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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100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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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hkar 1 阿什卡尔

3 actors 1 ['æktəz] n.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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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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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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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8 ag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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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0 ages 1 [eɪdʒ] n. 年龄；时代；时期；长时间 v. （使）变老；（使）陈化

11 agreed 1 [ə'gri:d] adj.同意的；通过协议的 v.同意；赞成（agree的过去式）

12 airliner 1 ['εə,lainə] n.班机；大型客机

13 airport 1 ['εəpɔ:t] n.机场；航空站

14 al 2 [ɑ:l] abbr.美国联盟（AmericanLeague）；美国军团（AmericanLegion）；阿尔巴尼亚（Albania，欧洲一国家名）；美国亚拉
巴马州（Alabama） n.(Al)人名；(英)阿尔(Albert在美国的昵称)

15 allied 1 ['ælaid] adj.联合的；同盟的；与…同属一系 v.联合（ally的过去分词）

16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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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9 amnesty 2 ['æmnisti] n.大赦，特赦 vt.对…实行大赦

20 among 2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21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2 and 2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3 anniversary 1 [,æni'və:səri] n.周年纪念日

24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 another 1 [ə'nʌðə] adj.又一，另一；另外的；不同的 pron.另一个；又一个 prep.另一个；另一个人

26 Arab 1 ['ærəb] adj.阿拉伯的 n.阿拉伯人；阿拉伯马

27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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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rm 1 n.手臂；武器；袖子；装备；部门 vi.武装起来 vt.武装；备战

29 arresting 1 [ə'restiŋ] adj.醒目的，有趣的；引人注意的 v.逮捕（arrest的ing形式）

30 arrests 1 [ə'rest] vt. 逮捕；拘留 n. 逮捕；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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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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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ask 1 [ɑ:sk, æsk] vt.问，询问；要求；需要；邀请；讨价 vi.问，询问；要求 n.(Ask)人名；(芬、瑞典)阿斯克

34 assistant 1 [ə'sistənt] n.助手，助理，助教 adj.辅助的，助理的；有帮助的

35 association 1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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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attack 2 [ə'tæk] n.攻击；抨击；疾病发作 vt.攻击；抨击；动手干 vi.攻击；腐蚀 n.(Attack)人名；(瑞典)阿塔克

38 August 1 ['ɔː gəst]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n.八月（简写为Aug） n.(August)人名；(法、葡、西、俄、罗、英、德、瑞典、挪)奥



古斯特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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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acked 2 [bækt] adj.有背的；有财力支持的 v.支持；使后退（back的过去分词）

41 backgrounds 1 ['bækɡraʊndz] 时代背景

42 based 2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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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beauty 1 ['bju:ti] n.美；美丽；美人；美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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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bed 1 [bed] n.床；基础；河底，海底 vt.使睡觉；安置，嵌入；栽种 vi.上床；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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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Beirut 6 [bei̍ ru:t] n.贝鲁特（黎巴嫩一港口）

49 beliefs 1 n.信仰；信�（belief的复数）

50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51 believes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52 between 2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53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54 billionaire 1 [,biljə'nεə] n.亿万富翁

55 birth 1 [bɑ:θ] n.出生；血统，出身；起源

56 blamed 1 [bleimd] adj.混蛋的，该死的 v.谴责

57 bomb 1 [bɔm] vt.轰炸，投弹于 vi.轰炸，投弹；失败 n.炸弹

58 bombings 1 ['bɒmɪŋz] 轰炸

59 Borders 1 n.鲍德斯（公司名，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

60 broke 1 [brəuk] adj.一文不名的，破产的 v.打破，断掉（break的过去式） n.(Broke)人名；(英)布罗克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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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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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ame 3 [keim] v.come的过去式

64 car 1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65 census 2 ['sensəs] vt.实施统计调查 n.人口普查，人口调查

66 center 1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67 chance 1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68 Christian 3 ['kristjən; -tʃən] n.基督徒，信徒 adj.基督教的；信基督教的

69 cinema 1 ['sinəmə]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电影制作术 n.(Cinema)人名；(意)奇内马

70 citizens 1 ['sɪtɪzənz] 公民

71 city 3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72 civil 2 ['sivəl] adj.公民的；民间的；文职的；有礼貌的；根据民法的 n.(Civil)人名；(土)吉维尔；(法)西维尔

73 collapsed 1 [kə'læpzd] adj. 倒塌的

74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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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77 conflict 2 [kən'flikt, 'kɔnflikt] n.冲突，矛盾；斗争；争执 vi.冲突，抵触；争执；战斗

78 conflicts 2 英 ['kɒnflɪkt] 美 ['kɑːnflɪkt] n. 冲突；战斗；矛盾；斗争 vi. 冲突；抵触；争执

79 continuation 1 [kən,tinju'eiʃən] n.继续；续集；延长；附加部分；扩建物

80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81 counting 1 ['kaʊntɪŋ] n. 计算

82 countr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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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84 creation 2 [kri:'eiʃən] n.创造，创作；创作物，产物

85 crisis 2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86 cut 1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87 d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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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days 2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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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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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denies 1 [dɪ'naɪ] vt. 否认；拒绝承认；拒绝给予；自制

93 destroy 1 [di'strɔi] vt.破坏；消灭；毁坏

94 destroyed 3 [dis'trɔid] adj.被毁，毁坏；遭破坏的 v.破坏（destroy的过去分词）

95 devastate 1 ['devəsteit] vt.毁灭；毁坏

96 devastated 1 ['devəsteɪt] vt. 毁坏；使荒芜；使震惊

97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98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99 disaster 2 [,di'zɑ:stə] n.灾难，灾祸；不幸

100 discontent 1 [,diskən'tent] n.不满 adj.不满的 vt.使不满

101 divisions 1 [dɪ'vɪʒnz] 分区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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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104 earliest 1 英 ['ɜːliɪst] 美 ['ɜːrliɪst] n. 最早 adj. 最早的

105 eastern 1 ['i:stən] adj.东方的；朝东的；东洋的 n.东方人；（美国）东部地区的人

106 economy 1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107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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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10 ethnic 1 ['eθnik] adj.种族的；人种的

111 ethnicity 1 [eθ'nisəti] n.种族划分

112 everything 2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113 everywhere 2 ['evrihwεə] adv.到处 n.每个地方

114 explosion 3 n.爆炸；爆发；激增 n.（Explosion）《引爆者》（一部中国动作、犯罪电影）。

115 extreme 1 [ik'stri:m] adj.极端的；极度的；偏激的；尽头的 n.极端；末端；最大程度；极端的事物

116 factions 1 ['fækʃnz] 分派

117 faith 1 [feiθ] n.信仰；信念；信任；忠实 n.(Faith)人名；(匈)福伊特；(英)费思，费丝(女名)；(瑞典)法伊特

118 finally 1 ['fainəli] adv.最后；终于；决定性地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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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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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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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forced 1 adj.被迫的；强迫的；用力的；不自然的 v.强迫（force的过去式）



123 forget 2 [fə'gɛt] vt.忘记；忽略 vi.忘记 n.(Forget)人名；(法)福尔热

124 forgive 1 [fə'giv] vt.原谅；免除（债务、义务等） vi.表示原谅

125 forgotten 1 [fə'gɔtn] v.忘记（forget的过去分词）

126 fought 2 [fɔ:t] v.战斗（fight的过去分词）；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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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founded 1 [faʊnd] v. 建立；创立；创办；熔铸；找到，发现（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9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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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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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general 1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133 golden 3 ['gəuldən] adj.金色的，黄金般的；珍贵的；金制的 n.(Golden)人名；(英、法、罗、德、瑞典)戈尔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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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136 Greater 1 ['greitə] adj.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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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groups 3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39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140 guerrilla 2 [gə'rilə] n.游击战；游击队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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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143 Haidar 1 n.(Haidar)人名；(阿拉伯、巴基、孟)海德尔；(法)艾达尔

144 hamadeh 1 哈马德

145 happiness 1 ['hæpinis] n.幸福

146 hariri 4 哈里里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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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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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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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hezbollah 1 [,hezbə'lɑ:] n.（黎巴嫩）真主党（等于Hizbollah）

151 hig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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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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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54 Hollywood 1 ['hɔliwud] n.好莱坞

155 homes 1 英 [həʊm] 美 [hoʊm] n. 家；家庭；收容所；栖息地；发源地 adv. 在家；回家；在国内；回国；正中目标 adj. 家用的；
国内的；总部的；（比赛）主场的 v. 提供住处；朝向

156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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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59 i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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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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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independence 2 [,indi'pendəns] n.独立性，自立性；自主

162 injured 1 ['indʒəd] adj.受伤的；受损害的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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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int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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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invaded 1 [ɪn'veɪd] v. 侵略；拥入；侵害；侵扰

166 Iran 1 [i'rɑ:n; i'ræn] n.伊朗（亚洲国家）

167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8 Israel 2 ['izreiəl] n.以色列（亚洲国家）；犹太人，以色列人

169 Israeli 3 [iz'reili] adj.以色列的；以色列人的 n.以色列人

170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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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ite 2 abbr.交通工程师学会InstituteofTrafficEngineers；电信工程师学会InstitutionofTelecommunicationEngineers

172 its 4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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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jobs 1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175 john 1 [dʒɔn] n.厕所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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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killed 2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178 killing 1 ['kiliŋ] adj.杀害的；迷人的；使人筋疲力尽的 n.杀戮；谋杀；猎获物 v.杀死；消磨；毁掉（kill的ing形式） n.(Killing)人
名；(德)基林

179 lar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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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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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latest 1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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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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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leaders 2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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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leaving 1 ['li:viŋ] n.离开；残余；渣滓 v.离开；留下；舍弃（leave的ing形式）

187 Lebanese 5 [,lebə'ni:z] adj.黎巴嫩的 n.黎巴嫩人

188 Lebanon 11 ['lebənən] n.黎巴嫩（西南亚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岸）

189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90 left 1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191 let 1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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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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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lost 2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195 many 7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96 marks 1 [ma:rks] n.标记，记号；唛头，分数；台面标志 n.(Marks)人名；(英、德、意、瑞典、西、捷)马克斯；(俄)马克思

197 Maronite 2 ['mærənait] n.马龙派教徒（流行于黎巴嫩的天主教教派）

198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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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militia 1 [mi'liʃə] n.民兵组织；自卫队；义勇军；国民军

201 militiamen 1 [mə'lɪʃəmən] n. 民兵(国民警卫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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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missing 1 ['misiŋ] adj.失踪的；缺少的 v.错过（miss的ing形式）；想念；漏掉 n.(Missing)人名；(德)米辛

204 moment 1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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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move 3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207 music 1 ['mju:zik] n.音乐，乐曲

208 muslim 4 ['muzlim; 'mʌz-] n.穆斯林；穆罕默德信徒 adj.伊斯兰教的

209 Muslims 1 穆斯林

210 mu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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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Nadya 1 娜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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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nayla 1 纳伊拉

214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15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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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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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nidal 1 ['naɪdl] adj. 巢的

220 northern 1 ['nɔ:ðən] adj.北部的；北方的 n.北部方言

221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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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occupied 1 ['ɔkjupaid] adj.已占用的；使用中的；无空闲的 v.占有（occupy的过去分词）

224 of 2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25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226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227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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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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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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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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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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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ottomans 1 英 ['ɒtəmən] 美 ['ɑːtəmən] n. 软凳；垫脚软凳 Ottoman. n. 土耳其人 adj. 土耳其帝国的；土耳其人的；土耳其民族的
（=Turkish）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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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pact 1 [pækt] n.协定；公约；条约；契约

236 Palestine 1 ['pælistain] n.巴勒斯坦（西南亚地区名）

237 Palestinian 3 adj. 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人的 n. 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

238 Paris 1 ['pæris] n.巴黎（法国首都）；帕里斯（特洛伊王子）

239 parliament 2 ['pɑ:ləmənt] n.议会，国会

240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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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parts 2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42 passenger 1 ['pæsindʒə] n.旅客；乘客；过路人；碍手碍脚的人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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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peace 1 [pi:s] n.和平；平静；和睦；秩序 n.(Peace)人名；(英)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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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247 planes 1 [pleɪns] n. 位面；飞机 名词plane的复数形式.

248 playground 1 n.运动场，操场；游乐场

249 poetry 1 ['pəuitri] n.诗；诗意，诗情；诗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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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poor 1 [puə, pɔ:] adj.贫穷的；可怜的；贫乏的；卑鄙的 n.(Poor)人名；(英、伊朗)普尔

252 port 2 [pɔ:t, pəut] n.港口，口岸；（计算机的）端口；左舷；舱门 vi.转向左舷 vt.持（枪）；左转舵 n.(Port)人名；(英)波特；(法)
波尔；(德、俄、匈、捷)波尔特

253 post 2 [pəust] n.岗位；邮件；标杆 vt.张贴；公布；邮递；布置 vi.快速行进 n.(Post)人名；(英、西、捷、瑞典、荷)波斯特

254 poverty 2 ['pɔvəti] n.贫困；困难；缺少；低劣

255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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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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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protests 1 英 ['prəʊtest] 美 ['proʊtest] n. 抗议；反对 v. 抗议；反对；申明；断言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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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261 rafik 1 拉菲克

262 ran 1 [ræn] v.跑（run的过去式） n.(Ran)人名；(俄、瑞典、塞)拉恩；(柬)兰

263 rare 1 adj.稀有的；稀薄的；半熟的 adj.杰出的；极度的；非常好的 adv.非常；极其 vi.用后腿站起；渴望

264 rebuild 2 [,ri:'bild, 'ri:,bild] vt.重建；改造，重新组装；复原 vi.重建

265 rebuilding 1 ['riː ˌbɪldɪŋ] n. 改建

266 recalls 1 [rɪ'kɔː l] n. 回忆；取消；召回 vt. 召回；恢复；回想起；唤起；与 ... 相似

267 refugees 1 难民

268 refused 1 [rɪ'fjuːz] v. 拒绝 n. 垃圾；废物

269 regular 1 ['regjulə] adj.定期的；有规律的；合格的；整齐的；普通的 n.常客；正式队员；中坚分子 adv.定期地；经常地 n.
(Regular)人名；(以)雷古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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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reported 1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272 responsible 1 [ri'spɔnsəbl] adj.负责的，可靠的；有责任的

273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74 ruin 1 ['ruin, 'ru:-] n.废墟；毁坏；灭亡 vt.毁灭；使破产 vi.破产；堕落；被毁灭 n.(Ruin)人名；(德、意、芬)鲁因；(法)吕安

275 rulers 1 ['ru lːəz] 尺子

276 Russell 1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277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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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salah 1 [sə'lɑ:] n.（伊斯兰教）礼拜（等于salat） n.(Salah)人名；(阿拉伯、罗)萨拉赫

280 salim 1 n. 萨利姆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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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saudi 1 adj.沙特阿拉伯（人或语）的； n.沙特阿拉伯人 n.SaudiArabianAirlines的简称，沙特阿拉伯航空

283 saw 1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284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285 sectarian 4 [sek'tεəriən] adj.宗派的；偏狭的；党派心强的 n.属于宗派的人；宗派心强的人；宗派主义者

286 seems 1 [siː mz]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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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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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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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shand 1 n. 尚德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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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shi 2 (=severe head injury) 严重头部伤

294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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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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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soldiers 1 ['səuldʒə] n.[军]士兵；战士数量（soldier的复数）

298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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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speaker 1 ['spi:kə] n.演讲者；扬声器；说话者；说某种语言的人 n.(Speaker)人名；(英)斯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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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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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States 1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303 stop 1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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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306 Sunni 1 ['sʌni; 'su-] n.（伊斯兰）逊尼派教徒

307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308 Syria 2 ['si:riə; 'si-] n.叙利亚共和国

309 syrians 1 叙利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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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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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the 4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14 theater 2 ['θiətə, 'θi:ə-] n.电影院，戏院，剧场；戏剧；手术室

315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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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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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themselves 2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318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319 there 3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320 they 7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21 thinking 1 ['θiŋkiŋ] adj.思考的；思想的；有理性的；好思考的 n.思考；思想；想法；意见；见解 v.思考（think的现在分词）

322 thinks 1 [θɪŋk] v. 认为；想；记起；考虑 n. 想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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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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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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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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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29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30 tourists 1 ['tuərɪsts] n. 旅游者，旅行者，观光客（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

331 towards 1 [tə'wɔ:dz, tu-, 'təuədz, twɔ:dz] prep.朝，向；对于；有助于

332 training 1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333 tried 1 adj.可靠的；试验过的 v.尝试，审问，审理，审讯，审判（try的过去分词）

334 Tripoli 1 ['tripəli] n.硅藻岩；硅藻土 n.(Tripoli)人名；(意、葡)的黎波里

335 trouble 1 ['trʌbl] n.麻烦；烦恼；故障；动乱 vt.麻烦；使烦恼；折磨 vi.费心，烦恼

336 twice 1 [twais] adv.两次；两倍

337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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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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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up 2 [ʌp] adv.起来；上涨；向上 prep.在…之上；向…的较高处 adj.涨的；起床的；向上的 n.上升；繁荣

341 us 1 pron.我们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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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war 6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344 wars 1 英 [wɔː(r)] 美 [wɔːr] n. 战争；斗争 v. 作战；斗争

345 was 1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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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welcome 1 ['welkəm] adj.受欢迎的 n.欢迎 vt.欢迎 int.欢迎 n.(Welcome)人名；(英)韦尔科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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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were 6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50 whe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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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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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53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354 widely 1 ['waidli] adv.广泛地

355 widespread 1 ['waid'spred] adj.普遍的，广泛的；分布广的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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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woke 1 v.唤醒；激发；使…复活（wake的过去式） adj.（美）警觉的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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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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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