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1-12 [As It Is] Pope Says Women Can Read at Mass But Still
Cannot Be Pri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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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to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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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women 12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5 i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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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church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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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sh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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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for 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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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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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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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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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clergy 5 ['klə:dʒi] n.神职人员；牧师；僧侣

14 Francis 5 ['frɑ:nsis] n.弗朗西斯（男子名，义为自由之人）

15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 mak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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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pope 5 [pəup] n.教皇，罗马教皇；权威，大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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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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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1 change 4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22 men 4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23 religious 4 [ri'lidʒəs] adj.宗教的；虔诚的；严谨的；修道的 n.修道士；尼姑

24 rule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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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sa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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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serve 4 [sə:v]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n.发球，轮到发
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27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28 and 3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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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all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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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hristian 3 ['kristjən; -tʃən] n.基督徒，信徒 adj.基督教的；信基督教的

32 deacons 3 n. 迪肯斯(在美国；西经 74º49' 北纬 40º03')

33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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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important 3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35 official 3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36 officially 3 [ə'fiʃəli] adv.正式地；官方地；作为公务员

37 onl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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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priest 3 [pri:st] n.牧师；神父；教士 vt.使成为神职人员；任命…为祭司 n.(Priest)人名；(英、德)普里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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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Roman 3 ['rəumən] n.罗马人；古罗马语 adj.罗马的；罗马人的

40 servi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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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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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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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44 access 2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45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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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already 2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48 altar 2 ['ɔ:ltə] n.祭坛；圣坛；圣餐台 n.(Altar)人名；(法、塞、罗)阿尔塔

49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50 ancient 2 ['einʃənt] adj.古代的；古老的，过时的；年老的 n.古代人；老人

51 Ashley 2 n.艾希莉（人名）

52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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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atholics 2 天主教徒

55 ceremonies 2 英 ['serəməni] 美 ['serəmoʊni] n. 仪式；礼节；典礼

56 changes 2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57 contribution 2 [,kəntri'bju:ʃən] n.贡献；捐献；投稿

58 deacon 2 ['di:kən] n.执事；助祭 vt.朗读；搞欺骗 n.(Deacon)人名；(英)迪肯

59 deal 2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西)
迪尔

60 diaconate 2 [dai'ækənit, -neit] n.（教会中之）执事；助祭们；助祭之职

61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62 editor 2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63 experts 2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64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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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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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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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history 2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69 ho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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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law 2 [lɔ:] n.法律；规律；法治；法学；诉讼；司法界 vi.起诉；控告 vt.控告；对…起诉 n.(La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
(英、缅、柬)劳

71 level 2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72 making 2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73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74 non 2 [nɔn] adv.非，不 n.投反对票的人，反对票 n.(Non)人名；(柬)嫩；(俄)诺恩

75 office 2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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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open 2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78 ordained 2 英 [ɔː 'deɪn] 美 [ɔː r'deɪn] vt. 任命；授以圣职；命令；注定 vi. 颁发命令

79 parts 2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80 precious 2 ['preʃəs] adj.宝贵的；珍贵的；矫揉造作的 n.(Precious)人名；(英)普雷舍斯，普雷舍丝(女名)

81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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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re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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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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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religions 2 [rɪ'lɪdʒənz] 宗教

84 reported 2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85 services 2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86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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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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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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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study 2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90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91 Thompson 2 ['tɔmpsn] n.汤普森（姓）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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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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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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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who 2 pron.谁；什么人

96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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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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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100 administrators 1 [əd'mɪnɪstreɪtəz] n. 管理员 名词administrator的复数形式.

101 amended 1 [ə'mendɪd] adj. 修正的 动词am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2 assist 1 [ə'sist] n.帮助；助攻 vi.参加；出席 vt.帮助；促进

103 authority 1 [ɔ:'θɔrəti] n.权威；权力；当局

104 backward 1 ['bækwəd] adj.向后的；反向的；发展迟缓的 adv.向后地；相反地

105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106 book 1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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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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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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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12 Caty 1 卡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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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center 1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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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7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
除；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118 closes 1 英 [kləʊs] 美 [kloʊs] v. 关；合拢；不开放；停业；结束；收盘；（使）缩小；牢牢握住或抓住；（使）靠拢；同意；短兵
相接 adj. 亲近的；近的；几乎的；闷热的；严密的；紧凑的；剪得很短的；守口如瓶的；吝啬的；势均力敌的 adv. 接近；
靠近；紧紧地 n. 死胡同；完结；结论

119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120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121 communion 1 [kə'mju:njən] n.共享；恳谈；宗教团体；圣餐仪式

122 confirmed 1 [kən'fə:md] adj.确认的；保兑的；坚定的；惯常的 v.确证；使坚定（confirm的过去分词）；批准

123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124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125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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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7 deserve 1 [di'zə:v] vi.应受，应得 vt.应受，应得

128 directed 1 [di'rektid, dai-] adj.定向的；经指导的；被控制的 v.指导；管理（dir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9 direction 1 [di'rekʃən, dai-] n.方向；指导；趋势；用法说明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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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door 1 [dɔ:] n.门；家，户；门口；通道 n.(Door)人名；(英)多尔

132 double 1 ['dʌbl] n.两倍；双精度型 adj.双重的；两倍的 vi.加倍，加倍努力；快步走 vt.使加倍 adv.双重地；两倍地；弓身地 n.
(Double)人名；(法)杜布勒；(英)道布尔

133 duty 1 ['dju:ti, 'du:-] n.责任；[税收]关税；职务 n.(Duty)人名；(英)迪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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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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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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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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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panding 1 英 [ɪks'pændɪŋ] 美 [ɪk'spændɪŋ] adj. 扩展的；扩充的 动词expand的现在分词形式.

141 faith 1 [feiθ] n.信仰；信念；信任；忠实 n.(Faith)人名；(匈)福伊特；(英)费思，费丝(女名)；(瑞典)法伊特

142 females 1 ['fiː meɪlz] 女性

143 followers 1 英 ['fɔː ləʊəz] 美 ['fɔː loʊəz] n. 追随者 名词follower的复数形式.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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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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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gathered 1 ['gæðəɒ] adj. 聚集的；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47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48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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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Greater 1 ['greitə] adj.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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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53 happening 1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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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high 1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156 highest 1 ['haiist] adj.最高的

157 hofstra 1 霍夫斯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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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increase 1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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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lay 1 vt.躺下；产卵；搁放；放置；铺放；涂，敷 adj.世俗的；外行的；没有经验的 n.位置；短诗；花纹方向；叙事诗；性伙伴
vi.下蛋；打赌 v.躺；位于（lie的过去式）

162 lead 1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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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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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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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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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lector 1 ['lektɔ:, -tə] n.讲师；助理牧师；（教堂礼拜时的）读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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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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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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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lowest 1 ['ləuist] adj.最低的；最小的（low的最高级）；最底下的

173 lucetta 1 卢切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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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mass 1 n.块，团；群众，民众；大量，众多；质量 adj.群众的，民众的；大规模的，集中的 vi.聚集起来，聚集 vt.使集合

176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177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178 minister 1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179 ministry 1 ['ministri] n.（政府的）部门

180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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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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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184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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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opponents 1 [ə'pəʊnənts] 对手

187 ord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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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ordered 1 ['ɔ:dəd] adj.[数]有序的；整齐的；安排好的 v.命令；点餐（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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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passages 1 ['pæsɪdʒ] n. 通过；通道；走廊；(文章等的)段落；(时间的)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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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perform 1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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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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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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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phyllis 1 ['filis] n.菲利斯（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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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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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positions 1 [pə'ziʃənz] n.[水运]位置（position的复数）；定位

200 pressure 1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201 priests 1 [priː st] n. 教士；神父；牧师；僧侣；泰斗

202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203 publication 1 [,pʌbli'keiʃən] n.出版；出版物；发表

204 rabbi 1 ['ræbai] n.拉比（犹太人的学者）；法师；犹太教律法专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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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recognizes 1 ['rekəɡnaɪz] vt. 承认；认出；意识到；表示感激；识别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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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209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210 represent 1 [,repri'zent] vt.代表；表现；描绘；回忆；再赠送 vi.代表；提出异议

211 requirements 1 英 [rɪ'kwaɪəmənt] 美 [rɪ'kwaɪərmənt] n. 必要条件；要求

212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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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14 shared 1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5 shortages 1 ['ʃɔː tɪdʒɪz] 缺陷

216 step 1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217 st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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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219 table 1 ['teibl] n.桌子；表格；平地层 vt.制表；搁置；嵌合 adj.桌子的 n.(Table)人名；(罗)塔布莱

220 telephone 1 ['telifəun] n.（美）电话；电话机；电话耳机 vi.打电话 vt.打电话给…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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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23 tradition 1 [trə'diʃən] n.惯例，传统；传说

224 trap 1 vt.诱捕；使…受限制；使…陷入困境；吸收；使…上当 n.陷阱；圈套；困境；[建]存水湾 vi.设陷阱 n.(Trap)人名；(英)特
拉普

225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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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valuable 1 ['væljuəbl] adj.有价值的；贵重的；可估价的 n.贵重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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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wa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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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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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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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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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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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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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worship 1 ['wə:ʃip] n.崇拜；礼拜；尊敬 vt.崇拜；尊敬；爱慕 vi.拜神；做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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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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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