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9-16 [As It Is] Israel Orders Nationwide Lockdown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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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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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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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6 lockdown 11 ['lɔkdaun] n.一级防范禁闭（期）

7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 ha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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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Israel 7 ['izreiəl] n.以色列（亚洲国家）；犹太人，以色列人

10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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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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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government 5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3 ha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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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Netanyahu 5 n.内塔尼亚胡（人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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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th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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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8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9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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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been 4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21 coronavirus 4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22 count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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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during 4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24 his 4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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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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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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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cases 3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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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therings 3 ['ɡæðərɪŋz] n. 聚集，集会（名词gathering的复数形式）

31 Israelis 3 [ɪz'reɪli] adj. 以色列的 n. 以色列人

32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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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its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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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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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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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thodox 3 adj.正统的；传统的；惯常的；东正教的 n.正统的人；正统的事物

38 publi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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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spread 3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40 virus 3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41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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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43 appeared 2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4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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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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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aty 2 卡蒂

47 close 2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48 c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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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riticized 2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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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deal 2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西)
迪尔

52 deaths 2 ['deθs] 死亡人口

53 disease 2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54 economy 2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55 every 2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56 face 2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57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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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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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holiday 2 ['hɔlədi] n.假日；节日；休息日 vi.外出度假 n.(Holiday)人名；(英)霍利迪

60 home 2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61 including 2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62 infections 2 [ɪn'fekʃnz] n.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

63 Israeli 2 [iz'reili] adj.以色列的；以色列人的 n.以色列人

64 Jewish 2 ['dʒu:iʃ] adj.犹太人的；犹太族的

65 led 2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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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move 2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68 nationwide 2 ['neiʃənwaid] adj.全国范围的；全国性的 adv.在全国

69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70 ordered 2 ['ɔ:dəd] adj.[数]有序的；整齐的；安排好的 v.命令；点餐（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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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outbreak 2 ['autbreik, ,aut'breik] n.（战争的）爆发；（疾病的）发作 vi.爆发

73 outbreaks 2 暴发

74 outsi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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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76 prayers 2 ['preɪəz] n. 祈祷；祝福 名词prayer复数形式.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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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quickly 2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79 religious 2 [ri'lidʒəs] adj.宗教的；虔诚的；严谨的；修道的 n.修道士；尼姑

80 reported 2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81 rul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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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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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schools 2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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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Sunday 2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86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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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89 weaver 2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90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91 who 2 pron.谁；什么人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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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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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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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97 activities 1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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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affected 1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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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aimed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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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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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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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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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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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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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benjamin 1 ['bendʒəmin] n.本杰明（男子名）；受宠爱的幼子

111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
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112 blaming 1 [b'leɪmɪŋ] n. 责备；谴责；归咎 动词blame的现在分词形式.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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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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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bring 1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116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117 businesses 1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118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119 charges 1 [t'ʃɑːdʒɪz] n.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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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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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communities 1 [kə'mjuːnəti] n. 社区；社会；公众；共同体；团体；共享；共有；[生]群落

123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124 confirmed 1 [kən'fə:md] adj.确认的；保兑的；坚定的；惯常的 v.确证；使坚定（confirm的过去分词）；批准

125 consideration 1 [kən,sidə'reiʃən] n.考虑；原因；关心；报酬

126 contact 1 n.接触，联系 vt.使接触，联系 vi.使接触，联系

127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128 corruption 1 [kə'rʌpʃən] n.贪污，腐败；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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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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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covering 1 ['kʌvəriŋ] adj.掩盖的，掩护的 n.遮盖物，覆盖物 v.覆盖；穿（cover的ing形式）；代替

132 crises 1 ['kraisi:z] n.危机，紧要关头；危险期（crisis的复数形式）

133 criticism 1 ['krɪtɪsɪzəm] n.批评；考证；苛求

134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135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136 defended 1 [dɪ'fend] v. 防守；防护；辩护

137 denounced 1 [dɪ'naʊns] v. 谴责；告发；通告废除

138 details 1 n.细节（detail的复数）；详细资料 v.详细说明（detail的三单形式）

139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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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discussions 1 [dɪs'kʌʃnz] 讨论

142 down 1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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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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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arned 1 ['ɜːnd] adj. 挣得的；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6 ease 1 [i:z] vt.减轻，缓和；使安心 n.轻松，舒适；安逸，悠闲 vi.减轻，缓和；放松；灵活地移动

147 economic 1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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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150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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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pidemic 1 [,epi'demik] adj.流行的；传染性的 n.传染病；流行病；风尚等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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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failed 1 [feild] adj.已失败的，不成功的 v.失败，不成功（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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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feared 1 v.畏惧(f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为…忧虑（或担心、焦虑）；敬畏（神等）；感到害怕

157 fewer 1 ['fju:ə] adj.较少的 pron.较少数 int.较少数

158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159 fill 1 [fil] vt.装满，使充满；满足；堵塞；任职 vi.被充满，膨胀 n.满足；填满的量；装填物 n.(Fill)人名；(德、俄、匈)菲尔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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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162 Friday 1 ['fraidi] n.星期五



163 fuel 1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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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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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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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gods 1 ['ɡɒdz] n. <非正>最高层楼座

169 governing 1 ['gʌvəniŋ] adj.有统治、控制或治理权力的 v.统治（govern的ing形式）；支配

170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71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172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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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hi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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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176 holidays 1 ['hɔlədiz] adv.每逢假日，在假日 v.度假（holiday的单三形式） n.假日（holiday的复数形式）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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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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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hotels 1 霍特尔斯

180 housing 1 ['hausiŋ] n.房屋；住房供给；[机]外壳；遮盖物；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

181 hurt 1 [hə:t] vt.使受伤；损害；使疼痛；使痛心 vi.感到疼痛；有坏处；带来痛苦 n.痛苦；危害；痛苦的原因 adj.受伤的；痛苦
的；受损的 n.(Hurt)人名；(德、匈、捷)胡特；(英)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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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increase 1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184 infection 1 [in'fekʃən] n.感染；传染；影响；传染病

185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186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187 is 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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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Jerusalem 1 n.耶路撒冷(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古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

190 jews 1 犹太人

191 jobs 1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192 joined 1 [dʒɔɪnd]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93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94 lar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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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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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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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199 lengthy 1 ['leŋθi] adj.漫长的，冗长的；啰唆的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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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limit 1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202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
(英)卢克

203 losing 1 ['lu:ziŋ] n.损失；失败 adj.输的；失败的；导致失败的 v.失去；损失（lose的ing形式）；错过

204 market 1 ['mɑ:kit] n.市场；行情；股票市场；市面；集市；销路；商店 vt.在市场上出售 vi.做买卖 n.(Market)人名；(塞)马尔凯特



205 mask 1 [mɑ:sk, mæsk] n.面具；口罩；掩饰 vi.掩饰；戴面具；化装 vt.掩饰；戴面具；使模糊

206 masks 1 英 [mɑːsk] 美 [mæsk] n. 伪装；面罩；面具；[计算机]掩码 v. 掩饰；戴面具；遮盖

207 million 1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208 ministers 1 英 ['mɪnɪstə(r)] 美 ['mɪnɪstər] n. 外交使节；部长；大臣；牧师 v. 照顾；给予帮助

209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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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212 mouth 1 [mauθ] n.口，嘴；河口 vt.做作地说，装腔作势地说；喃喃地说出 vi.装腔作势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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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movement 1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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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nation 1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217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218 nose 1 [nəuz] n.鼻子；嗅觉；突出的部分；探问 vt.嗅；用鼻子触 vi.小心探索着前进；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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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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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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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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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opening 1 ['əupəniŋ] n.开始；机会；通路；空缺的职位 adj.开始的 v.开放（open的ing形式）；打开；公开

224 opposing 1 英 [ə'pəʊzɪŋ] 美 [ə'poʊzɪŋ] adj. 反作用的；反向的；相反的；对立的 动词oppose的现在分词.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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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orders 1 英 ['ɔːdə(r)] 美 ['ɔːrdər] n. 顺序；条理；订单；命令；秩序；阶层；[生]目；点的东西 v. 命令；定购；调整；整理；点
餐；预定，订货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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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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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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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parties 1 英 ['pɑːti] 美 ['pɑːrti] n. 聚会；宴会；政党；一伙人；[律]当事人 vi. 开派对

231 partners 1 英 ['pɑːtnə(r)] 美 ['pɑːrtnər] n. 伙伴；搭档；伴侣；合伙人 v. 同 ... 合作；做 ... 的搭档

232 permitting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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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persuaded 1 英 [pə'sweɪd] 美 [pər'sweɪd] vt. 说服；劝说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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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plan 1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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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population 1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239 praise 1 [preiz] n.赞扬；称赞；荣耀；崇拜 vt.赞美，歌颂；表扬 vi.赞美；赞扬

240 prayer 1 [preə] n.祈祷，祷告；恳求；祈祷文

241 preoccupied 1 [pri:'ɔkjupaid] adj.全神贯注的；心事重重的；被先占的 v.抢先占有；使…全神贯注（preoccupy的过去式）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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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pressure 1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244 price 1 [prais] n.价格；价值；代价 vt.给……定价；问……的价格 n.(Price)人名；(英)普赖斯；(法)普里斯；(葡、瑞典)普里塞

245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46 protester 1 [prəu'testə] n.抗议者；反对者；持异议者

247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48 refrain 1 [,ri:'frein] vi.节制，克制；避免；制止 n.叠句，副歌；重复

249 remain 1 [ri'mein] vi.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n.遗迹；剩余物，残骸

250 reportedly 1 [ri'pɔ:tidli] adv.据报道；据传闻

251 represents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252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253 resign 1 [ri'zain] vt.辞职；放弃；委托；使听从 vi.辞职 n.辞去职务

254 restaurants 1 餐馆

255 restrictions 1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256 rise 1 [raiz, rais] vi.上升；增强；起立；高耸 vt.使…飞起；使…浮上水面 n.上升；高地；增加；出现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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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season 1 ['si:zən] n.时期；季节；赛季 vt.给…调味；使适应 vi.变得成熟；变干燥

259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260 seemed 1 [siː m] vi. 似乎；好像

261 seeming 1 ['si:miŋ] n.外观 adj.表面上的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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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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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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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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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poken 1 ['spəukən] adj.口语的，口头的 v.说（speak的过去分词）

268 spring 1 [spriŋ] n.春天；弹簧；泉水；活力；跳跃 adj.春天的 vi.生长；涌出；跃出；裂开 vt.使跳起；使爆炸；突然提出；使弹
开 n.(Spring)人名；(德)施普林；(英、芬、瑞典)斯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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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st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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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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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teps 1 n.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台阶，步骤（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

273 stopping 1 ['stɔpiŋ] n.停止；制止；填塞物 v.停止；妨碍（stop的ing形式）

274 surrender 1 [sə'rendə] vt.使投降；放弃；交出；听任 vi.投降；屈服；自首 n.投降；放弃；交出；屈服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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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temporary 1 ['tempərəri] adj.暂时的，临时的 n.临时工，临时雇员

277 thanks 1 n.谢谢（只用复数） int.谢谢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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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80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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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83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84 trial 1 ['traiəl] n.试验；审讯；努力；磨炼 adj.试验的；审讯的 n.(Trial)人名；(法)特里亚尔

285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86 ultra 1 ['ʌltrə] adj.极端的；过分的 n.极端主义者；过激论者；急进论者 n.(Ultra)人名；(德、葡)乌尔特拉

287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288 us 1 pron.我们

289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90 violating 1 ['vaɪəleɪt] v. 侵犯；违反；扰乱；亵渎；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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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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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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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week 1 [wi:k] n.周，星期

295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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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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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99 worst 1 [wə:st, 'wə:st] adj.最差的，最坏的；最不利的；效能最低的 n.最坏；最坏的时候 adv.最坏地；最不利地 n.(Worst)人名；
(英、德)沃斯特

300 yaakov 1 雅各布

301 Yom 1 [jɔm, jɔ:m, jəum] n.（犹太）日子 n.(Yom)人名；(以)约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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