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1-04 [As It Is] Catholic Church May Consider New Rules for
Retired Pope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pope 23 [pəup] n.教皇，罗马教皇；权威，大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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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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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of 1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6 and 1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7 benedict 12 ['benidikt] n.本尼迪克特（男子名）

8 for 1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 is 1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 o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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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church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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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retired 10 [ri'taiəd] adj.退休的；退役的；幽闭的 v.退休（retire的过去分词）

13 t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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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wi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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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sai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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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7 abou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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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Francis 7 ['frɑ:nsis] n.弗朗西斯（男子名，义为自由之人）

19 not 7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0 rule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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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meritus 6 [i'meritəs] adj.退休的；名誉退休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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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popes 6 n.罗马教皇( pope的名词复数 ); 主教; 蒲柏(1688-1744，英国诗人); 大腿上要害部位

24 som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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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6 Vatican 6 ['vætikən] n.罗马教廷；梵蒂冈

27 adj 5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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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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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atholic 5 ['kæθəlik] adj.天主教的；宽宏大量的 n.天主教徒；罗马天主教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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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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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new 5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34 on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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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retirement 5 [ri'taiəmənt] n.退休，退役

36 should 5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37 think 5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38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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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group 4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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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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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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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43 Roman 4 ['rəumən] n.罗马人；古罗马语 adj.罗马的；罗马人的

44 serving 4 ['sə:viŋ] n.服务；上菜；一份食物 v.服务（serve的ing形式） adj.用于上菜的 n.(Serving)人名；(瑞典)塞尔温

45 there 4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46 who 4 pron.谁；什么人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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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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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50 basilica 3 [bə'zilikə] n.（古罗马）长方形会堂；长方形基督教堂；长方形廊柱大厅 n.(Basilica)人名；(西)巴西利卡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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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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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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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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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death 3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56 followers 3 英 ['fɔː ləʊəz] 美 ['fɔː loʊəz] n. 追随者 名词follower的复数形式.

57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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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hig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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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if 3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60 li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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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li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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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no 3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63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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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s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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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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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title 3 ['taitl] n.冠军；标题；头衔；权利；字幕 vt.加标题于；赋予头衔；把…称为 adj.冠军的；标题的；头衔的

67 u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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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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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your 3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70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71 among 2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72 announcement 2 [ə'naunsmənt] n.公告；宣告；发表；通告

73 appropriate 2 adj.适当的；恰当的；合适的 vt.占用，拨出

74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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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blog 2 英 [blɒɡ] 美 [blɑːɡ] n. 博客；网络随笔；日志

76 Boni 2 n. 博奈

77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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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clothing 2 ['kləuðiŋ] n.（总称）[服装]服装；帆装 v.覆盖（clothe的ing形式）；给…穿衣

79 confusion 2 [kən'fju:ʒən] n.混淆，混乱；困惑

80 consider 2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81 correct 2 [kə'rekt] vt.改正；告诫 vi.调整；纠正错误 adj.正确的；恰当的；端正的

82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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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discreet 2 [dis'kri:t] adj.谨慎的；小心的

84 do 2 n.要求；规定；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做；干；学习；研究；进行；完成；解答；整理；算出；引起；行过 aux.助动词
（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代替动词）；（用于加强语气） vi.行，足够；生长 n.（英）多（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
称） n.（口语）事件；（主英国口语）诈骗；（主英国、新西兰口语）宴会；（口语）必须做到的事情

85 d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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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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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mple 2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88 experts 2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89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90 funeral 2 ['fju:nərəl] n.葬礼；麻烦事 adj.丧葬的，出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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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go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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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grandfather 2 ['grænd,fɑ:ðə] n.祖父；始祖 vt.不受新规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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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howe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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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ideas 2 观念

97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98 invited 2 [ɪn'vaɪtɪd] adj. 邀请的；引起的；招致的 动词inv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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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level 2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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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lying 2 adj.说谎的；躺着的，卧着的 n.说谎；横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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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official 2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105 peter 2 vt.逐渐消失；耗尽 vi.使…精疲力竭 n.麻醉品；保险箱 n.彼得(男子名)

106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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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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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retire 2 [ri'taiə] vi.退休；撤退；退却 vt.退休；离开；收回 n.退休；退隐；退兵信号

109 saintly 2 ['seintli] adj.圣洁的

110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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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112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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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st 2 [es ti:] abbr.标准时间（standardtime）；Shipping装货单（ShippingTicket）

114 st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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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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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117 thinks 2 [θɪŋk] v. 认为；想；记起；考虑 n.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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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upon 2 [ə'pɔn] prep.根据；接近；在…之上

120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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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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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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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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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6 affirm 1 [ə'fə:m] vt.肯定；断言 vi.确认；断言

127 affirmed 1 英 [ə'fɜːm] 美 [ə'fɜ rːm] vt. 证实；断言；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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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30 answered 1 英 ['ɑːnsə(r)] 美 ['ænsər] v. 回答；答复；接电话 n. 答案；回答；答复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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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attend 1 [ə'tend] vt.出席；上（大学等）；照料；招待；陪伴 vi.出席；致力于；照料；照顾

133 audience 1 [ˈɔː diəns] n.观众；听众；读者；接见；正式会见；拜会

134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135 badilla 1 巴迪利亚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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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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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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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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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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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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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bishop 1 n.（基督教的）主教；（国际象棋的）象

143 bishops 1 n.（基督教某些教派管辖大教区的）主教( bishop的名词复数 ); （国际象棋的）象

144 bologna 1 [bə'ləunjə] n.一种大腊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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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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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careful 1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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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catholics 1 天主教徒

150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151 charge 1 [tʃɑ:dʒ] n.费用；电荷；掌管；控告；命令；负载 vt.使充电；使承担；指责；装载；对…索费；向…冲去 vi.充电；控
告；索价；向前冲；记在账上 n.(Charge)人名；(法)沙尔热；(英)查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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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
除；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154 clergy 1 ['klə:dʒi] n.神职人员；牧师；僧侣

155 clothes 1 [kləuðz] n.衣服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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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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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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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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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concerning 1 [kən'sə:niŋ] prep.关于；就…而言 v.涉及；使关心（concern的ing形式）；忧虑

161 confused 1 [kən'fju:zd] adj.困惑的；混乱的；糊涂的 v.困惑（confus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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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covers 1 英 ['kʌvə(r)] 美 ['kʌvər] n. 封面；盖子；套子；表面 v. 覆盖；涉及；包含；掩护；给…保险

164 criticized 1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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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167 decide 1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168 delegates 1 ['delɪɡeɪt] n. 代表 v. 派 ... 为代表；委派；授权；委托

169 delegations 1 n.代表团( delegation的名词复数 ); 委托，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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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die 1 [dai] vi.死亡；凋零；熄灭 vt.死，死于… n.冲模，钢模；骰子 n.(Die)人名；(西)迭；(阿拉伯)迪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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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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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disagree 1 [,disə'gri:] vi.不同意；不一致；争执；不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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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arth 1 n.地球；地表，陆地；土地，土壤；尘事，俗事；兽穴 vt.把（电线）[电]接地；盖（土）；追赶入洞穴 vi.躲进地洞

176 easier 1 [英 ['i:zɪə] 美 ['i:zɪr]] adj.更简单；容易些（easy的比较级形式）；较早的

177 either 1 adj.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任何一个 conj.也（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根本 pron.任一，两方，随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178 enabled 1 [e'neɪbld] adj. 可激活的；已启用的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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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ntire 1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181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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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familiar 1 [fə'miljə] adj.熟悉的；常见的；亲近的 n.常客；密友 n.(Familiar)人名；(西)法米利亚尔

184 fami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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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186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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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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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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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Geraldina 1 n. 杰拉尔迪娜

190 Germany 1 ['dʒə:məni] n.德国

191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92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93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194 grandfathers 1 英 ['ɡrænfɑːðə(r)] 美 ['ɡrænfɑːðər] n. (外)祖父 v. 使…不受新法律制约

195 guide 1 [gaid] n.指南；向导；入门书 vt.引导；带领；操纵 vi.担任向导 n.(Guide)人名；(法、葡)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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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help 1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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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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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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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honors 1 ['ɒnəz] n. 礼遇；优异成绩 名词honor的复数形式.

202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203 humans 1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204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205 Il 1 abbr.内层（InsideLayer）；左内锋（InsideLeft）；仪表着陆（InstrumentLanding）；解释语言（InterpretativeLanguage）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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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international 1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208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209 Italy 1 ['itəli] n.意大利（欧洲南部国家）

210 job 1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211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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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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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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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knows 1 英 [nəʊ] 美 [noʊ] v. 了解；知道；认识 n. 知情

215 law 1 [lɔ:] n.法律；规律；法治；法学；诉讼；司法界 vi.起诉；控告 vt.控告；对…起诉 n.(La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
(英、缅、柬)劳

216 lawyers 1 ['lɔː jəz] 律师

217 le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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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leader 1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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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leading 1 ['li:diŋ] adj.领导的；主要的 n.领导；铅板；行距 v.领导（lead的ing形式）

221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222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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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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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loose 1 [lu:s] adj.宽松的；散漫的；不牢固的；不精确的 vt.释放；开船；放枪 vi.变松；开火 adv.松散地 n.放纵；放任；发射 n.
(Loose)人名；(捷、瑞典)洛塞；(英)卢斯；(德)洛泽

226 Luis 1 ['luis] n.路易斯（人名）

227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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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229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230 Martian 1 ['mɑ:ʃən] adj.火星的 n.火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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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meetings 1 ['miː tɪŋz] n. 会议 名词meeting的复数形式.

233 messages 1 ['mesɪdʒɪz] n.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

234 might 1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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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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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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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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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240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241 noticed 1 ['nəʊtɪst] v. 注意，通知，留意（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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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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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observer 1 [əb'zə:və, ɔb-] n.观察者；[天]观测者；遵守者

245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246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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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opinions 1 n.意见；评价（opinion的复数）；舆论

249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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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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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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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own 1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254 paid 1 [peid] adj.付清的；已付的 vt.支付（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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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papal 1 ['peipəl] adj.教宗的；罗马教皇的；教皇制度的

256 perhaps 1 adv.或许；（表示不确定）也许；（用于粗略的估计）或许；（表示勉强同意或其实不赞成）也许；可能 n.假定；
猜想；未定之事

257 personal 1 ['pə:sənl] adj.个人的；身体的；亲自的 n.人事消息栏；人称代名词

258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259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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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262 produced 1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263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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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proposals 1 [prə'pəʊzlz] 建议

266 qualities 1 [统计] 质

267 question 1 ['kwestʃən] n.问题，疑问；询问；疑问句 vt.询问；怀疑；审问 vi.询问；怀疑；审问

268 quiet 1 adj.安静的；安定的；不动的；温顺的 n.安静；和平 vt.使平息；安慰 vi.平静下来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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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rank 1 [ræŋk] n.排；等级；军衔；队列 adj.讨厌的；恶臭的；繁茂的 vt.排列；把…分等 vi.列为；列队 n.(Rank)人名；(英、德、
芬、捷)兰克

271 red 1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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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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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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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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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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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response 1 [ri'spɔns] n.响应；反应；回答

278 retirees 1 离退休人员

279 retirements 1 n.退休( retirement的名词复数 ); 退职; 退役; 退休的实例

280 retiring 1 [ri'taiəriŋ] adj.退休的；不善社交的；过隐居生活的 v.退休（retire的ing形式）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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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right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283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284 robe 1 [rəub] n.长袍，礼服；制服 vi.穿长袍 vt.使穿长袍 n.(Robe)人名；(德、罗、塞)罗贝；(英、法)罗布

285 robes 1 n.长袍；礼服 v.（使）穿上长袍，礼服等（robe的第三人称单数） n.(Robes)人名；(西)罗韦斯

286 Rome 1 [rəum] n.罗马（意大利首都）

287 runs 1 [rʌnz] n.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

288 saint 1 [seint] n.圣人；圣徒；道德崇高的人 adj.神圣的 vt.成为圣徒

289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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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send 1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292 sentence 1 ['sentəns] n.[语][计]句子，命题；宣判，判决 vt.判决，宣判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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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servi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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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296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297 simple 1 ['simpl] adj.简单的；单纯的；天真的 n.笨蛋；愚蠢的行为；出身低微者 n.(Simple)人名；(法)桑普勒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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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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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300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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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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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305 still 1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306 stopped 1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307 suggested 1 [sə'dʒestɪd] adj. 建议的；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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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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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ten 1 [ten] num.十个，十 n.(Ten)人名；(英)坦恩；(意)泰恩；(柬)登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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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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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315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316 Thursday 1 ['θə:zdi; -dei] n.星期四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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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319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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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traditional 1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322 traditions 1 [trə'dɪʃnz] 传统

323 true 1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324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25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326 unsure 1 [,ʌn'ʃuə] adj.不确定的；不肯定的；没有自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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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us 1 pron.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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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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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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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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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334 wear 1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335 wearing 1 [wεə riŋ, wεərŋ, 'wεəriŋ] adj.磨损的；穿用的；令人疲倦的 v.穿着；磨损（wear的ing形式） n.(Wearing)人名；(英)韦尔林

336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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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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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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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wonder 1 [ˈwʌndə(r)] n.惊奇；奇迹；惊愕 vi.怀疑；想知道；惊讶 vt.怀疑；惊奇；对…感到惊讶 adj.奇妙的；非凡的 n.Wonder，
旺德（人名）

341 wondered 1 英 ['wʌndə(r)] 美 ['wʌndər] n. 惊奇；惊愕；奇迹；奇观 v. 惊奇；想知道；怀疑 adj. 奇妙的；非凡的

342 word 1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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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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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workings 1 [wɜːkɪŋz] n. 矿内巷道 名词working的复数形式.

345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46 worldly 1 ['wə:ldli] adj.世俗的；世间的；尘世的 adv.世俗地；世故地

347 worn 1 [wɔ:n] adj.疲倦的；用旧的 v.穿；磨损（wear的过去分词）；佩戴 n.(Worn)人名；(柬)翁；(英、葡)沃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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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writes 1 [raɪt] v. 写；书写；填写；作曲

350 XVI 1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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