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04 [Ask a Teacher] What Are 'Clergymen' 词汇表词汇表

1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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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lice 2 ['ælis] n.爱丽丝（女子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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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6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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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nswer 2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9 any 2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10 ar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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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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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s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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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Baptist 2 ['bæptist] n.浸信会教友；施洗者约翰，施洗者

14 baptists 2 n. 浸礼会；浸信会教徒 名词Baptist的复数形式.

15 bishop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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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Bryant 2 ['braiənt] n.布赖恩特（男子名，等于Brian）

17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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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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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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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22 catholic 5 ['kæθəlik] adj.天主教的；宽宏大量的 n.天主教徒；罗马天主教

23 Catholicism 1 [kə'θɔlisizəm] n.天主教；天主教义

24 catholics 2 天主教徒

25 ceremonies 3 英 ['serəməni] 美 ['serəmoʊni] n. 仪式；礼节；典礼

26 Christian 2 ['kristjən; -tʃən] n.基督徒，信徒 adj.基督教的；信基督教的

27 Christianity 2 [,kristi'ænəti] n.基督教；基督教精神，基督教教义

28 christians 1 克里斯蒂安斯；Christian的复数形式，基督徒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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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hurches 2 英 [tʃɜ tːʃ] 美 [tʃɜ rːtʃ] n. 礼拜仪式；教堂；基督教徒 adj. 教堂的 v. 把 ... 带到教堂接受某种宗教仪式

31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32 clergy 3 ['klə:dʒi] n.神职人员；牧师；僧侣

33 clergymen 4 ['klɜːdʒimən] n. 教士；牧师 名词clergyman的复数形式.

34 clergywomen 1 n.女牧师，牧师妻( clergywoman的名词复数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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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commonly 1 ['kɔmənli] adv.一般地；通常地；普通地

37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38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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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urrent 1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特

41 deacon 1 ['di:kən] n.执事；助祭 vt.朗读；搞欺骗 n.(Deacon)人名；(英)迪肯

42 deacons 2 n. 迪肯斯(在美国；西经 74º49' 北纬 40º03')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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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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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45 differences 1 ['dɪfərəns] n.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

46 divided 1 [di'vaidid] adj.分裂的；分开的；有分歧的 v.分开（divide的过去分词）；分离

47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48 duties 1 [djː tɪs] n. 税；职责 名词dut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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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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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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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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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tc 2 adv.等等，及其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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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mples 1 [ɪɡ'zɑːmplz] n.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

56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57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58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59 fewer 1 ['fju:ə] adj.较少的 pron.较少数 int.较少数

60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61 form 2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62 Francis 1 ['frɑ:nsis] n.弗朗西斯（男子名，义为自由之人）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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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funerals 1 n.葬礼，丧礼( funeral的名词复数 )

65 general 1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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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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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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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71 guidance 1 ['gaidəns] n.指导，引导；领导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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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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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75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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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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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hi 1 [hai] int.嗨！（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 n.(Hi)人名；(柬)希

78 highest 1 ['haiist] adj.最高的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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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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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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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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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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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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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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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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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Italy 1 ['itəli] n.意大利（欧洲南部国家）

89 japan 2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90 Japanese 1 [,dʒæpə'ni:z] adj.日本（人）的；日语的 n.日本人；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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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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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leader 3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94 leaders 7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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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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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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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lesson 1 ['lesən] n.教训；课 vt.教训；上课

100 list 1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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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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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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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love 1 [lʌv] n.恋爱；亲爱的；酷爱；喜爱的事物 vt.喜欢；热爱；爱慕 vi.爱 n.(Love)人名；(英)洛夫

105 lower 1 ['ləuə] vt.减弱，减少；放下，降下；贬低 vi.降低；减弱；跌落 adj.下游的；下级的；下等的 n.(Lower)人名；(英、意)洛
厄

106 main 2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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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marriages 1 n. 婚姻；结合；兼并（marriage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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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men 1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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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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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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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of 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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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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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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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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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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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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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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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124 pastor 1 ['pɑ:stə, 'pæs-] n.牧师 vt.作……的牧师 n.(Pastor)人名；(法、意、塞、葡、罗、捷、瑞典、德、西)帕斯托尔；(英)帕斯特

125 pastors 1 英 ['pɑːstə(r)] 美 ['pæstər] n. 牧师 v. 作...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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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perform 2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128 performs 1 英 [pə'fɔː m] 美 [pər'fɔː rm] v. 执行；履行；表演；运转；举行

129 permitted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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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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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plural 3 ['pluərəl] adj.复数的 n.复数

132 pope 3 [pəup] n.教皇，罗马教皇；权威，大师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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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praying 1 [preɪ] v. 祈祷；请求；恳求；祈求

135 priests 3 [priː st] n. 教士；神父；牧师；僧侣；泰斗

136 Protestant 2 ['prɔtistənt] adj.新教的；新教徒的 n.新教；新教徒

137 Protestants 2 [p'rɒtɪstənts] 新教传教士

138 question 2 ['kwestʃən] n.问题，疑问；询问；疑问句 vt.询问；怀疑；审问 vi.询问；怀疑；审问

139 rank 1 [ræŋk] n.排；等级；军衔；队列 adj.讨厌的；恶臭的；繁茂的 vt.排列；把…分等 vi.列为；列队 n.(Rank)人名；(英、德、
芬、捷)兰克

140 refers 1 英 [rɪ'fɜ (ːr)] 美 [rɪ'fɜ rː] vt. 把 ... 提交；把 ... 归因；归类 vi. 参考；谈及；咨询

141 relating 1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142 relationship 1 [ri'leiʃənʃip] n.关系；关联

143 religions 1 [rɪ'lɪdʒənz] 宗教

144 religious 11 [ri'lidʒəs] adj.宗教的；虔诚的；严谨的；修道的 n.修道士；尼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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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reverend 1 ['revərənd] adj.教士的；可尊敬的 n.教士

147 role 2 [rəul] n.角色；任务 n.(Role)人名；(意、塞、赤几)罗莱

148 roles 1 ['rəʊlz] n. 角色（名词role的复数形式）

149 Rome 1 [rəum] n.罗马（意大利首都）

150 sects 2 [sekts] n. 宗派 名词sect的复数形式.

151 sermons 1 n.布道( sermon的名词复数 ); 讲道; 讲道文章; 一大通教训

152 servant 1 ['sə:vənt] n.仆人，佣人；公务员；雇工 n.(Servant)人名；(西)塞尔万特；(法)塞尔旺

153 services 4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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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shand 1 n. 尚德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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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158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159 society 1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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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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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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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speeches 1 [s'piː tʃɪz] 言语

164 spiritual 1 ['spiritjuəl, -tʃuəl] n.圣歌（尤指美国南部黑人的） adj.精神的，心灵的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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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status 2 n.地位；状态；情形；重要身份

167 sto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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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 1 [sʌb] n.潜水艇；地铁；替补队员 vi.代替

169 such 3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170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171 teacher 2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172 terms 3 [tə:mz] n.地位，关系；[法]条款；术语；措辞；价钱（term的复数形式） v.把…称为（term的三单形式）

173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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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t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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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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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the 1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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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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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79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180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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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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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t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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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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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Vatican 1 ['vætikən] n.罗马教廷；梵蒂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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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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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week 2 [wi:k] n.周，星期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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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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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who 2 pron.谁；什么人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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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within 2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195 women 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196 word 1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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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worship 3 ['wə:ʃip] n.崇拜；礼拜；尊敬 vt.崇拜；尊敬；爱慕 vi.拜神；做礼拜

199 writes 1 [raɪt] v. 写；书写；填写；作曲

200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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