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15 [As It Is] Ceremonies Surrounding the Death of Queen
Elizabeth II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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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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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1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quee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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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wil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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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coffin 9 ['kɔfin] n.棺材 断送

9 and 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0 hall 7 n.过道，门厅，走廊；会堂；食堂；学生宿舍；大厅，前厅；娱乐中心，会所 n.（土）哈勒（人名）；（德、波、丹、
芬、瑞典）哈尔（人名）；（英）霍尔（人名）；（法）阿尔（人名）

11 stat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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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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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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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people 6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5 Westminster 6 ['westminstə] n.威斯敏斯特（伦敦市的一个行政区）；议会

16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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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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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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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h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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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k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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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se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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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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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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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tain 3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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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lizabeth 3 [i'lizəbəθ] n.伊丽莎白（女子名）

28 Englis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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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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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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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he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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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lying 3 adj.说谎的；躺着的，卧着的 n.说谎；横卧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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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35 minister 3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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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pr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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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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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英)普赖姆；(德)普里梅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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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who 3 pron.谁；什么人

40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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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ag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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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among 2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44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45 bod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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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eremony 2 ['seriməuni] n.典礼，仪式；礼节，礼仪；客套，虚礼

47 Churchill 2 ['tʃə:tʃil] n.邱吉尔（英国政治家及作家）

48 coffins 2 英 ['kɒfɪn] 美 ['kɔː fɪn] n. 棺材

49 coronation 2 [,kɔ:rə'neiʃən] n.加冕礼

50 crown 2 [kraun] n.王冠；花冠；王权；顶点 vt.加冕；居…之顶；表彰；使圆满完成 n.(Crown)人名；(英)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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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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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54 George 2 [dʒɔ:dʒ] n.乔治（男子名）；自动操纵装置；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

55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56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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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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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honor 2 ['ɔnə] n.荣誉；信用；头衔 vt.尊敬（等于honour）；给…以荣誉

59 hours 2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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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husband 2 ['hʌzbənd] vt.节约地使用（或管理） n.丈夫 n.(Husband)人名；(英)赫斯本德

62 II 2 abbr.微光（ImageIntensification）

63 kilometers 2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64 lead 2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65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66 lines 2 [laɪnz] n. (剧本中的)台词；诗歌；线条；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

67 London 2 ['lʌndən] n.伦敦

68 mu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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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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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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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s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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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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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speci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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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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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t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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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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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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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79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80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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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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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tradition 2 [trə'diʃən] n.惯例，传统；传说

82 visitors 2 ['vɪzɪtəz] n.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

83 wait 2 [weit] vt.等候；推迟；延缓 vi.等待；耽搁；伺候用餐 n.等待；等候 n.(Wait)人名；(英)韦特；(捷)魏特

8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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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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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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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winston 2 ['winstən] n.温斯顿（姓氏，男子名）

89 works 2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90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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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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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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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airports 1 ['eəpɔː ts] 机场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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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97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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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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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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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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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begin 1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103 Birmingham 1 ['bə:miŋəm] n.伯明翰（英国一座城市）

104 box 1 [bɔks] n.箱，盒子；包厢；一拳 vi.拳击 vt.拳击；装…入盒中；打耳光 n.(Box)人名；(英、法、西)博克斯

105 breakdown 1 ['breikdaun] n.故障；崩溃；分解；分类；衰弱；跺脚曳步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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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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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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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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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castle 1 ['kɑ:sl, 'kæ-] n.城堡；象棋中的车 vt.置…于城堡中；筑城堡防御 n.(Castle)人名；(英)卡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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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chapel 1 ['tʃæpəl] n.小礼拜堂，小教堂；礼拜 adj.非国教的 n.(Chapel)人名；(法)沙佩尔；(英)查普尔

113 closed 1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114 closer 1 ['kləuzə] adj.靠近的 n.[自]闭合器；最后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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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covered 1 ['kʌvəd] adj.覆盖了的；隐蔽着的；有屋顶的 v.覆盖；包括；掩护（cover的过去分词）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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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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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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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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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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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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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dward 1 ['edwəd] n.爱德华（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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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England 1 n.英格兰

127 eventually 1 [i'ventʃuəli] adv.最后，终于

128 expect 1 [ik'spekt] vt.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期待；预期

129 flag 1 [flæg] vi.标记；衰退；枯萎 vt.标记；插旗 n.标志；旗子

130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131 former 1 ['fɔ:mə] adj.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n.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n.(Former)人名；(法)福尔梅；(德、捷)福尔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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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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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ground 1 n.地面；土地；范围；战场;根据 vt.使接触地面；打基础；使搁浅 vi.着陆；搁浅 adj.土地的；地面上的；磨碎的；磨
过的 v.研磨（grind的过去分词）；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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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Hayes 1 [heiz] n.海耶斯（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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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heavy 1 adj.沉重的；繁重的，巨大的；拥挤的；阴沉的 n.重物；严肃角色 adv.大量地；笨重地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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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holds 1 英 [həʊldz] 美 [hoʊldz] n. 货舱；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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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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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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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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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join 1 [dʒɔin] vt.参加；结合；连接 vi.加入；参加；结合 n.结合；连接；接合点 n.(Join)人名；(法)茹安

148 Kings 1 [kiŋz] n.《列王纪》（《圣经》中的篇章）

149 lain 1 [lein] v.躺，位于（lie的过去分词） n.(Lain)人名；(英、法、捷)莱恩

150 leaders 1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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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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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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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lined 1 [laɪnd] adj. 具线纹的；衬里的 动词l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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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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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Mary 1 ['mɛəri] n.玛丽（女子名）

158 metal 1 ['metəl] n.金属；合金 vt.以金属覆盖 adj.金属制的 n.(Metal)人名；(捷)梅塔尔；(瑞典)梅塔尔

159 middle 1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160 modern 1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161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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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4 museum 1 [mju:'ziəm] n.博物馆

165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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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oak 1 [əuk] n.橡树；橡木色；橡木家具 adj.栎树的；栎木制的 n.(Oak)人名；(英)奥克

168 objects 1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169 order 1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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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71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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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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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overnight 1 [,əuvə'nait, 'əuvənait] adv.通宵；突然；昨晚 adj.晚上的；通宵的；前夜的 n.头天晚上；一夜的逗留 vt.连夜快递 vi.过一
夜

175 partners 1 英 ['pɑ tːnə(r)] 美 ['pɑ rːtnər] n. 伙伴；搭档；伴侣；合伙人 v. 同 ... 合作；做 ... 的搭档

176 pass 1 [pɑ:s, pæs] n.及格；经过；护照；途径；传球 vi.经过；传递；变化；终止 vt.通过；经过；传递 n.(Pass)人名；(英、法、
德、俄)帕斯

177 pay 1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178 Philip 1 ['filip] n.菲利普（男子名）

179 placed 1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0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81 possibly 1 ['pɔsəbli] adv.可能地；也许；大概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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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prince 1 [prins] n.王子，国君；亲王；贵族 n.(Prince)人名；(英、葡)普林斯；(法)普兰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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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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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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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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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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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respects 1 n.方面（respect的复数）；敬意；问候；关切 v.尊敬，敬重；涉及（respect的第三人称单数）；关心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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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river 1 ['rivə] n.河，江 n.(River)人名；(英)里弗

192 roy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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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royals 1 Royals Stadium, Kansas City, Missoori 密苏里洲堪萨斯城皇家露天体育场

194 sarah 1 ['sεərə] n.莎拉（女子名）；萨拉（《圣经》中的人物）

195 security 1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196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197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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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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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slow 1 [sləu] adj.慢的；减速的；迟钝的 vi.变慢；变萧条 vt.放慢；阻碍 adv.慢慢地；迟缓地 n.(Slow)人名；(英)斯洛

201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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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stations 1 ['steɪʃn] n. 站；火车站；电视台；社会地位；牧羊场；驻地；岗位 v. 驻扎；安置

204 stay 1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205 stretch 1 vt.伸展,张开；（大量地）使用，消耗（金钱，时间）；使竭尽所能；使全力以赴； vi.伸展；足够买（或支付） n.伸
展，延伸 n.(Stretch)人名；(英)斯特雷奇

206 structure 1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207 Stuart 1 [stjuət] n.英国斯图亚特王室；斯图尔特（男子名，等于Stew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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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supervisor 1 监督人，指导者；[管理]管理人；检查员

210 surrounding 1 [sə'raundiŋ] adj.周围的，附近的 n.环境，周围的事物

211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12 Thames 1 [temz] n.（伦敦的）泰晤士河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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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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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214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15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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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18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219 upcoming 1 ['ʌp,kʌmiŋ] adj.即将来临的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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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22 VI 1 abbr.美国维尔京岛之邮递区号（VirginIslands）；垂直距离（vertialinternal）

223 VII 1 num.罗马数字7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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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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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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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warned 1 英 [wɔː n] 美 [wɔː 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228 watch 1 [wɔtʃ, wɔ:tʃ] vt.观察；注视；看守；警戒 n.手表；监视；守护；值班人 vi.观看，注视；守侯，看守

229 week 1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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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wife 1 [waif] n.妻子，已婚妇女；夫人

232 Windsor 1 ['winzə] n.温莎（地名，伦敦西方的城市）

233 wood 1 [wud] n.木材；木制品；树林 vi.收集木材 vt.植林于；给…添加木柴 n.(Wood)人名；(英、法、西、葡、阿拉伯)伍德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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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wore 1 [wɔ:] v.穿（衣服等）；戴（首饰等）；装着（wear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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