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14 [As It Is] Why Do Armenia, Azerbaijan Fight in
Nagorno-Karabakh 词汇表词汇表

1 able 1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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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cusing 1 [ə'kju:ziŋ] adj.指责的；非难的；归咎的 v.指责；指控（accus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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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dd 1 [æd] vi.加；增加；加起来；做加法 vt.增加，添加；补充说；计算…总和 n.加法，加法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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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greement 2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8 aircraft 2 ['εəkrɑ:ft] n.飞机，航空器

9 aliyev 1 n. 阿利耶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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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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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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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4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5 and 1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6 angry 1 ['æŋgri] adj.生气的；愤怒的；狂暴的；（伤口等）发炎的

17 any 1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18 appears 2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19 ar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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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rea 5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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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rmenia 6 [ɑ:'mi:njə] n.亚美尼亚（苏联加盟共和国名）

23 Armenian 4 [ɑ:'mi:njən] n.亚美尼亚语；亚美尼亚人 adj.亚美尼亚的；亚美尼亚人的

24 armenians 1 亚美尼亚人

25 army 1 ['ɑ:mi] n.陆军，军队

26 a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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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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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zerbaijan 11 ['a:zəbai'dʒa:n] n.阿塞拜疆（苏联共和国之一）

29 azerbaijani 3 [,æzəbai'dʒɑ:ni] n.阿塞拜疆人；阿塞拜疆语

30 azeri 2 英 [ə'zeəri] 美 [ə'zeri] n. 阿塞拜疆语；阿塞拜疆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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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3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34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35 becomes 1 [bɪ'kʌm] v. 变成；成为；变得；适合（某人）；使（人）显得漂亮

36 been 5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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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eing 3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39 Belgium 1 ['beldʒəm] n.比利时（西欧国家，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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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illion 1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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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匈)博特

43 bought 1 [bɔ:t] v.买（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4 breakthrough 2 ['breikθru:] n.突破；突破性进展

45 broers 1 布勒斯

46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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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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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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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aucasus 1 ['kɔ:kəsəs] n.高加索（俄罗斯南部地区，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等于Caucasia）；高加索山脉（等于
theCaucasusMountains）

50 ceasefire 3 英 ['si:sfaiə(r)] 美 ['si:sfaiər] n. 停火；停战

51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52 chairs 1 英 [tʃeə(r)] 美 [tʃer] n. 椅子；(会议的)主席 vt. 主持；当 ... 的主席

53 Chatham 1 ['tʃætəm] n.查塔姆（姓氏）

54 civilians 2 n. 平民；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

55 claim 1 [kleim] vi.提出要求 vt.要求；声称；需要；认领 n.要求；声称；索赔；断言；值得

56 claimed 1 [kleɪm] n. 要求；要求权；主张；断言；声称；要求物 vt. 要求；请求；主张；声称；断言

57 clashes 1 [klæʃ] n. 冲突；抵触；撞击声 vt. 使…发出撞击声 vi. 引起冲突

58 co 2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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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ompanies 1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61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62 conflict 1 [kən'flikt, 'kɔnflikt] n.冲突，矛盾；斗争；争执 vi.冲突，抵触；争执；战斗

63 conflicts 1 英 ['kɒnflɪkt] 美 ['kɑːnflɪkt] n. 冲突；战斗；矛盾；斗争 vi. 冲突；抵触；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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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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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67 controls 1 英 [kən'trəʊls] 美 [kən'troʊls] n. 控制器；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

68 council 1 ['kaunsəl] n.委员会；会议；理事会；地方议会；顾问班子 n.(Council)人名；(英)康斯尔

69 countries 2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70 count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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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crisis 1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72 current 1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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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de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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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6 dettmer 1 n. 德特默

77 development 1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78 diplomatic 1 [,diplə'mætik] adj.外交的；外交上的；老练的

79 diplomats 1 ['dɪpləmæts] 外交官；有外交手腕的人

80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81 dispute 1 [dis'pju:t, 'dis-] vt.辩论；怀疑；阻止；抗拒 vi.争论 n.辩论；争吵

82 disputed 3 [dɪsp'ju tːɪd] adj. 争议 动词dispu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3 dissatisfied 1 [,dis'sætisfaid] adj.不满意的；不高兴的；流露不满的 v.使不满（dissatis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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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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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drone 2 n.雄蜂；嗡嗡的声音；懒惰者 n.无人机（非正式） vi.嗡嗡作声；混日子 vt.低沉地说 n.n.(Drone)人名；(法)德罗纳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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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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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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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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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thnic 1 ['eθnik] adj.种族的；人种的

91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92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93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佩

94 facebook 1 ['feɪsbʊk] n. 肖像影集；脸谱网或脸书网（知名社交网站） v.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

95 fear 1 [fiə] n.害怕；恐惧；敬畏；担心 vt.害怕；敬畏；为…担心 vi.害怕；敬畏；为…担心

96 feel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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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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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fighting 3 ['faitiŋ] adj.战斗的；好战的；适于格斗的 n.战斗，搏斗 v.奋斗（fight的ing形式）；打仗；与…进行拳击

99 flank 2 [flæŋk] n.侧面；侧翼；侧腹 vt.守侧面；位于…的侧面；攻击侧面 vi.侧面与…相接 adv.在左右两边 n.(Flank)人名；(瑞典、
匈)弗兰克；(法)弗朗克

100 flare 1 vt.使闪耀；使张开；用发光信号发出；使外倾 vi.闪耀，闪光；燃烧；突然发怒 n.加剧，恶化；底部展开；（鼻孔）张
开的意思；闪光，闪耀；耀斑；爆发；照明弹

101 flared 1 英 [fleəd] 美 [flerd] adj. 端部张开的；爆发的；加宽的；漏斗式的 动词fl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2 flies 1 [flaiz] n.苍蝇（fly的复数）；舞台上空，吊景区；裤子前面的开口 v.飞行；时间飞逝；乘飞机；飘动（fly的第三人称单
数）

103 flying 1 ['flaiiŋ] adj.飞行的 n.飞行 v.飞（fly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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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force 1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106 forces 4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107 foreign 1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108 formation 1 [fɔ:'meiʃən] n.形成；构造；编队

109 france 2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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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frozen 1 ['frəuzn] adj.冻结的；冷酷的 v.结冰（freeze的过去分词）；凝固；变得刻板

112 frustrated 2 [frʌ'streitid] adj.失意的，挫败的；泄气的 v.挫败；阻挠（frust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13 gains 2 ['ɡeɪnz] n. 收益 名词gain的复数形式.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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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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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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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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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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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halt 1 [hɔ:lt] vi.停止；立定；踌躇，犹豫 n.停止；立定；休息 vt.使停止；使立定 n.(Halt)人名；(德、芬)哈尔特

120 happiness 1 ['hæpinis] n.幸福

121 harder 2 [ha:də] adj.更难的；更努力的；更坚固的（hard的比较级） n.(Harder)人名；(英、德、瑞典)哈德

122 ha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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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hav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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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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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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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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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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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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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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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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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house 1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名；(英)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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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ignored 1 [ɪɡ'nɔː d] adj. 忽视的 动词ign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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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i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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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independent 1 [,indi'pendənt] adj.独立的；单独的；无党派的；不受约束的 n.独立自主者；无党派者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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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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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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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internationally 1 [,intə'næʃənəli] adv.国际性地；在国际间

141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2 Israeli 1 [iz'reili] adj.以色列的；以色列人的 n.以色列人

143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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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45 jamie 1 n.杰米（男子名）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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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jr 2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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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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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51 lack 2 [læk] vt.缺乏；不足；没有；需要 vi.缺乏；不足；没有 n.缺乏；不足 n.(Lack)人名；(老)拉；(英、法、意、葡、匈)拉
克；(匈)洛克

152 land 2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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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Laurence 1 ['lɔrəns] n.劳伦斯（男子名）；[光]闪烁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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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leave 1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157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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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lies 1 [laɪ] v. 躺下；位于；在于；平放；存在；延伸；说谎 n. 谎言

160 li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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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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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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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loyalty 1 n.忠诚；忠心；忠实；忠于…感情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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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majority 1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166 m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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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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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mario 2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169 military 2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170 Minsk 1 [minsk] n.明斯克（白俄罗斯首都）

171 modernizing 1 英 ['mɒdənaɪz] 美 ['mɑːdərnaɪz] v. (使) 现代化

172 morale 2 [mɔ'rɑ:l, -'ræl] n.士气，斗志 n.(Morale)人名；(意、西)莫拉莱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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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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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76 negotiate 1 [ni'gəuʃieit, -si-] vt.谈判，商议；转让；越过 vi.谈判，交涉

177 negotiated 1 英 [nɪ'ɡəʊʃieɪt] 美 [nɪ'ɡoʊʃieɪt] vi. 谈判；协商；交涉 vt. 谈判达成；成功越过；议价出售

178 negotiations 2 [nɪɡəʊʃ'ɪeɪʃnz] n. 协商；谈判；磋商 名词negotiation的复数形式.

179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80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81 notes 1 英 [nəʊt] 美 [noʊt] n. 笔记；便条；纸币；音符；票据；注解；音调 vt. 注意；记录；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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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number 1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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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observers 2 [əb'zɜːvəz] 观测器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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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88 offensive 1 [ə'fensiv] adj.攻击的；冒犯的；无礼的；讨厌的 n.攻势；攻击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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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on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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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operation 1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192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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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194 osce 2 n.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

195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96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7 o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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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page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杰；(法)帕日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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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particularly 1 [pə'tikjuləli] adv.特别地，独特地；详细地，具体地；明确地，细致地

201 partly 1 ['pɑ:tli] adv.部分地；在一定程度上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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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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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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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percent 1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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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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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persuade 1 [pə'sweid] vt.说服，劝说；使某人相信；劝某人做（不做）某事 vi.说服；被说服 adj.空闲的，有闲的

209 pilot 1 ['pailət] n.飞行员；领航员 adj.试点的 v.驾驶；领航；试用 n.(Pilot)人名；(意、印)皮洛特；(法)皮洛

210 positions 1 [pə'ziʃənz] n.[水运]位置（position的复数）；定位

211 president 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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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progress 2 ['prəugres, 'prɔ-, prəu'gres] n.进步，发展；前进 vi.前进，进步；进行 n.(Progress)人名；(赞)普罗格雷斯

213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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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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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requiring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217 research 1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218 resolutions 1 [ˌrezə'lu ʃːn] n. 决心；决定；解决；决议；坚决；分辨率

219 rest 1 [rest] vt.使休息，使轻松；把…寄托于 n.休息，静止；休息时间；剩余部分；支架 vi.休息；静止；依赖；安置 n.(Rest)人
名；(英、德、俄、捷、荷)雷斯特

220 retu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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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returning 1 v.归还，[计]返回，回复（return的ing形式） n.回归

222 rises 1 [raɪz] vi. 上升；升起；增加；起床；反抗；复活 n. 上升；增加；斜坡；小山

223 ritter 2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224 Russia 3 ['rʌʃə] n.俄罗斯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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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Saturday 1 ['sætədi; -dei] n.星期六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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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29 section 1 n.截面；部分；部门；地区；章节 vi.被切割成片；被分成部分 vt.把…分段；将…切片；对…进行划分

230 security 2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231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32 seven 1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233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34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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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ides 1 [saɪdz] n.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

237 since 2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38 small 1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
人名；(英)斯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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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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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south 1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242 southern 1 ['sʌðən] adj.南的；南方的 n.南方人 n.(Southern)人名；(英)萨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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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tat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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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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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strengthened 1 ['streŋθn] v. 加强；变坚固

247 sudden 1 ['sʌdən] adj.突然的，意外的；快速的 n.突然发生的事

248 suddenly 1 ['sʌdnli] adv.突然地；忽然

249 supported 1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50 talks 2 ['tɔː ks] 会谈

251 territories 1 英 ['terətri] 美 ['terətɔː ri] n. 领土；领域；版图；范围

252 territory 2 ['teritəri] n.领土，领域；范围；地域；版图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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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t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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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the 4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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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57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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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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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throug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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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ti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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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to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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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troops 1 n.[军]部队；[军]军队（troop的复数形式）

264 truce 1 [tru:s] n.停战；休战；休战协定 vt.以休战结束；停止争执 vi.停战 n.(Truce)人名；(英)特鲁斯

265 turkey 1 ['tə:ki] n.火鸡；笨蛋；失败之作

266 Turkish 1 ['tə:kiʃ] adj.土耳其人的，土耳其语的；土耳其的；突厥诸语言的 n.土耳其语

267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68 united 3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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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us 1 pron.我们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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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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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violence 1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274 visit 1 ['vizit] n.访问；参观；逗留 vt.访问；参观；视察 vi.访问；暂住；闲谈 n.(Visit)人名；(老)维西；(泰)威实

275 VOA 2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276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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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war 1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278 warring 1 ['wɔriŋ] adj.交战的；敌对的；冲突的 n.战争；战斗 v.进行战争（war的现在分词形式）

279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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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weapons 1 n.武器（weapon的复数）；武装切换；斗争工具 v.武装（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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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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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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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86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287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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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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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without 1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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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92 worse 1 [wə:s, 'wə:s] adj.更坏的；更差的；更恶劣的（bad的比较级）；（病情）更重的（ill的比较级） adv.更糟；更坏；更恶劣
地；更坏地 n.更坏的事；更恶劣的事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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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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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97 zaur 1 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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