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1-06 [As It Is] Pope Francis Leads Benedict Funeral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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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buse 1 [ə'bju:z, ə'bju:s] n.滥用；虐待；辱骂；弊端；恶习，陋习 vt.滥用；虐待；辱骂 n.(Abuse)人名；(英)阿比斯

3 accuse 1 [ə'kju:z] vt.控告，指控；谴责；归咎于 vi.指责；控告

4 accused 1 [ə'kju:zd] n.被告 adj.被控告的 v.指责；控告（accuse的过去式）

5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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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8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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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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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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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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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ppearances 1 [ə'piərənsɪz] n. 出现；外表；表面迹象 名词appearance的复数形式.

15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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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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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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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ttended 2 [ə'tendɪd]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0 avoided 1 [ə'vɔɪdɪd] adj. 避免了 动词avoi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1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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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basilic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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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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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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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eing 2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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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enedict 14 ['benidikt] n.本尼迪克特（男子名）

30 biblical 1 ['biblikəl] adj.圣经的；依据圣经的（等于biblical）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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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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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riefly 1 ['bri:fli] adv.短暂地；简略地；暂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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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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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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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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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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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asket 1 ['kɑ:skit] n.棺材；骨灰盒；小箱 vt.把……装进小箱；入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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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atholics 1 天主教徒

42 Christian 1 ['kristjən; -tʃən] n.基督徒，信徒 adj.基督教的；信基督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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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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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45 clergy 2 ['klə:dʒi] n.神职人员；牧师；僧侣

46 coffin 3 ['kɔfin] n.棺材 断送

47 commend 2 [kə'mend] vt.推荐；称赞；把…委托 vi.称赞；表扬

48 compare 1 n.比较 vt.比拟，喻为；[语]构成 vi.相比，匹敌；比较，区别；比拟（常与to连用） n.(Compare)人名；(意)孔帕雷

49 conservative 1 [kən'sə:vətiv] adj.保守的 n.保守派，守旧者

50 conservatives 1 [kən'sɜːvətɪvz] 守旧派

51 crimes 1 [k'raɪmz] 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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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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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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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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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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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declared 1 [di'klεəd] adj.公然的；公开宣布的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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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died 2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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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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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document 1 n.文件，公文；[计]文档；证件 vt.记录，记载

64 documenting 1 ['dɒkjʊmentɪŋ] n. 文件制作，文件编制 动词document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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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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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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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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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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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ntrust 1 [in'trʌst] vt.委托，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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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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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74 exile 1 ['egzail, 'eksail] n.流放，充军；放逐，被放逐者；流犯 vt.放逐，流放；使背井离乡

75 existed 1 [ɪɡ'zɪst] v. 存在；生存；活着

76 father 1 ['fɑ:ðə] n.父亲，爸爸；神父；祖先；前辈 vt.发明，创立；当…的父亲

77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78 firmness 1 ['fə:mnis] n.坚定；坚固；坚度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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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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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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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fought 1 [fɔ:t] v.战斗（fight的过去分词）；打架

84 Francis 6 ['frɑ:nsis] n.弗朗西斯（男子名，义为自由之人）

85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86 funeral 4 ['fju:nərəl] n.葬礼；麻烦事 adj.丧葬的，出殡的

87 Germany 1 ['dʒə:məni] n.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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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goodbye 1 int.再见；告别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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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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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hands 1 n.[解剖]手（hand的复数） v.给，传递（hand的单三形式） n.(Hands)人名；(英)汉兹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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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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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h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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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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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heads 1 [hedz] adj.正面朝上的 n.(Heads)人名；(英)黑兹

97 him 2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98 his 6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99 holding 1 ['həuldiŋ] n.举办；支持 v.召开；担任（hold的ing形式）；握住 n.(Holding)人名；(英)霍尔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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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i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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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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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injury 1 ['indʒəri] n.伤害，损害；受伤处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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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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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is 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8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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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Italian 1 adj.意大利的；意大利语的；意大利文化的 n.意大利人；意大利语

110 Jesus 1 n.耶稣（上帝之子）；杰西（男子名）

111 knee 1 [ni:] n.膝盖，膝 vt.用膝盖碰 n.(Knee)人名；(英)尼

112 largely 1 ['lɑ:dʒli] adv.主要地；大部分；大量地

113 la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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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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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leader 3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116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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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led 3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19 liked 1 [laikt] v.喜欢（like的过去式）

120 lived 1 [livd, 'laivd] adj.有生命的 v.居住（live的过去分词）；活着；度过；以…为生

121 lowering 1 ['lauəriŋ] adj.使低劣的；昏暗的；减少体力的

122 lying 1 adj.说谎的；躺着的，卧着的 n.说谎；横卧

123 ma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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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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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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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mentioning 1 提到 提名表扬 提及 不必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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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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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morning 1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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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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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mourners 1 n.哀悼者; 哀悼者，送葬者( mourner的名词复数 )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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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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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native 1 ['neitiv] adj.本国的；土著的；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天赋的 n.本地人；土产；当地居民

136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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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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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of 1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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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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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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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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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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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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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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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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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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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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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people 5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51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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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pe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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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Pius 2 ['paiəs] n.庇护；孝顺 n.(Pius)人名；(俄、坦桑、尼日利)皮乌斯；(英)派厄斯

154 placed 2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5 pope 7 [pəup] n.教皇，罗马教皇；权威，大师

156 pop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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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praised 1 [preɪz] vt. 赞美；称赞 n. 赞美；称赞；崇拜 vi. 赞美

158 prayer 1 [preə] n.祈祷，祷告；恳求；祈祷文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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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protecting 1 [prə'tektiŋ] adj.保护的；防护的 v.保护；防护（protect的ing形式）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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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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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recognized 1 ['rekəɡnaɪzd] adj. 公认的；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4 record 1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165 reference 1 ['refərəns] n.参考，参照；涉及，提及；参考书目；介绍信；证明书 vi.引用 vt.引用

166 references 1 ['refrəns] n. 参考；参照；出处；推荐人；推荐函 v. 注明出处；附参考资料

167 reforms 1 英 [rɪ'fɔː m] 美 [rɪ'fɔː rm] n. 改革；改良 v. 改革；革新；改造

168 remained 1 [rɪ'meɪn] v. 剩余；逗留；留下；依然；保持 n. 剩余物；遗迹；残骸

169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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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resignation 1 [,rezig'neiʃən] n.辞职；放弃；辞职书；顺从

172 retired 1 [ri'taiəd] adj.退休的；退役的；幽闭的 v.退休（retir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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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returned 1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174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75 Roman 1 ['rəumən] n.罗马人；古罗马语 adj.罗马的；罗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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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saint 3 [seint] n.圣人；圣徒；道德崇高的人 adj.神圣的 vt.成为圣徒

178 saints 1 [seɪnt] n. 圣人；圣徒 vt. 把 ... 封为圣人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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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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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82 servic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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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sex 1 [seks] n.性；性别；性行为；色情 vt.引起…的性欲；区别…的性别

184 sexual 1 ['seksjuəl, -ʃuəl] adj.性的；性别的；有性的

185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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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shouted 1 ['ʃaʊtɪd] v. 呼喊；高声呼叫（动词shou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7 sitting 1 ['sitiŋ] n.入席，就坐；开庭；孵卵；坐着的一段时间 adj.坐着的；孵卵中的；在任期中的 v.坐；坐落（sit的ing形式） n.
(Sitting)人名；(英)西廷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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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s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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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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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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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speech 1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193 spirit 1 ['spirit] n.精神；心灵；情绪；志气；烈酒 vt.鼓励；鼓舞；诱拐

194 square 1 [skwεə] adj.平方的；正方形的；直角的；正直的 vt.使成方形；与…一致 vi.一致；成方形 n.平方；广场；正方形 adv.成
直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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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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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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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stood 1 [stud] v.站立（sta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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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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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TENS 1 十位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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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the 3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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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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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07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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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210 three 2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11 Thursday 1 ['θə:zdi; -dei] n.星期四

212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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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t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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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touched 1 adj.受感动的；神经兮兮的 v.触摸（tou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5 traditional 1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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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until 2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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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Vatican 2 ['vætikən] n.罗马教廷；梵蒂冈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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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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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VII 1 num.罗马数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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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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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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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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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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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while 1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230 who 2 pron.谁；什么人

231 whose 1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232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33 wor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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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35 writing 1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236 Writings 1 ['raitiŋz] n.作品，篇章（writing的复数形式）

237 wrongdoing 1 ['rɔŋ'du:ŋ, 'rɔ:ŋ-] n.坏事；不道德的行为

238 XVI 1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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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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