；断言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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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purple 1 ['pə:pl] adj.紫色的；帝王的；华而不实的 n.紫色；紫袍 vi.变成紫色 vt.使成紫色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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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removal 1 [ri'mu:vəl] n.免职；移动；排除；搬迁

151 removed 2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152 replaced 1 [rɪ'pleɪsd] adj. 被替换的 动词re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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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resigned 2 [ri'zaind] adj.顺从的；已辞职的；己放弃的 v.辞职；顺从（resign的过去分词）

155 responsible 1 [ri'spɔnsəbl] adj.负责的，可靠的；有责任的

156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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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sagasti 7 萨加斯蒂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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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serving 1 ['sə:viŋ] n.服务；上菜；一份食物 v.服务（serve的ing形式） adj.用于上菜的 n.(Serving)人名；(瑞典)塞尔温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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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162 shand 2 n. 尚德

163 southern 1 ['sʌðən] adj.南的；南方的 n.南方人 n.(Southern)人名；(英)萨瑟恩

164 spoke 1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165 station 1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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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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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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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Sunday 1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170 susan 2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171 swear 1 [swεə] vt.发誓；咒骂 vi.发誓，宣誓；诅咒 n.宣誓；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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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sworn 2 [swɔ:n] adj.发过誓的；宣誓过的 v.发誓（swear的过去分词）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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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television 1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175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176 than 2 [ðæn, 弱ðən, ðn] conj.比（用于形容词、副词的比较级之后）；除…外（用于other等之后）；与其…（用于rather等之
后）；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177 t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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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the 1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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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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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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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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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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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186 to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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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88 toward 1 [英 [tɔ:d, təʊrd, tə̍ wɔ:d] 美 [tɔrd, tord, təˈwɔrd]] prep.向；对于；为了；接近 adj.即将来到的，进行中的 n.(Toward)人名；
(英)特沃德

189 trial 1 ['traiəl] n.试验；审讯；努力；磨炼 adj.试验的；审讯的 n.(Trial)人名；(法)特里亚尔

190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191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92 universal 1 [,ju:ni'və:səl] adj.普遍的；通用的；宇宙的；全世界的；全体的 n.一般概念；普通性

193 unrest 1 [,ʌn'rest] n.不安；动荡的局面；不安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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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196 vizcarra 4 比斯卡拉

197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98 w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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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week 2 [wi:k] n.周，星期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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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whi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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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03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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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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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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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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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08 would 3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09 wrong 1 adv.错误地；邪恶地，不正当地 n.坏事；不公正 adj.错误的；失常的；不适当的 vt.委屈；无理地对待；诽谤 n.(Wrong)
人名；(英)朗

210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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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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