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0-07 [As It Is] Japan's Princess Mako Goes Ahead with
Marriage Plans 词频表
the 3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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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通话·威妥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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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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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of 1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7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 not 8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9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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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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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muro 7 小室
12 mako 7 ['mɑ:kəu] n.（大西洋和太平洋发现的）条纹状鲨鱼 n.(Mako)人名；(塞、保)马科；(日)真子(姓)
13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4 an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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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mily 6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16 imperial 6 [im'piəriəl] adj.帝国的；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威严的 n.纸张尺寸；特等品 n.(Imperial)人名；(西)因佩里亚尔
17 japan 6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18 be 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9 controversy 5 ['kɔntrə,və:si] n.争论；论战；辩论
20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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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marriage 5 ['mæridʒ] n.结婚；婚姻生活；密切结合，合并 n.(Marriage)人名；(英)马里奇
22 people 5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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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伯)赛义德
24

s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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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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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two 5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7 who 5 pron.谁；什么人
28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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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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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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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4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31 princess 4 [prin'ses, 'prinsis] n.公主；王妃；女巨头 n.(Princess)人名；(英)普琳西丝；
32 thei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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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4 wedding 4 ['wediŋ] n.婚礼，婚宴；结婚；结合 v.与…结婚（wed的ing形式） n.(Wedding)人名；(德)韦丁
35 agency 3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36 because 3 [bi'kɔz] conj.因为
37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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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la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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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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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缅、柬)劳

marry 3 ['mæri] vt.嫁；娶；与……结婚 vi.结婚 n.(Marry)人名；(阿拉伯)马雷；(法)马里
41 mother 3 ['mʌðə] n.母亲；大娘；女修道院院长 vt.生下；养育；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母亲的；出生地的
42 palace 3 ['pælis] n.宫殿；宅邸；豪华住宅
43 royal 3 ['rɔiəl] adj.皇家的；盛大的；女王的；高贵的；第一流的 n.王室；王室成员
44 together 3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45 wh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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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York 3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47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48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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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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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oner 2 ['kɔmənə] n.平民；自费学生；下议院议员 n.(Commoner)人名；(英)康芒纳
50 condition 2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51 couple 2 ['kʌpl] n.对；夫妇；数个 vi.结合；成婚 vt.结合；连接；连合 n.(Couple)人名；(法)库普勒
52 expected 2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53 female 2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54 financial 2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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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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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58 involving 2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59 jr 2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60 later 2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61 man 2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49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63 mario 2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64 married 2 ['mærid] adj.已婚的，有配偶的；婚姻的，夫妇的；密切结合的 n.已婚者 v.结婚，与…结婚（marry的过去式）
65 marrying 2 ['mæriŋ] v.结婚；证婚；合成（marry的现在分词形式）
66 mental 2 ['mentəl] 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n.精神病患者
67 money 2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68 niece 2 [ni:s] n.外甥女，侄女 n.(Niece)人名；(英)尼斯
69 officials 2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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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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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payment 2 ['peimənt] n.付款，支付；报酬，报答；偿还；惩罚，报应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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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rebuke 2 [ri'bju:k] vt.指责，非难；制止；使相形见绌 n.非难，指责；谴责，鞭策
75 receive 2 [ri'si:v] 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76 recently 2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77 ritter 2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78 rituals 2 ['rɪtʃuəlz] 仪式
79 royalty 2 ['rɔiəlti] n.皇室；版税；王权；专利税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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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three 2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82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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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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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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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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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86

1 [ækts] abbr.声控遥测系统（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声控制与遥测系统
（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

Acts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8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89 ahead 1 adj.向前；在前的；领先 adv.向前地；领先地；在（某人或某事物的）前面；预先；在将来，为未来
90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91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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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安格尔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4 appearance 1 [ə'piərəns] n.外貌，外观；出现，露面
95 argument 1 ['ɑ:gjumənt] n.论证；论据；争吵；内容提要
96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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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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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99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100 believed 1 [bɪ'liːv] v. 相信；认为
101 bound 1 adj.有义务的；必定的；受约束的；装有封面的 vt.束缚（bind的过去式，过去分词）；使跳跃 n.范围；跳跃 vi.限制；
93

弹起

brother 1 ['brʌðə] n.兄弟；同事；战友 int.我的老兄！ n.(Brother)人名；(英)布拉泽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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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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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caused 1 [kɔː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106 celebrated 1 ['selibreitid] adj.著名的；有名望的 v.庆祝（celeb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7 celebration 1 [,seli'breiʃən] n.庆典，庆祝会；庆祝；颂扬
108 ceremonies 1 英 ['serəməni] 美 ['serəmoʊni] n. 仪式；礼节；典礼
109 ceremony 1 ['seriməuni] n.典礼，仪式；礼节，礼仪；客套，虚礼
110 Christian 1 ['kristjən; -tʃən] n.基督徒，信徒 adj.基督教的；信基督教的
111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12 classmates 1 [k'lɑːsmeɪts] 同班同学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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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除；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115 conference 1 n.会议；讨论；协商；联盟；（正式）讨论会；[工会、工党用语]（每年的）大会 vi.举行或参加（系列）会议
116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117 count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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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乐的

criticism 1 ['krɪtɪsɪzəm] n.批评；考证；苛求
119 daughter 1 ['dɔ:tə] n.女儿；[遗][农学]子代 adj.女儿的；子代的
120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121 decided 1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122 decrease 1 [di'kri:s, 'di:-, 'di:kri:s, di'k-] n.减少，减小；减少量 vi.减少，减小 vt.减少，减小
123 delayed 1 [di'leid] adj.延时的；定时的 v.延迟（delay的过去式）
124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5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26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127 disagree 1 [,disə'gri:] vi.不同意；不一致；争执；不适宜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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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order 1 [dis'ɔ:də] n.混乱；骚乱 vt.使失调；扰乱
129 displeasure 1 [dis'pleʒə] n.不愉快；不满意；悲伤
130 doctors 1 英 ['dɒktə(r)] 美 ['dɑːktər] n. 博士；医生 v. 篡改，伪造；阉割
131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132 education 1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133 emotional 1 [i'məuʃənəl] adj.情绪的；易激动的；感动人的
134 emperor 1 ['empərə] n.皇帝，君主
135 emperors 1 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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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reme 1 [ik'stri:m] adj.极端的；极度的；偏激的；尽头的 n.极端；末端；最大程度；极端的事物
138 facebook 1 ['feɪsbʊk] n. 肖像影集；脸谱网或脸书网（知名社交网站） v.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
139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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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特；(捷)菲尔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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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for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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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formal 1 ['fɔ:məl] adj.正式的；拘谨的；有条理的 n.正式的社交活动；夜礼服 n.(Formal)人名；(法)福马尔
143 forward 1 ['fɔ:wəd] adj.向前的；早的；迅速的 adv.向前地；向将来 vt.促进；转寄；运送 n.前锋 n.(Forward)人名；(英)福沃德
144 fully 1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145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46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47 gift 1 [gift] n.礼物；天赋；赠品 vt.赋予；向…赠送 n.(Gift)人名；(英)吉夫特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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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goes 1 [gəuz] vi.前进；行走（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Goes)人名；(瑞典)约斯；(法、德)格斯；(荷)胡斯
150 grew 1 [gru:] v.成长，种植（grow的过去式） n.(Grew)人名；(芬)格雷夫；(英、葡)格鲁
151 hair 1 [hεə] n.头发；毛发；些微 vt.除去…的毛发 vi.生长毛发；形成毛状纤维 adj.毛发的；护理毛发的；用毛发制成的
152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53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142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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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e

household 1 adj.家庭的；日常的；王室的 n.全家人，一家人；(包括佣工在内的)家庭，户 n.(Household)人名；(英)豪斯霍尔德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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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husband 1 ['hʌzbənd] vt.节约地使用（或管理） n.丈夫 n.(Husband)人名；(英)赫斯本德
158 II 1 abbr.微光（ImageIntensification）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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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关系的；世界的

involved 1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1 involves 1 英 [ɪn'vɒlv] 美 [ɪn'vɑːlv] vt. 包含；使忙于；牵涉；使卷入；使陷入
162 issue 1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163 Japanese 1 [,dʒæpə'ni:z] adj.日本（人）的；日语的 n.日本人；日语
164 kei 1 [keɪ] 重要派生词为: city, civic, civil, cemetery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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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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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yer 1 ['lɔ:jə] n.律师；法学家 n.(Lawyer)人名；(英)劳耶
167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68 leaving 1 ['li:viŋ] n.离开；残余；渣滓 v.离开；留下；舍弃（leave的ing形式）
169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70 lef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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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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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1 [lain] n.路线，航线；排；绳 vt.排成一行；划线于；以线条标示；使…起皱纹 vi.排队；站成一排 n.(Line)人名；(英)莱恩；
(俄)利涅

line

loan 1 [ləun] n.贷款；借款 vi.借出 vt.借；借给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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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males 1 ['meɪlz] n. 壮丁；男人 名词male的复数形式.
176 mari 1 ['mæri] n.毛伊岛（位于夏威夷中部）
177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178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179 mill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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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81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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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以)莫雷
183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must

naruhito 1 德仁(1960-),日本人,皇太子。
185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86 no 1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187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188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89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0 page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184

杰；(法)帕日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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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ormed 1 英 [pə'fɔːm] 美 [pər'fɔːrm] v. 执行；履行；表演；运转；举行
193 permits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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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pl 1 abbr.分界线（PartingLine）；合用线（PartyLine）；有效负载（PayLoad）；信号灯（PilotLamp）；复数（plural，等于pl）
196 planned 1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197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198 ponytail 1 ['pəuni,teil] n.马尾辫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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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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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西、瑞典)普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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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register 1 ['redʒistə] vt.登记；注册；记录；挂号邮寄；把…挂号；正式提出 vi.登记；注册；挂号 n.登记；注册；记录；寄存
202

器；登记簿 n.(Register)人名；(英)雷吉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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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relationship 1 [ri'leiʃənʃip] n.关系；关联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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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resulted 1 [rɪ'zʌlt] n. 结果；成果；答案；成绩；(足球比赛)赢 v. 产生；致使
208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209 returned 1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210 right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204

人名；(英)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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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ruler 1 ['ru:lə] n.尺；统治者；[测]划线板，划线的人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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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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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14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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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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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17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218 shand 1 n. 尚德
219 shortage 1 ['ʃɔ:tidʒ] n.缺乏，缺少；不足
220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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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sister 1 n.姐妹；（称志同道合者）姐妹；修女；护士 adj.姐妹般的；同类型的
223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224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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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speak 1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227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228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229 stress 1 [stres] n.压力；强调；紧张；重要性；重读 vt.强调；使紧张；加压力于；用重音读 n.(Stress)人名；(意)斯特雷斯
230 strongly 1 ['strɔŋli, 'strɔ:ŋ-] adv.强有力地；坚强地；激烈地；气味浓地
231 stud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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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tudying 1 ['stʌdi] n. 研究；学习；学科；书房；(绘画或文学)习作；练习曲；沉思；记忆力…的人；台词记得…的人 v. 研究；
215

学习；读书；仔细观察；努力

successors 1 传承人
234 supported 1 [sə'pɔː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35 surfaced 1 ['sɜːfɪst] adi. 表面的；刨光的 动词surf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6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37 suspended 1 [sə'spendid] adj.悬浮的；暂停的，缓期的（宣判）
238 take 1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233

的）售得金额

tension 1 ['tenʃən] n.张力，拉力；紧张，不安；电压 vt.使紧张；使拉紧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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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后）；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42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243 throne 1 [θrəun] n.王座；君主；王权 vi.登上王座 vt.使登王位 n.(Throne)人名；(瑞典)特罗内；(英)特罗恩
244 tied 1 [taid] v.系（ti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系住的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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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Tokyo 1 ['təukjəu; -kiəu; 'tɔ:kjɔ:] n.东京（日本首都）
247 tradition 1 [trə'diʃən] n.惯例，传统；传说
248 traumatic 1 adj.（心理）创伤的 adj.（生理）外伤的
249 turns 1 ['tɜːnz] n.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
250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251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252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253 up 1 [ʌp] adv.起来；上涨；向上 prep.在…之上；向…的较高处 adj.涨的；起床的；向上的 n.上升；繁荣
254 us 1 pron.我们
255 vis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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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VOA 1 英 [ˌviː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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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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259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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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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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week 1 [wi:k] n.周，星期
263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64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265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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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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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69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70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271 yamaguchi 1 n. 山口(日本县名)
272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273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74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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