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10 [As It Is] As Britain Mourns Queen, Charles Rises to
King 词汇表词汇表

1 abbey 1 ['æbi] n.大修道院，大寺院；修道院中全体修士或修女 n.(Abbey)人名；(法)阿贝；(英)阿比(教名Abigail的昵称)

2 able 1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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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ccount 1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5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6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7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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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ffairs 1 英 [ə'feə(r)] 美 [ə'fer] n. 私通；事件；事务；事情

10 affected 1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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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ge 1 [eidʒ] n.年龄；时代；寿命，使用年限；阶段 vi.成熟；变老 vt.使成熟；使变老，使上年纪 n.(Age)人名；(瑞典)阿格；(日)
扬(姓)；(西、荷)阿赫

13 aimed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4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5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6 and 16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7 appointed 1 [ə'pɔintid] adj.约定的，指定的 v.任命；指定；约定时间，地点（appoint的过去分词形式）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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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round 3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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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s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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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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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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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ttending 1 adj.（医生）主治的 v.参加（attend的现在分词）；注意，听；照顾；[常用被动语态]（作为结果、情况）伴随

25 Australia 1 [ɔ'streiljə] n.澳大利亚，澳洲

26 autumn 1 ['ɔ:təm] n.秋天；成熟期；渐衰期，凋落期 adj.秋天的，秋季的 n.(Autumn)人名；(英)奥特姆

27 bar 1 n.条，棒；酒吧；障碍；法庭 vt.禁止；阻拦 prep.除……外 n.(Bar)人名；(阿拉伯、德、法、俄、罗、捷、波、葡、以)巴
尔

28 b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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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30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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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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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ells 1 [belz] n.铃（bell的复数形式）；排钟；喇叭裤 v.系铃于…；鸣钟（bel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5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36 body 1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37 Britain 7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38 British 1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39 broadcast 1 ['brɔ:dkɑ:st, -kæst] vt.播送，播放；（无线电或电视）广播；播撒（种子） vi.广播，播送；播放 n.广播；播音；广播
节目 adj.广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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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41 buckingham 1 ['bʌkiŋəm] n.白金汉宫（英国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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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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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amilla 1 [kə'milə] n.卡蜜拉（女子名）

45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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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anada 1 ['kænədə] n.加拿大（北美洲国家）

47 carefully 1 ['kɛəfəli] adv.小心地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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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athedral 1 [kə'θi:drəl] n.大教堂

50 Caty 2 卡蒂

51 celebrated 1 ['selibreitid] adj.著名的；有名望的 v.庆祝（celeb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2 certain 1 ['sə:tən] adj.某一；必然的；确信；无疑的；有把握的 pron.某些；某几个 n.(Certain)人名；(葡)塞尔塔因；(法)塞尔坦

53 Charles 12 [tʃɑ:lz] n.查尔斯（人名）

54 charlie 1 ['tʃɑ:li] n.查理（男子名）

55 cheek 1 [tʃi:k] n.面颊，脸颊；臀部 vt.无礼地向…讲话，对…大胆无礼 n.(Cheek)人名；(英)奇克

56 cheers 1 ['tʃiəz] v.感谢；谢谢；再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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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omment 3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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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61 considering 1 [kən'sidəriŋ] prep.考虑到；就...而论 conj.考虑到 v.考虑到（consider的ing形式）

62 consort 1 ['kɔnsɔ:t] vi.结交；陪伴；符合 vt.使结合；使联系 n.配偶；伙伴 n.(Consort)人名；(西)孔索尔特

63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64 costs 1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65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66 count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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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rises 1 ['kraisi:z] n.危机，紧要关头；危险期（crisis的复数形式）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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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crowds 1 [kraʊd] n. 人群；群众；大群；朋友 v. 拥挤；挤满；涌入；贴近；逼迫

70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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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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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death 2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73 debate 2 [di'beit] vt.辩论，争论，讨论 vi.辩论，争论，讨论 n.辩论；辩论会

74 debated 1 [dɪ'beɪt] n. 辩论；讨论 vt. 争论；思考 vi. 辩论

75 defended 1 [dɪ'fend] v. 防守；防护；辩护

76 dependability 1 [di,pendə'biləti] n.可靠性；可信任

77 Diana 1 [dai'ænə] n.黛安娜（女子名，罗马神话中之处女性守护神）；月

78 died 1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79 dies 1 ['daii:z] v.死亡；消失（动词di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凋谢 n.[机]模具（名词die的复数）；（拉）日 n.(Dies)人名；(英)戴
斯；(西)迭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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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d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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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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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duties 2 [djː tɪs] n. 税；职责 名词dut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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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85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86 ed 1 [ed] abbr.Edmund，Edward，Edwin等的昵称

87 Elizabeth 4 [i'lizəbəθ] n.伊丽莎白（女子名）

88 emperor 1 ['empərə] n.皇帝，君主

89 empire 1 ['empaiə] n.帝国；帝王统治，君权 n.(Empire)人名；(法)昂皮尔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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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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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ntered 1 ['entə(r)d] adj. 进入的 动词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94 environmental 1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95 exceptional 1 [ik'sepʃənəl] adj.异常的，例外的 n.超常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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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98 feels 1 [fiː l] v. 感觉；觉得；触摸；摸起来；认为；摸索 n. 感觉；触觉

99 figure 2 ['figə] n.数字；人物；图形；价格；（人的）体形；画像 vi.计算；出现；扮演角色 vt.计算；认为；描绘；象征

100 finds 1 [faɪnd] v. 发现；找到；认为；觉得；感到；裁决；判定 n. 发现

101 fir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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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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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Friday 2 ['fraidi] n.星期五

104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5 fuel 1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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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funeral 1 ['fju:nərəl] n.葬礼；麻烦事 adj.丧葬的，出殡的

108 future 2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09 gathered 1 ['gæðəɒ] adj. 聚集的；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10 gave 2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111 god 1 [gɔd] n.神；（大写首字母时）上帝 vt.膜拜，崇拜 n.(God)人名；(索、阿拉伯)古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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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grief 1 [gri:f] n.悲痛；忧伤；不幸

114 guinea 1 ['gini] n.几内亚；基尼（英国旧时金币名）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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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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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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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119 h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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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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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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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heard 1 [hə:d] v.听到（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闻知 n.(Heard)人名；(英)赫德

123 he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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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25 himself 1 [him'self] pron.他自己；他亲自，他本人

126 his 15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27 historian 1 [his'tɔ:riən] n.历史学家

128 historic 1 [his'tɔrik] adj.有历史意义的；历史上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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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home 1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130 honor 1 ['ɔnə] n.荣誉；信用；头衔 vt.尊敬（等于honour）；给…以荣誉

131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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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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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II 2 abbr.微光（ImageIntensification）

135 III 1 num.罗马数字3 abbr.国际情报公司（InformationInternationalInc）；工业仪表公司（InstrumentsforIndustriesInc）

136 image 1 ['imidʒ] n.影像；想象；肖像；偶像 vt.想象；反映；象征；作…的像 n.(Image)人名；(法)伊马热

137 immediately 1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138 i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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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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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142 interfere 1 [,intə'fiə] vi.干涉；妨碍；打扰 vt.冲突；介入

143 intervening 1 [,intə'vi:niŋ] adj.介于中间的 v.介入（intervene的ing形式）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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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involvement 1 n.参与；牵连；包含；混乱；财政困难

146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7 issues 2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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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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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king 11 [英[kɪŋ] 美[kɪŋ]] n.国王；最有势力者；王棋 vi.统治；做国王 vt.立…为王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最大的 n.(King)人名；
(德、英、葡、捷、西)金；(中)金(普通话·威妥玛)；(泰)京；(东南亚国家华语)京

151 kingdom 1 ['kiŋdəm] n.王国；界；领域 n.(Kingdom)人名；(英)金德姆

152 kiss 1 [kis] vt.吻；（风等）轻拂 vi.接吻；（风等）轻触 n.吻；轻拂 n.(Kiss)人名；(德、英、俄)基斯；(匈、罗)基什

153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154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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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lie 1 [lai] vi.躺；说谎；位于；展现 vt.谎骗 n.谎言；位置 n.(Lie)人名；(罗、挪、瑞典)利；(中)李(普通话·威妥玛)

157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58 lifelong 1 ['laiflɔŋ] adj.终身的

159 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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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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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liz 1 [liz] n.莉斯（女子名）

162 London 4 ['lʌndən] n.伦敦

163 longest 1 ['lɔŋgist, 'lɔ:ŋ-] adj.最长的 n.(Longest)人名；(英)朗格斯特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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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166 loved 1 [lʌvd] v.热爱（love的过去分词） adj.恋爱的；受珍爱的

167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68 marriage 1 ['mæridʒ] n.结婚；婚姻生活；密切结合，合并 n.(Marriage)人名；(英)马里奇

169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170 met 1 [met] v.遇见（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et)人名；(瑞典)梅特

171 minister 1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172 modern 1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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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monarch 3 ['mɔnək, -ɑ:k] n.君主，帝王；最高统治者

174 monarchy 6 ['mɔnəki] n.君主政体；君主国；君主政治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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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motivating 1 英 ['məʊtɪveɪt] 美 ['moʊtɪveɪt] vt. 激发(兴趣或欲望)；给与动机

177 mourn 1 [mɔ:n, məun] v.哀悼；忧伤；服丧

178 mourners 2 n.哀悼者; 哀悼者，送葬者( mourner的名词复数 )

179 mourns 1 英 [mɔː n] 美 [mɔː rn] v. 哀悼；忧伤；服丧

180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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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nation 2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183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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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nearby 1 ['niə'bai] adj.附近的，邻近的 adv.在附近 prep.在…附近

186 new 6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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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now 3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89 nowhere 1 ['nəuhwεə] adv.无处；任何地方都不；毫无结果 n.无处；任何地方；无名之地 adj.不存在的；毫无结果的；不知名的

190 of 1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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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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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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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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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96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97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8 outdated 1 [,aut'deitid] adj.过时的；旧式的 v.使过时（out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9 over 2 ['əuvə] adv.结束；越过；从头到尾 prep.越过；在…之上；遍于…之上 adj.结束的；上面的 vt.越过 n.(Over)人名；(俄、
西、土)奥韦尔

200 Owens 2 n.欧文斯（姓氏）

201 palace 1 ['pælis] n.宫殿；宅邸；豪华住宅

202 Papua 1 ['pæpjuə] n.巴布亚岛（新几内亚岛NewGuinea的旧名）

203 passing 1 ['pɑ:siŋ, 'pæs-] adj.经过的；目前的；及格的；短暂的 n.经过；及格；流逝；去世 adv.非常 v.通过；及格；许可；传送
（pass的ing形式） n.(Passing)人名；(德)帕辛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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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Paul 1 [pɔ:l] n.保罗（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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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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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09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210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11 politics 1 ['pɔlitiks] n.政治，政治学；政治活动；政纲

212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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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predecessor 1 ['pri:disesə, 'pre-] n.前任，前辈

215 preparing 1 [prɪ'peərɪŋ] adj. 准备的；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

216 preservation 1 [,prezə'veiʃən] n.保存，保留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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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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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prime 1 [praim] adj.主要的；最好的；基本的 adv.极好地 n.初期；青年；精华；全盛时期 vt.使准备好；填装 vi.作准备 n.(Prime)
人名；(英)普赖姆；(德)普里梅

219 prince 2 [prins] n.王子，国君；亲王；贵族 n.(Prince)人名；(英、葡)普林斯；(法)普兰斯；

220 princess 1 [prin'ses, 'prinsis] n.公主；王妃；女巨头 n.(Princess)人名；(英)普琳西丝；

221 profound 1 [prə̍ faʊnd] adj.深厚的；意义深远的；渊博的

222 projects 1 [p'rədʒekts] [ projected ]的第三人称单数

223 promised 1 英 ['prɒmɪs] 美 ['prɑːmɪs] n. 诺言；预示；约定；(有)希望 v. 允诺；发誓；答应；有希望

224 protection 1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225 public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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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queen 9 [kwi:n] n.女王，王后；（纸牌中的）皇后；（蜜蜂等的）蜂王 vt.使…成为女王或王后 vi.做女王 n.(Queen)人名；(英)奎
因

227 rang 1 [ræŋ] v.包围；成环形（ring的过去式） n.(Rang)人名；(俄、罗)兰格；(法、德、瑞典)朗

228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229 reign 2 [rein] vi.统治；支配；盛行；君临 n.统治；统治时期；支配

230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231 remembered 1 英 [rɪ'membə(r)] 美 [rɪ'membər] v. 记得；想起；记住，铭记；回忆；提及

232 remembrance 1 [ri'membrəns] n.回想，回忆；纪念品；记忆力

233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234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235 represent 1 [,repri'zent] vt.代表；表现；描绘；回忆；再赠送 vi.代表；提出异议

236 represented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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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rise 1 [raiz, rais] vi.上升；增强；起立；高耸 vt.使…飞起；使…浮上水面 n.上升；高地；增加；出现

239 rises 1 [raɪz] vi. 上升；升起；增加；起床；反抗；复活 n. 上升；增加；斜坡；小山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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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ruler 1 ['ru:lə] n.尺；统治者；[测]划线板，划线的人

242 rules 3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43 ruling 1 ['ru:liŋ] adj.统治的；主要的；支配的；流行的，普遍的 n.统治，支配；裁定

244 sadness 1 ['sædnis] n.悲哀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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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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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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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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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250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51 servi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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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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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54 shouts 1 [ʃaʊt] v. 呼喊；高声呼叫 n. 呼喊；大声叫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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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sign 1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257 singing 1 ['siŋiŋ] n.歌唱；歌声；耳鸣；振鸣 adj.唱歌的；音乐般的 v.唱歌（sing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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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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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som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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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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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son 1 [sʌn] n.儿子；孩子（对年轻人的称呼）；男性后裔 n.(Son)人名；(土、老、柬)松；(法、罗)索恩；(日)存(名)；(日)孙
(姓)；(越)山

262 song 1 [sɔŋ, sɔ:ŋ] n.歌曲；歌唱；诗歌；鸣声 n.(Song)人名；(泰)颂；(柬)松；(英)桑；(老)宋；(越)双；(东南亚国家华语)松

263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264 sorrow 2 ['sɔrəu, 'sɔ:-] n.悲伤；懊悔；伤心事 vi.懊悔；遗憾；感到悲伤 vt.为…悲痛

265 sovereign 3 ['sɔvərin, 'sʌv-] adj.至高无上的；有主权的；拥有最高统治权的；不折不扣的；极好的 n.君主；独立国；最高统治者
n.(Sovereign)人名；(英)索夫林

266 speech 2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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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st 1 [es ti:] abbr.标准时间（standardtime）；Shipping装货单（ShippingTicket）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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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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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treamed 1 [striː m] n. (小)河；水流；(人；车；气)流；组 v. 流动；流出；飘动；将(学生)按能力分组

272 stretched 1 [st'retʃt] 拉伸的

273 subjects 1 ['sʌbdʒɪkts] n. 科目 名词subject的复数形式.

274 succeeds 1 [sək'siː d] v. 成功；继承；接着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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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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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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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television 1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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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the 3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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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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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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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87 thr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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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Thursday 1 ['θə:zdi; -dei] n.星期四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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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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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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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truss 3 [trʌs] n.束；构架；捆 vt.捆绑；用构架支撑 n.(Truss)人名；(德)特鲁斯；(英)特拉斯

293 unity 1 ['ju:niti] n.团结；一致；联合；个体 n.(Unity)人名；(英)尤妮蒂

294 upon 1 [ə'pɔn] prep.根据；接近；在…之上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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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Wales 1 [weilz] n.威尔士（英国大不列颠岛西南部地区）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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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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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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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weaver 2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302 week 1 [wi:k] n.周，星期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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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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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Westminster 1 ['westminstə] n.威斯敏斯特（伦敦市的一个行政区）；议会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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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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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309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310 who 3 pron.谁；什么人

311 wife 1 [waif] n.妻子，已婚妇女；夫人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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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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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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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17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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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20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21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322 Zealand 1 ['zi:lənd] n.西兰岛（丹麦最大的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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