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4-15 [Arts and Culture] Ancient Altar Rediscovered at
Jerusalem's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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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ademy 1 [ə'kædəmi] n.学院；研究院；学会；专科院校

3 accounts 1 [ə'kaʊnts] n. 帐目；叙述；账户；客户，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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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6 afterward 1 ['ɑ:ftəwəd, 'æf-] adv.以后，后来

7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8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9 altar 7 ['ɔ:ltə] n.祭坛；圣坛；圣餐台 n.(Altar)人名；(法、塞、罗)阿尔塔

10 altars 1 n.圣餐桌，供桌，祭坛( altar的名词复数 )

11 amit 1 n. 艾米特(在苏丹；东经 36º30' 北纬 18º45')

12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3 ancient 1 ['einʃənt] adj.古代的；古老的，过时的；年老的 n.古代人；老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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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ntiquities 1 [æn'tɪkwəti] n. 古代；古物；古迹

16 archaeological 1 [,ɑ:kiə'lɔdʒikəl] adj.[古]考古学的；[古]考古学上的

17 archaeologist 1 [,ɑ:ki'ɔlədʒist] n.考古学家

18 archaeology 1 [,ɑ:ki'ɔlədʒi] n.考古学 考古学的

19 archbishop 1 ['ɑ:tʃ'biʃəp] n.大主教；总教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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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ristarch 1 ['æristɑ:k] n.严厉的批评家

22 art 2 n.（包括雕塑、绘画、音乐等的）艺术，美术；美术（作）品；艺品（作）品；（表演）艺术；技术，技巧； adj.艺术
的；艺术品的；具有艺术性的 v.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过时用法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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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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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ustrian 1 ['ɔstriən] adj.奥地利的；奥地利人的 n.奥地利人

26 authority 1 [ɔ:'θɔrəti] n.权威；权力；当局

27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28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9 been 3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30 belief 1 [bi'li:f] n.相信，信赖；信仰；教义

31 believe 2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32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33 berkovich 1 别尔科维奇

34 bible 1 ['baibl] n.有权威的书

35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36 buildings 1 ['bɪldɪŋz] n.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

37 burial 1 ['beriəl] n.埋葬；葬礼；弃绝 adj.埋葬的

38 buried 1 ['berid] adj.埋葬的；埋藏的 v.埋葬（bu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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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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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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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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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43 catholic 1 ['kæθəlik] adj.天主教的；宽宏大量的 n.天主教徒；罗马天主教

44 celebrate 1 vt.庆祝；举行；赞美；祝贺；宣告 vi.庆祝；过节；举行宗教仪式

45 cen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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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enturies 3 ['sentʃərɪz] n. 世纪 名词century的复数形式.

47 ceremonies 1 英 ['serəməni] 美 ['serəmoʊni] n. 仪式；礼节；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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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hrist 2 [kraist] n.基督；救世主 int.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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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hristianity 1 [,kristi'ænəti] n.基督教；基督教精神，基督教教义

52 church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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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hurch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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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ircular 1 adj.循环的；圆形的 n.通知，传单

55 classical 1 ['klæsikəl] adj.古典的；经典的；传统的；第一流的 n.古典音乐

56 clergy 1 ['klə:dʒi] n.神职人员；牧师；僧侣

57 colorful 1 ['kʌləful] adj.华美的；有趣的；富有色彩的

58 combines 1 [kəm'baɪn] v. 联合；使结合；结合 n. 集团；联合收割机；联合企业

59 constantina 1 n. 康斯坦蒂娜

60 contains 1 [kən'teɪnz] v.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61 contribute 2 vt.贡献，出力；投稿；捐献 vi.贡献，出力；投稿；捐献 [过去式contributed过去分词contributed现在分词contributing]

62 conviction 1 n.定罪；确信；证明有罪；确信，坚定的信仰

63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64 creation 1 [kri:'eiʃən] n.创造，创作；创作物，产物

65 crucified 1 ['kruːsɪfaɪ] vt. 钉在十字架上处死；迫害；折磨

66 crucifixion 1 [,kru:si'fikʃən] n.刑罚；苦难

67 crusaders 2 [kru 'ːseɪdəz] n. 十字军

68 cuttings 1 [kʌtɪŋz] n. 切屑；插条；剪辑 名词cutting的复数形式.

69 damaged 1 adj.被损坏的 v.损害（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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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dating 1 ['deitiŋ] n.约会；记日期的；注明日期 v.约会；定日期（dat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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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decorated 1 ['dekəreitid] adj.装饰的，修饰的 v.装饰，修饰（deco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74 design 2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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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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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m 4 [em] n.西文排版行长单位 adj.全身长的 pron.他们（等于them） abbr.地球质量（earthmass）；放射（emanation）；电子邮件
（email） n.(Em)人名；(德、挪、罗、土)埃姆；(柬)恩

78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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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81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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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ploration 1 [,eksplɔ:'reiʃən] n.探测；探究；踏勘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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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fill 1 [fil] vt.装满，使充满；满足；堵塞；任职 vi.被充满，膨胀 n.满足；填满的量；装填物 n.(Fill)人名；(德、俄、匈)菲尔

86 findings 2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87 finely 1 ['fainli] adv.非常地；细微地；美好地；雅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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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fire 1 ['faiə] n.火；火灾；炮火；炉火；热情；激情；磨难 vt.点燃；解雇；开除；使发光；烧制；激动；放枪 vi.着火；射击；开
枪；激动；烧火

89 fits 1 [fɪt] adj. 适宜的；合适的；健康的 v. 适合；安装 n. 发作；适宜

90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1 forgotten 1 [fə'gɔtn] v.忘记（forget的过去分词）

92 formed 1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93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94 founded 1 [faʊnd] v. 建立；创立；创办；熔铸；找到，发现（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5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96 front 1 [frʌnt] n.前面；正面；前线 vt.面对；朝向；对付 vi.朝向 adj.前面的；正面的 adv.在前面；向前 n.(Front)人名；(法)弗龙

97 gifts 1 [ɡɪft] n. 礼物；赠品 n. 天赋；才能 vt. 赋予；赠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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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glass 1 [glɑ:s, glæs] n.玻璃；玻璃制品；镜子 vt.反映；给某物加玻璃 vi.成玻璃状 n.(Glass)人名；(英、法、德、意)格拉斯

100 Greek 2 [gri:k] n.希腊语；希腊人 adj.希腊的；希腊人的，希腊语的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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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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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hidden 1 ['hidən] adj.隐藏的 v.隐藏，躲藏（hide的过去分词） n.(Hidden)人名；(英)希登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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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06 holiest 1 ['həʊlɪɪst] [ holily ]的形容词最高级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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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ilya 1 n. 伊利亚; 伊利娅

109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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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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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3 Islamic 1 [iz'læmik] adj.穆斯林的；伊斯兰教的

114 Israel 2 ['izreiəl] n.以色列（亚洲国家）；犹太人，以色列人

115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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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17 Jerusalem 4 n.耶路撒冷(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古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

118 Jesus 3 n.耶稣（上帝之子）；杰西（男子名）

119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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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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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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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ma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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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mai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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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marble 3 ['mɑ:bl] n.大理石；大理石制品；弹珠 adj.大理石的；冷酷无情的 n.(Marble)人名；(英)马布尔

127 marks 1 [ma:rks] n.标记，记号；唛头，分数；台面标志 n.(Marks)人名；(英、德、意、瑞典、西、捷)马克斯；(俄)马克思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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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meter 1 [mi:tə] n.米；仪表；[计量]公尺；韵律 vt.用仪表测量 vi.用表计量 n.(Meter)人名；(英)米特；(塞)梅特

130 military 1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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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mission 1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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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134 of 2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35 offered 1 ['ɒfəd] v. 提供；奉献；提议 vbl. 提供；奉献；提议

136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37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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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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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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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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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orthodox 2 adj.正统的；传统的；惯常的；东正教的 n.正统的人；正统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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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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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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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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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patriarchate 1 ['peitriɑ:kit] n.任期；宗主教区；主教的职位

147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48 pieces 3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149 pilgrim 1 ['pilgrim] n.朝圣者；漫游者；（美）最初的移民 vi.去朝圣；漫游 n.(Pilgrim)人名；(英、德)皮尔格林

150 pilgrims 2 ['pɪlɡrɪmz] 朝圣者

151 plac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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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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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polished 1 ['pɔliʃt] adj.擦亮的；优美的；圆滑的 v.擦亮（poli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4 pressed 1 [prest] adj. （金钱、时间等）紧迫的；压平的 动词pr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5 protected 1 [prə'tektid] adj.受保护的 v.保护；防卫（protect的过去分词）

156 raised 1 [[reizd] adj.凸起的；发酵的；浮雕的 v.提高（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举起；抚育，抚养

157 re 4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158 recent 2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59 rediscovered 1 [riː dɪs'kʌvəd] 重新找到； 重新发现

160 released 1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1 religions 1 [rɪ'lɪdʒənz]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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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repair 2 [ri'pεə] vi.修理；修复 vt.修理；恢复；补救，纠正 n.修理，修补；修补部位

164 reporting 1 英 [rɪ'pɔː tɪŋ] 美 [rɪ'pɔː 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165 research 1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166 researched 1 英 [rɪ'sɜ tːʃ] 美 [rɪ'sɜ rːtʃ] n. 研究；调查 v. 研究；调查

167 researchers 3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168 resurrection 2 [,rezə'rekʃən] n.复活；恢复；复兴

169 returned 1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170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71 Rome 1 [rəum] n.罗马（意大利首都）

172 sacrifices 1 ['sækrɪfaɪs] n. 牺牲；祭品；供奉 vt. 牺牲；亏本出售；供奉 vi. 献祭；(棒球)作牺牲一击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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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sanctuary 2 ['sæŋktju'ri, -tʃuə-] n.避难所；至圣所；耶路撒冷的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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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sciences 1 科学

176 sepulchre 2 ['sepəlkə] n.坟墓；圣体安置所（等于Eastersepulchre） vt.埋葬；以…为坟墓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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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shelter 1 ['ʃeltə] n.庇护；避难所；遮盖物 vt.保护；使掩蔽 vi.躲避，避难 n.(Shelter)人名；(英)谢尔特

179 side 1 [said] n.方面；侧面；旁边 vi.支持；赞助；偏袒 adj.旁的，侧的 vt.同意，支持 n.(Side)人名；(英)赛德

180 similarly 1 ['similəli] adv.同样地；类似于

181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182 sites 1 [saɪt] n. 地点；位置；现场 vt. 使 ... 位于

183 sm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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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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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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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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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statues 1 [s'tætʃuːz] 现状

189 stone 8 [stəun] n.石头；结石；[宝]宝石 adj.石的，石制的 vt.向扔石块；用石头铺 n.(Stone)人名；(捷)斯托内；(瑞典)斯托内；
(英)斯通

190 stood 1 [stud] v.站立（sta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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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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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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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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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the 4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97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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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to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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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01 turned 1 adj.被转动的；变质的；车削的 v.使变成（turn的过去式）；转动

202 uncovered 1 [,ʌn'kʌvəd] adj.无覆盖物的；[保险]未保险的；无盖的 v.揭露（uncover的过去分词）；脱帽致敬；移去覆盖物

203 until 3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204 us 1 pron.我们

205 use 1 [ju:z] n.使用；用途；发挥 vt.利用；耗费 vi.使用，运用 n.(Use)人名；(德)乌泽

206 used 6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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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wall 1 [wɔ:l] n.墙壁，围墙；似墙之物 vt.用墙围住，围以墙 adj.墙壁的 n.(Wall)人名；(英)沃尔；(德、芬、捷、瑞典)瓦尔

209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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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wh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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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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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which 5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14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15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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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wor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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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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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worship 1 ['wə:ʃip] n.崇拜；礼拜；尊敬 vt.崇拜；尊敬；爱慕 vi.拜神；做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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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Writings 1 ['raitiŋz] n.作品，篇章（writing的复数形式）

222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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