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5-06 [As It Is] Vatican Prepares for Possible Women Swiss
Guards 词频表词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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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o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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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f 1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guard 9 [gɑ:d] n.守卫；警戒；护卫队；防护装置 vi.警惕 vt.保卫；监视 n.(Guard)人名；(英)格尔德

5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barracks 8 ['bærəks] n.兵营，营房；简陋的房子；警察所（barrack的复数） v.使驻扎军营里；住在工房、棚屋里；（澳）大声鼓
噪（barrack的三单形式）

7 Swiss 8 [swis] adj.瑞士的；瑞士人的；瑞士风格的 n.瑞士人；瑞士腔调

8 Vatican 8 ['vætikən] n.罗马教廷；梵蒂冈

9 i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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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new 7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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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nd 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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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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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Members 5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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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somethin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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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whe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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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wi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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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women 5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21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2 force 4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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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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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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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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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8 official 3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29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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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pla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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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pope 3 [pəup] n.教皇，罗马教皇；权威，大师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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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4 where 3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35 year 3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6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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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accommodate 2 [ə'kɔmədeit] vt.容纳；使适应；供应；调解 vi.适应；调解

38 agreement 2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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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40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41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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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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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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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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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urr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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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isting 2 [ig'zistiŋ] adj.目前的；现存的 v.存在（exist的现在分词）

47 expected 2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48 foundation 2 [faun'deiʃən] n.基础；地基；基金会；根据；创立

49 Francis 2 ['frɑ:nsis] n.弗朗西斯（男子名，义为自由之人）

50 housing 2 ['hausiŋ] n.房屋；住房供给；[机]外壳；遮盖物；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

51 make 2 [meik] vt.使得；进行；布置，准备，整理；制造；认为；获得；形成；安排；引起；构成 vi.开始；前进；增大；被制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52 male 2 [meil] adj.男性的；雄性的；有力的 n.男人；雄性动物 n.(Male)人名；(柬)马尔；(意、西、塞)马莱；(英)梅尔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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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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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56 organization 2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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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pontifical 2 [pɔn'tifikəl] adj.罗马教宗的；主教的 n.主教仪典书；主教祭服及徽章

59 possibility 2 [,pɔsə'biləti] n.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60 replace 2 [ri'pleis] vt.取代，代替；替换，更换；归还，偿还；把…放回原处

61 residence 2 ['rezidəns] n.住宅，住处；居住

62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63 shared 2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4 site 2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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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67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68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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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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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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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74 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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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76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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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back 1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后
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79 baptism 1 ['bæptizəm] n.洗礼；严峻考验

80 baptized 1 [bæp'taɪz] v. 给…施洗礼；(受洗礼时)命名

81 bathrooms 1 n. 浴室；盥洗室（bathroom的复数）

82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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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begin 1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84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85 Bryan 1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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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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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called 1 [kɔː l] vt. 呼叫；打电话；把 ...称为 n. 打电话；访问；召唤；呼叫；把 ... 看作 vi. 呼叫；(短暂的)拜访

89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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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chosen 1 ['tʃəuzən] vt.选择（choose的过去分词） adj.挑选出来的，精选的

92 citizenship 1 ['sitizənʃip] n.[法]公民身份，公民资格；国籍；公民权

93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94 combine 1 [kəm'bain] vt.使化合；使联合，使结合 vi.联合，结合；化合 n.联合收割机；联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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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constitution 1 n.宪法；体制；章程；构造；建立，组成；体格

97 cost 1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98 covid 1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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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101 date 1 [deit] n.日期；约会；年代；枣椰子 vi.过时；注明日期；始于（某一历史时期） vt.确定…年代；和…约会 n.(Date)人名；
(日)伊达(姓)；(英)戴特

102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103 departments 1 [dɪ'pɑ tːmənts] 政府部门

104 displace 1 [dis'pleis] vt.取代；置换；转移；把…免职；排水

105 displaced 1 [dis'pleist] adj.无家可归的；位移的；被取代的 n.无家可归者 v.取代（displace的过去分词）；移动…的位置；撤换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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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ffective 1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108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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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nters 1 英 ['entə(r)] 美 ['entər] v. 进入 【计算机】送入

111 entrances 1 ['entrəns] n. 入口；进入；登场；进入权 vt. 使入迷；使狂喜

112 environmentally 1 [en,vairən'mentli] adv.有关环境方面

113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114 exactly 1 [ig'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正确地

115 exclusive 1 [ik'sklu:siv] adj.独有的；排外的；专一的 n.独家新闻；独家经营的项目；排外者

116 exclusively 1 [ɪk'skluːsɪvli] adv. 专门地；排他地；独占地；仅仅；只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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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female 1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119 friendly 1 ['frendli] adj.友好的；亲切的；支持的；融洽的，和睦的 adv.友善地；温和地 n.(Friendly)人名；(英)弗兰德利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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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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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guards 1 ['gɑrd] n. 警卫；狱吏；看守；护卫队 名词guard的复数形式.

123 happens 1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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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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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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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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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hit 1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130 ho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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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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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integrate 1 ['intigreit, 'intigrit, -greit] vt.使…完整；使…成整体；求…的积分；表示…的总和 vi.求积分；取消隔离；成为一体 adj.整
合的；完全的 n.一体化；集成体

133 integrating 1 ['ɪntɪɡreɪtɪŋ] n. 集成化；综合化 动词integrate的现在分词.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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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introduced 1 [ɪntrəd'juːst] v. 介绍，引进（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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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Italy 1 ['itəli] n.意大利（欧洲南部国家）

138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139 joining 1 ['dʒɔiniŋ] n.连接；接缝；连接物

140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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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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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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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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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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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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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
(英)卢克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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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Lynn 1 [lin] n.林恩（姓氏）

150 males 1 ['meɪlz] n. 壮丁；男人 名词male的复数形式.

151 march 1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152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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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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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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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much 1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158 m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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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160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61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2 officially 1 [ə'fiʃəli] adv.正式地；官方地；作为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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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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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66 ours 1 ['auəz, 弱ɑ:z] pron.我们的 n.(Ours)人名；(法)乌尔斯

167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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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法)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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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permits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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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positions 1 [pə'ziʃənz] n.[水运]位置（position的复数）；定位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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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postition 1 [pɒs'tɪʃn] 定位

174 prepares 1 英 [prɪ'peə(r)] 美 [prɪ'per] v. 预备；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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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vate 1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
的，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177 project 1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178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179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180 raise 1 [reiz] vt.提高；筹集；养育；升起 vi.上升 n.高地；上升；加薪 n.(Raise)人名；(英)雷兹

181 raising 1 ['reiziŋ] n.高地；提高；举；浮雕装饰 v.饲养；升起；举起（rais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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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rebuilt 1 [ri:'bilt] v.重新组装（rebuil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重建

184 religion 1 [ri'lidʒən] n.宗教；宗教信仰

185 religious 1 [ri'lidʒəs] adj.宗教的；虔诚的；严谨的；修道的 n.修道士；尼姑

186 repairing 1 [ri'peəriŋ] v.修复（repair的ing形式）；修理

187 report 1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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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reportedly 1 [ri'pɔ:tidli] adv.据报道；据传闻

190 requiring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191 riccardo 1 里卡尔多

192 Rome 1 [rəum] n.罗马（意大利首都）

193 rooms 1 [ruːm] n. 房间；空间；机会 v. 寄宿；给…提供留宿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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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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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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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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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serve 1 [sə:v]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n.发球，轮到发
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201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02 signed 1 [saind] adj.有符号的；已签字的；有正负之分的 v.署名；写下；预示；示意（sign的过去分词）

203 single 1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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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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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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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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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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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售得金额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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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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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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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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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214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15 travel 1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216 unmarried 1 [,ʌn'mærid] adj.[法]未婚的；单身的；独身的 v.离婚（unmarry的过去分词）

217 us 1 pron.我们

218 usual 1 ['ju:ʒuəl] adj.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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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visitors 1 ['vɪzɪtəz] n.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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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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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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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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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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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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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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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wor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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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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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you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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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