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20 [As It Is] Queen Elizabeth II Mourned at Funeral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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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1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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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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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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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 10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8 coffin 8 ['kɔfin] n.棺材 断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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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s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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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with 7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2 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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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Britain 6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14 Elizabeth 6 [i'lizəbəθ] n.伊丽莎白（女子名）

15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6 funeral 6 ['fju:nərəl] n.葬礼；麻烦事 adj.丧葬的，出殡的

17 kin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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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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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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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world 6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1 b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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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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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famil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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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5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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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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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London 4 ['lʌndən] n.伦敦

28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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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roya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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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servic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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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sta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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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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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across 3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34 after 3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35 among 3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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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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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ritish 3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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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ceremony 3 ['seriməuni] n.典礼，仪式；礼节，礼仪；客套，虚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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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large 3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42 li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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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monarch 3 ['mɔnək, -ɑ:k] n.君主，帝王；最高统治者

44 power 3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以
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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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who 3 pron.谁；什么人

47 abbe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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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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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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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51 buried 2 ['berid] adj.埋葬的；埋藏的 v.埋葬（bu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2 came 2 [keim] v.come的过去式

53 carried 2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54 central 2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55 Charles 2 [tʃɑ:lz] n.查尔斯（人名）

56 commonwealth 2 ['kɔmənwelθ] n.联邦；共和国；国民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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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mpire 2 ['empaiə] n.帝国；帝王统治，君权 n.(Empire)人名；(法)昂皮尔

59 feel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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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final 2 ['fainl] adj.最终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 n.决赛；期末考试；当日报纸的末版

61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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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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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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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II 2 abbr.微光（ImageIntensification）

65 III 2 num.罗马数字3 abbr.国际情报公司（InformationInternationalInc）；工业仪表公司（InstrumentsforIndustriesInc）

66 life 2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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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lo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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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majestic 2 [mə'dʒestik] adj.庄严的；宏伟的

70 ministers 2 英 ['mɪnɪstə(r)] 美 ['mɪnɪstər] n. 外交使节；部长；大臣；牧师 v. 照顾；给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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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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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nations 2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74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75 orb 2 [ɔ:b] n.球；天体；圆形物 vt.成球形；弄圆；围着 vi.沿轨道运行

76 others 2 pron.其他人

77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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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80 pr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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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scepter 2 ['septə] n.节杖（象征君权）；王权 vt.授予…王权；拥登王位（等于sceptre）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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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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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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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throu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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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wat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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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Westminster 2 ['westminstə] n.威斯敏斯特（伦敦市的一个行政区）；议会

87 Windsor 2 ['winzə] n.温莎（地名，伦敦西方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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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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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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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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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atop 1 [ə'tɔp] prep.在…的顶上 adv.在顶上

94 attendees 1 n.（会议等的）出席者( attendee的名词复数 )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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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ball 1 [bɔ:l] n.球；舞会 vi.成团块 vt.捏成球形 n.(Ball)人名；(土)巴勒；(英、西)鲍尔；(法、德、俄、罗、捷)巴尔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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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99 beautiful 1 ['bju:tiful] adj.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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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02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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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bell 1 [bel] n.铃，钟；钟声，铃声；钟状物 vt.装钟于，系铃于 vi.鸣钟；成钟状鼓起

105 beyond 1 [bi'jɔnd] prep.超过；越过；那一边；在...较远的一边 adv.在远处；在更远处 n.远处

106 biden 1 n. 拜登(姓氏)

107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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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broadcasts 1 英 ['brɔː dkɑːst] 美 ['brɔː dkæst] v. 广播；散布；撒播 n. 广播；广播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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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camilla 1 [kə'milə] n.卡蜜拉（女子名）

112 carriage 1 ['kæridʒ] n.运输；运费；四轮马车；举止；客车厢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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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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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chur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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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Churchill 1 ['tʃə:tʃil] n.邱吉尔（英国政治家及作家）

117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18 clergyman 1 ['klə:dʒimən] n.牧师；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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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come 1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121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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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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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25 cross 1 n.交叉，十字；十字架，十字形物 vi.交叉；杂交；横过 vt.杂交；渡过；使相交 adj.交叉的，相反的；乖戾的；生气的

126 cr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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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crowned 1 [kraund] adj.王室的；戴王冠的 v.加冕，使成王（crow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28 dates 1 [deɪt] n. 日期；年代；会晤时间；约会；约会对象；枣椰树；枣子 v. 给 ... 标明日期；确定年代；过时；显老；和 ...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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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追溯到

129 David 1 ['deivid] n.大卫；戴维（男子名）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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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dead 1 [ded] adj.无生命的；呆板的；废弃了的 adv.完全地 n.死者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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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diamonds 1 ['daɪəməndz] n. 钻石；菱形物 名词diamond的复数.

134 Dobson 1 ['dɔbsən] n.水虫，水虿 n.(Dobson)人名；(英)多布森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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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doors 1 [dɔ:z] n.大门；入口；通道（door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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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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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mmanuel 1 [i'mænjuəl] n.以马内利（耶稣基督的别称）；伊曼纽尔（男子名，等于Immanuel）

140 emperor 1 ['empərə] n.皇帝，君主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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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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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uropean 1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145 evening 1 ['i:vniŋ] n.晚上；傍晚；（联欢性的）晚会；后期 adj.在晚上的；为晚上的；晚上用的 int.晚上好（等于goodev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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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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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felt 1 [felt] n.毡；毡制品 vi.粘结 vt.使粘结；把…制成毡 v.感觉（feel的过去式） n.(Felt)人名；(英、罗、芬、捷、瑞典)费尔特

149 Fitzgerald 1 [fits'dʒerəld] n.菲茨杰拉德（姓氏）；菲茨杰拉德（英国诗人、翻译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菲茨杰拉德（美国
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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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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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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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French 1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155 gather 1 ['gæðə] vt.收集；收割；使…聚集；使…皱起 vi.聚集；化脓；皱起 n.聚集；衣褶；收获量 n.(Gather)人名；(德)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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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Geor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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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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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gold 1 [gəuld] n.金，黄金；金色；金币 adj.金的，金制的；金色的 n.(Gold)人名；(英、法、德、西、罗、捷、瑞典)戈尔德

160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161 goodbye 1 int.再见；告别

162 grouping 1 ['gru:piŋ] n.分组，分类 v.分组（group的现在分词）

163 gun 1 n.枪支；枪状物；持枪歹徒 vi.用枪射击；加大油门快速前进 vt.向…开枪；开大油门 n.(Gun)人名；(瑞典)贡；(英)冈；
(俄、意)古恩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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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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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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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headed 1 ['hedid] adj.有头的；有标题的 v.率领（head的过去分词）；朝向；走在…的前头

168 helping 1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169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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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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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honor 1 ['ɔnə] n.荣誉；信用；头衔 vt.尊敬（等于honour）；给…以荣誉

173 hoyle 1 [hɔil] n.霍伊尔（姓氏）；纸牌游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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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imperi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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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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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impressively 1 [im'presivli] adv.令人难忘地；感人地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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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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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81 japan 1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182 jilly 1 伊利

183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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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just 1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186 justice 1 ['dʒʌstis] n.司法，法律制裁；正义；法官，审判员 n.(Justice)人名；(英)贾斯蒂斯，贾斯蒂丝(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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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Kings 1 [kiŋz] n.《列王纪》（《圣经》中的篇章）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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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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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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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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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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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little 1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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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196 loss 1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197 lying 1 adj.说谎的；躺着的，卧着的 n.说谎；横卧

198 macron 1 ['mækrɔn, 'mei-] n.长音符号（加于元音上） n.(Macron)人名；(法)马克龙

199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200 marri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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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measure 1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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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message 1 ['mesidʒ] n.消息；差使；启示；预言；广告词 vi.报信，报告；[通信]报文 vt.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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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minute 1 [ˈmɪnɪt] n.分，分钟；片刻，一会儿；备忘录，笔记；会议记录 vt.将…记录下来 adj.微小的，详细的[maɪˈnjuːt;US-
ˈnuːt;maɪˋnut]

206 minutes 1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207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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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mourn 1 [mɔ:n, məun] v.哀悼；忧伤；服丧

210 mourned 1 英 [mɔː n] 美 [mɔː rn] v. 哀悼；忧伤；服丧

211 mourning 1 ['mɔ:niŋ, 'məun-] n.哀痛；服丧 v.哀伤；为…哀悼（mour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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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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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my 1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215 naruhito 1 德仁(1960-),日本人,皇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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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navy 1 ['neivi] n.海军 深蓝色的

217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18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219 Numbers 1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220 observed 1 [əb'zɜːvd] adj. 被观察的，被观测的 v. 观察，观测（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

221 occasions 1 [ə'keɪʒn] n. 场合；时机；理由；机会；盛大场面 vt. 引起；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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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opened 1 v.打开，开启（open过去分词形式） adj.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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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oversaw 1 [,əuvə'sɔ:] vt.看管，管理；视察；监视

226 Parks 1 n.帕克斯（人名）

227 parliament 1 ['pɑ:ləmənt] n.议会，国会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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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passage 1 n.一段（文章）；走廊；通路；通过 n.(Passage)人名；(英)帕西奇；(法)帕萨热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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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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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prepared 1 adj.准备好的 v.准备（prepare的过去分词）

233 presidents 1 [p'rezɪdənts] n. 总统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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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princes 1 [p'rɪnsɪz] 宗王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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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publ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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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pulled 1 ['pʊld] adj. 牵引的 v. 拉；拖；牵；拔（动词pu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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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41 remember 1 [ri'membə] vt.记得；牢记；纪念；代…问好 vi.记得，记起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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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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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45 royalty 1 ['rɔiəlti] n.皇室；版税；王权；专利税

246 rul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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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ailors 1 ['seɪləz] 海员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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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49 sang 1 [sæŋ] v.唱，唱歌（sing的过去式） n.(Sang)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生；(瑞典、老、柬、泰)桑；(中)生(广东话·威妥玛)

250 sat 1 [sæt] v.坐（sit的过去式，过去分词） n.(Sat)人名；(中)萨(广东话·威妥玛)；(柬)萨；(印)萨特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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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creens 1 [skriː nz] n. 屏幕 名词screen的复数形式.

253 se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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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selfless 1 ['selflis] adj.无私的；不考虑自己的

255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256 sidewalks 1 n.人行道( sidewalk的名词复数 )

257 silence 1 ['sailəns] n.沉默；寂静；缄默；不谈；无声状态 vt.使沉默；使安静；压制；消除噪音 int.安静！；别作声！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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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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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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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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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spaces 1 n. 空格；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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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tick 1 vt.刺，戳；伸出；粘贴 vi.坚持；伸出；粘住 n.棍；手杖；呆头呆脑的人 n.(Stick)人名；(芬)斯蒂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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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symbol 1 ['simbəl] n.象征；符号；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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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thank 1 [θæŋk] vt.感谢 n.感谢 int.谢谢

268 thanks 1 n.谢谢（只用复数） int.谢谢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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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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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73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274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275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276 Tracy 1 ['treisi] n.特蕾西（女子名）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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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279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80 us 1 pron.我们

281 very 1 ['veri] adj.恰好是，正是；甚至；十足的；特有的 adv.非常，很；完全 n.(Very)人名；(英)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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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wa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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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waited 1 [weɪt] v. 等；等待 n. 等待；等候

285 walk 1 [wɔ:k] n.步行，走；散步 vt.散步；走过 vi.走，步行；散步 n.(Walk)人名；(德、葡)瓦尔克；(英)沃克

286 watched 1 英 [wɒtʃ] 美 [wɑ tːʃ] v. 注视；看守；观看 n. 手表；监视；看守；值班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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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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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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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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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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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wife 1 [waif] n.妻子，已婚妇女；夫人

294 winston 1 ['winstən] n.温斯顿（姓氏，男子名）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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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97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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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