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15 [As It Is] Pope Visits Roma in Slovakia to Show I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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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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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ir 3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6 Alexander 1 [,ælig'za:ndə] n.亚历山大（男子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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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9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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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2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3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4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5 and 1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6 ano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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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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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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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1 arrival 1 [ə'raivəl] n.到来；到达；到达者

22 arrived 1 [a'raɪvd] adj.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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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25 associated 1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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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ttended 1 [ə'tendɪd]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8 basics 1 ['beisiks] n.基础；基本要素（basic的复数） n.(Basics)人名；(匈)鲍希奇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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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31 before 4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32 believers 1 n.信仰者（believer的复数形式）

33 best 1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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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36 bread 1 [bred] n.面包；生计 vt.在…上洒面包屑

37 break 1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晓；
（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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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yzantine 1 [bi'zæntain; 'bizəntain] adj.拜占庭式的；东罗马帝国的 n.拜占庭人，拜占庭派的建筑师

40 came 2 [keim] v.com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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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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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atholic 2 ['kæθəlik] adj.天主教的；宽宏大量的 n.天主教徒；罗马天主教

43 celebrating 1 ['selɪbreɪt] v. 庆祝；庆贺；颂扬

44 centuries 1 ['sentʃərɪz] n. 世纪 名词centur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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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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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heered 1 [tʃiəd] 欢呼，动词che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8 chur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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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50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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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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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oronavirus 2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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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rowd 1 [[kraud] n.群众,一伙;一堆,许多,大众 v.拥挤,挤满,挤进 vt.挤满,将...塞进;催促,催逼 vi.挤,拥挤,聚集

56 day 2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土)达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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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59 discrimination 1 [dis,krimi'neiʃən] n.歧视；区别，辨别；识别力

60 disorganized 1 [dis'ɔ:gənaizd] adj.紊乱的；无组织的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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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d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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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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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astern 3 ['i:stən] adj.东方的；朝东的；东洋的 n.东方人；（美国）东部地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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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ighth 1 [eitθ, eiθ] adj.第八的；八分之一的 num.第八；八分之一

67 electricity 1 [,ilek'trisəti] n.电力；电流；强烈的紧张情绪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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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njoying 1 [end'ʒɔɪɪŋ] v. 享受，享有（动词enjoy的现在进行式）

70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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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verything 1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73 excluded 1 [ɪk'skluːd] vt. 排除；阻止；拒绝接受

74 families 1 ['fæməlɪz] n.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

75 feel 2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76 filled 1 [fild] adj.满的；装满的；加满的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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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flags 2 [f'læɡz] n. 旗帜；标志 名词flag的复数形式.

79 floor 1 [flɔ:] n.地板，地面；楼层；基底；议员席 vt.铺地板；打倒，击倒；（被困难）难倒

80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1 foreign 1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82 for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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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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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84 Francis 7 ['frɑ:nsis] n.弗朗西斯（男子名，义为自由之人）

85 freedom 1 ['fri:dəm] n.自由，自主；直率 n.(Freedom)人名；(英)弗里德姆

86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87 gas 1 [gæs] n.气体；[矿业]瓦斯；汽油；毒气 vt.加油；毒（死） vi.加油；放出气体；空谈 n.(Gas)人名；(法、德、西)加斯

88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89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90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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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Greek 1 [gri:k] n.希腊语；希腊人 adj.希腊的；希腊人的，希腊语的

93 group 4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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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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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happy 1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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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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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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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01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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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hi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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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his 9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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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horvath 1 n. 霍瓦特

107 hospital 1 ['hɔspitəl] n.医院 n.(Hospital)人名；(英)霍斯皮特尔

108 hospitalization 1 [,hɔspitəlai'zeiʃən, -li'zei-] n.住院治疗；医院收容；住院保险（等于hospitalizationinsurance）

109 Hungary 1 ['hʌŋgəri] n.匈牙利（欧洲国家名）

110 in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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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12 inclusion 2 [in'klu:ʒən] n.包含；内含物

113 India 1 ['indiə] n.印度（南亚国家）

114 international 1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115 is 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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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ix 3 abbr. 离子交换(=Ion Exchange)

118 Jill 2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19 July 2 [dʒʊˈlaɪ] n.七月

120 karel 1 n. 卡雷尔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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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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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kosice 2 n.克思雀，斯洛伐克东部城市，斯洛伐克的第二大城市

124 lack 1 [læk] vt.缺乏；不足；没有；需要 vi.缺乏；不足；没有 n.缺乏；不足 n.(Lack)人名；(老)拉；(英、法、意、葡、匈)拉
克；(匈)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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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lifetime 1 ['laiftaim] n.一生；寿命；终生；使用期 adj.一生的；终身的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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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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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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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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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locals 1 ['ləʊklz] n. 当地

134 lo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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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lunik 3 ['lju:nik] n.（苏联发射的）月球探测器；月球卫星

136 mad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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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marginalize 1 ['mɑ:dʒinəlaiz] vt.排斥；忽视；使处于社会边缘；使脱离社会发展进程

138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139 marked 1 [mɑ:kt] adj.显著的；有记号的 v.表示（mark的过去分词）；作记号；打分数

140 mas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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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meet 2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142 minority 1 n.少数民族；少数派；未成年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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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mo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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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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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neighborhoods 1 ['neɪbɔː hʊdz] 生活社区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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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nicole 1 [ni'kəul] n.尼科尔（女子名，等于Nichole）

149 northern 1 ['nɔ:ðən] adj.北部的；北方的 n.北部方言

150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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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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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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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on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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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opportunity 2 [,ɔpə'tju:niti] n.时机，机会

157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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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organizers 1 ['ɔː ɡənaɪzəz] n. 组织者（organizer的复数）

159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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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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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63 physical 1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164 place 1 [pleis] n.地方；住所；座位 vt.放置；任命；寄予 vi.名列前茅；取得名次 n.(Place)人名；(罗)普拉切；(法)普拉斯；(英)普
莱斯

165 plural 1 ['pluərəl] adj.复数的 n.复数

166 point 1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167 poor 1 [puə, pɔ:] adj.贫穷的；可怜的；贫乏的；卑鄙的 n.(Poor)人名；(英、伊朗)普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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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poorest 1 [pʊərɪst] adj. 最穷的 形容词poor的最高级.

169 pope 6 [pəup] n.教皇，罗马教皇；权威，大师

170 popemobile 1 [pəʊpiː 'məʊbaɪl] n. 教皇座车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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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poverty 1 ['pɔvəti] n.贫困；困难；缺少；低劣

173 powerless 2 ['pauəlis] adj.无力的；[劳经]无能力的，无权的

174 powerlessness 1 ['pauəlisnis] n.无力；无能为力；无力量

175 pr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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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prisons 1 ['prɪzn] n. 监狱；监禁 vt. 囚禁；关入监狱

177 punjab 1 [pʌn'dʒɑ:b; 'pʌndʒɑ:b] n.旁遮普（印度西北部的一地方）

178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179 received 1 [ri'si:vd] adj.被一般承认的；被认为标准的 v.收到；接受；迎接（receive的过去分词）

180 religious 2 [ri'lidʒəs] adj.宗教的；虔诚的；严谨的；修道的 n.修道士；尼姑

181 repaired 1 英 [rɪ'peə(r)] 美 [rɪ'per] v. 修理；修补；补救；赴；去 n. 修理；修补；补救；维修工作；维修状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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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resident 4 adj.居住的；定居的 n.居民；住院医生

184 rite 1 [rait] n.仪式；惯例，习俗；典礼 n.(Rite)人名；(西)里特

185 roads 1 n. 路；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 罗兹(姓氏)

186 Robbins 2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187 Roma 5 ['rɔmə, 'rəu-] n.罗马，罗马帝国

188 running 1 ['rʌniŋ] n.运转；赛跑；流出 adj.连续的；流动的；跑着的；运转着的 v.跑；运转（run的ing形式）；行驶 n.(Running)
人名；(英)朗宁

189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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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sang 1 [sæŋ] v.唱，唱歌（sing的过去式） n.(Sang)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生；(瑞典、老、柬、泰)桑；(中)生(广东话·威妥玛)

191 section 1 n.截面；部分；部门；地区；章节 vi.被切割成片；被分成部分 vt.把…分段；将…切片；对…进行划分

192 see 1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193 separate 1 vt.使分离；使分开；使分居 vi.分开；隔开；分居 adj.单独的；分开的；不同的；各自的； n..分开；抽印本

194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195 servi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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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settlement 1 ['setlmənt] n.解决，处理；[会计]结算；沉降；殖民

197 settlements 1 ['setlmənts] 沉降量；定居点，殖民地（settlement的复数）

198 shares 1 n.[金融]股份（share的复数形式） v.[计]共享，共有；分配（share的三单形式）

199 sho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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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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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slavka 1 斯拉夫卡

203 Slovakia 7 [sləu'vækiə; -'vɑ:k-] n.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一地区）

204 small 1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
人名；(英)斯莫尔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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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socially 1 ['səuʃəli] adv.在社会上；在社交方面；善于交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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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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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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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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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11 songs 1 ['sɒŋz] n.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

212 sought 1 [sɔ:t] v.寻找（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3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214 spirit 1 ['spirit] n.精神；心灵；情绪；志气；烈酒 vt.鼓励；鼓舞；诱拐

215 spoons 1 [spuːn] n. 匙；调羹；匙状物 vt. 以匙舀起 vi. 调情

216 spot 1 [spɔt] n.地点；斑点 vt.认出；弄脏；用灯光照射 vi.沾上污渍；满是斑点 adj.现场的；现货买卖的 adv.准确地；恰好

217 stairs 2 [steəz] n. 楼梯

218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9 stay 2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220 steps 1 n.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台阶，步骤（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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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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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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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226 systems 1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27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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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t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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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the 4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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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32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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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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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36 through 1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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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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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Tomi 2 汤米

240 traveled 1 ['trævəld] adj.富有旅行经验的；旅客多的；旅客使用的 v.旅行（travel的过去分词）

241 traveling 1 ['trævəliŋ] adj.旅行（用）的；移动的 v.旅行（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 n.走步（等于walking）

242 trip 3 [trip] vi.绊倒；远足；犯错误；轻快地走 n.旅行；绊倒；差错 vt.绊倒；使犯错 n.(Trip)人名；(荷)特里普

243 trips 1 [trɪp] n. 旅行；摔倒；差错；轻快的步伐 vt. 使跌倒；使失败；使犯错；起锚；竖帆 vi. 绊倒；旅行；轻快地走；失误；
结巴

244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245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46 unimportant 1 英 [ˌʌnɪm'pɔː tnt] 美 [ˌʌnɪm'pɔː rtnt] adj. 不重要的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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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us 1 pron.我们

249 Vatican 1 ['vætikən] n.罗马教廷；梵蒂冈

250 vehicle 1 ['viː ɪk(ə)l] n.[车辆]车辆；工具；交通工具；运载工具；传播媒介；媒介物

251 visit 4 ['vizit] n.访问；参观；逗留 vt.访问；参观；视察 vi.访问；暂住；闲谈 n.(Visit)人名；(老)维西；(泰)威实

252 visits 2 ['vɪzɪt] v. 拜访；参观；闲谈 n. 拜访；参观；聊天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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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55 waste 1 [weist] n.浪费；废物；荒地；损耗；地面风化物 vt.浪费；消耗；使荒芜 vi.浪费；变消瘦；挥霍钱财 adj.废弃的；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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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荒芜的

256 water 1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257 waved 1 [weivd] adj.波浪形的；起伏的 v.挥动（wave的过去式）；成波浪形

258 waving 1 [weɪvɪŋ] n. 挥手；起伏 adj. 波浪状的 动词wave的现在分词.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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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w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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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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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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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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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white 1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266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67 whose 1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268 wildly 1 ['waildli] adv.野生地；野蛮地；狂暴地；鲁莽地

269 wine 1 [wain] n.酒，葡萄酒；紫红色 vi.喝酒 vt.请…喝酒 n.(Wine)人名；(英)瓦恩

270 winfield 1 ['winfi:ld] n.温菲尔德（男子名）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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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273 wor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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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75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276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77 yellow 1 adj.黄色的；黄皮肤的 adj.胆小的 n.黄色；黄种人；黄色颜料 vi.变黄或发黄 vt.使变黄或发黄

278 you 5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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