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10 [As It Is] Ghani Says He Fled Afghanistan to Prevent
Kabul Violence 词汇表词汇表

1 accusations 1 n.指责( accusation的名词复数 ); 指控; 控告; （被告发、控告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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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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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dmitted 1 [əd'mitid] adj.公认的；被承认了的 v.承认（admi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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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fghan 2 ['æfgæn] n.阿富汗语；阿富汗人 adj.阿富汗人的；阿富汗的

8 Afghanistan 6 [æf'gænistæn] n.阿富汗（国家名称，位于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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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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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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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mbassador 1 [æm'bæsədə] n.大使；代表；使节

13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4 and 8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5 another 1 [ə'nʌðə] adj.又一，另一；另外的；不同的 pron.另一个；又一个 prep.另一个；另一个人

16 Antony 1 ['æntəni] n.安东尼（男子名）

17 Arab 2 ['ærəb] adj.阿拉伯的 n.阿拉伯人；阿拉伯马

18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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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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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shraf 1 阿什拉芙(女)

21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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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ugust 1 ['ɔː gəst]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n.八月（简写为Aug） n.(August)人名；(法、葡、西、俄、罗、英、德、瑞典、挪)奥
古斯特

24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25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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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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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behind 1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29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30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31 blinken 2 n. 布林肯

32 bredemeier 1 布雷德迈尔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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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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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cars 1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36 cash 3 [kæʃ] n.现款，现金 vt.将…兑现；支付现款 n.(Cash)人名；(英)卡什

37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38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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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hannel 1 vt.引导，开导；形成河道 n.通道；频道；沟渠；海峡

41 charges 1 [t'ʃɑːdʒɪz] n. 费用

42 citizens 1 ['sɪtɪzənz]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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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city 2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44 civil 1 ['sivəl] adj.公民的；民间的；文职的；有礼貌的；根据民法的 n.(Civil)人名；(土)吉维尔；(法)西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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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onversation 1 n.交谈，会话；社交；交往，交际；会谈；（人与计算机的）人机对话

47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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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reate 2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50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51 death 1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52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53 declared 1 [di'klεəd] adj.公然的；公开宣布的

54 democratic 1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55 denied 2 [dɪ'naɪəd] adj. 被否认的；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6 detailed 1 ['di:teild, di'teild] adj.详细的，精细的；复杂的，详尽的 v.详细说明（detail的过去分词）

57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58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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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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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mirates 2 United Arab Emirates (on the Trucial Coast of the Persian Gulf)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位于波斯湾)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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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failed 1 [feild] adj.已失败的，不成功的 v.失败，不成功（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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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67 fighters 1 歼击机

68 fighting 1 ['faitiŋ] adj.战斗的；好战的；适于格斗的 n.战斗，搏斗 v.奋斗（fight的ing形式）；打仗；与…进行拳击

69 finances 2 ['faɪnænsɪz] n. 财源；资产 名词finance的复数形式.

70 fit 1 ['fit] vt.安装；使……适应；使……合身；与……相符 vi.符合，配合；适合；合身 adj.健康的；合适的；恰当的；准备好的
n.合身；发作；痉挛 n.(Fit)人名；(捷、罗)菲特

71 fled 5 [fled] v.逃走（flee的过去分词）；消逝

72 flee 1 [fli:] vi.逃走；消失，消散 vt.逃跑，逃走；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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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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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76 full 1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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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ghani 11 加尼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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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government 3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81 governments 1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82 grounds 1 [ɡ'raʊndz] n. 木砖 名词ground的复数形式.

83 guns 1 ['ɡʌnz] 枪炮

84 h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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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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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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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he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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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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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helicopter 2 ['helikɔptə] n.[航]直升飞机 vi.[航]乘直升飞机 vt.由直升机运送

89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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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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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horrific 2 [hɔ'rifik] adj.可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

93 horror 1 ['hɔrə] n.惊骇；惨状；极端厌恶；令人恐怖的事物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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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humanitarian 1 [hju:,mæni'tεəriən] adj.人道主义的；博爱的；基督凡人论的 n.人道主义者；慈善家；博爱主义者；基督凡人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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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impressive 1 [im'presiv] adj.感人的；令人钦佩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

98 i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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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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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interview 1 ['intəvju:] n.接见，采访；面试，面谈 vt.采访；接见；对…进行面谈；对某人进行面试

101 investigation 1 [in,vesti'geiʃən] n.调查；调查研究

102 is 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3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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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Kabul 5 ['kɑ:bəl; kə'bu:l] n.喀布尔（阿富汗的首都）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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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ken 1 n.视野范围，见地，知识范围

107 lar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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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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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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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le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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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leaving 1 ['li:viŋ] n.离开；残余；渣滓 v.离开；留下；舍弃（leave的ing形式）

112 lef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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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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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16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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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me 2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119 million 2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120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121 money 3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22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23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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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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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my 1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126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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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news 3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29 night 1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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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31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132 of 1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33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134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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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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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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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39 palace 2 ['pælis] n.宫殿；宅邸；豪华住宅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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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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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prepared 1 adj.准备好的 v.准备（prepare的过去分词）

143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44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145 property 1 ['prɔpəti] n.性质，性能；财产；所有权

146 prosperity 2 [prɔs'periti] n.繁荣，成功

147 publicly 1 ['pʌblikli] adv.公然地；以公众名义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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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reasons 1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150 remain 1 [ri'mein] vi.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n.遗迹；剩余物，残骸

151 replied 1 [rɪ'plaɪd] adj. 已回复的 动词repl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52 reported 3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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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review 1 [ri'vju:] n.回顾；复习；评论；检讨；检阅 vt.回顾；检查；复审 vi.回顾；复习功课；写评论

155 ria 2 ['ri:ə, riə] n.[地理]溺湾，沉溺河；河口 n.(Ria)人名；(西、意)里亚

156 risked 1 [rɪsk] n. 危险；风险；投资报酬的风险 vt. 冒 ... 的危险；承受...的风险

157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158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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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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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save 1 vt.节省；保存；储蓄；解救 vi.节省；挽救 prep.除...之外 n.救援 n.(Save)人名；(法)萨夫；(意、保、西、罗、塞、瑞典)
萨薇(女名)，萨韦

161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62 secretary 1 ['sekrətəri] n.秘书；书记；部长；大臣

163 security 1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164 setting 1 ['setiŋ] n.环境；安装；布置；[天]沉落 v.放置；沉没；使…处于某位置（set的ing形式）

165 shand 1 n. 尚德

166 shock 1 [ʃɔk] n.休克；震惊；震动；打击；禾束堆 vt.使休克；使震惊；使震动；使受电击；把…堆成禾束堆 vi.感到震惊；受到
震动；堆成禾束堆 adj.浓密的；蓬乱的 n.(Shock)人名；(英)肖克

167 silent 1 ['sailənt] adj.沉默的；寂静的；无记载的 n.无声电影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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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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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stability 2 [stə'biliti] n.稳定性；坚定，恒心

171 sta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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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statement 2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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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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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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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street 2 [stri:t] n.街道 adj.街道的 n.(Street)人名；(英、葡)斯特里特；(德)施特雷特

176 streets 1 [st'riː ts] 街道

177 successful 1 [sək'sesful] adj.成功的；一帆风顺的

178 suffered 1 ['sʌfəd] v. 遭受，允许，宽恕（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9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180 Tajikistan 1 [tə'dʒikəstɑ:n; tə,dʒikji'stɑ:n] n.塔吉克斯坦（中亚国家）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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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taliban 1 n. 塔利班

183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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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the 2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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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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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to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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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89 tolo 1 n. 托洛(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经 18º34' 南纬 2º55')

190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191 united 4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192 urging 1 [ɜːdgɪŋ] adj. 催促的；紧迫的 动词urge的现在分词.

193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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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violence 2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196 VOA 2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197 war 1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198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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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201 welcome 1 ['welkəm] adj.受欢迎的 n.欢迎 vt.欢迎 int.欢迎 n.(Welcome)人名；(英)韦尔科姆

202 welcomed 1 ['welkəm] vt. 欢迎 adj. 受欢迎的 n. 欢迎 int. 欢迎(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

203 w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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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05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206 wife 1 [waif] n.妻子，已婚妇女；夫人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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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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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0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11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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