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1-06 [As It Is] Iran Denies Holding Crew of Seized South
Korean Ship as Hostage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2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aboard 1 [ə'bɔ:d] adv.在飞机上；[船]在船上；在火车上 prep.在…上

3 access 2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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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dministration 2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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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greement 3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9 allegation 1 n.指控;陈述，主张;宣称;陈词，陈述;

10 allegations 1 [ælɪ'ɡeɪʃnz] 指称

11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2 ambassador 1 [æm'bæsədə] n.大使；代表；使节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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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15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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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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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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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ppears 1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20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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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rmed 1 [ɑ:md] adj.武装的；有扶手的；有防卫器官的（指动物） n.(Armed)人名；(科摩)阿米德

22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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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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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ttempt 1 [ə'tempt] n.企图，试图；攻击 vt.企图，试图；尝试

27 Barack 1 n.贝拉克

28 baseless 1 ['beislis] adj.无根据的；无基础的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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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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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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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elongs 1 英 [bɪ'lɒŋ] 美 [bɪ'lɔː ŋ] vi. 应归入；属于

34 biden 3 n. 拜登(姓氏)

35 billion 2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36 blame 1 ['bleim] vt.责备；归咎于 n.责备；责任；过失

37 block 1 n.块；街区；大厦；障碍物 vt.阻止；阻塞；限制；封盖 adj.成批的，大块的；交通堵塞的 n.(Block)人名；(英、法、
德、西、葡、芬、罗)布洛克

38 British 1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39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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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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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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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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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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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arrying 1 ['kærɪɪŋ] adj. 运送的；运输的 n. 运送；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

45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46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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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hoi 1 (=(considered)characteristic(of)osteogenesis imperfecta) 被认为是成骨不全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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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ompany 1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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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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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ovid 1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54 crew 3 [kru:] n.队，组；全体人员，全体船员 vi.一起工作 vt.使当船员 n.(Crew)人名；(英、西)克鲁

55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56 dea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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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demand 1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58 denied 2 [dɪ'naɪəd] adj. 被否认的；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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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desired 1 [di'zaiəd] adj.渴望的；想得到的 v.渴望，要求（desire的过去分词形式）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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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diplomatic 2 [,diplə'mætik] adj.外交的；外交上的；老练的

63 discuss 2 [dis'kʌs] vt.讨论；论述，辩论

64 dm 1 [di: em] abbr.设计手册（DesignManual）；音乐博士（DoctorofMusic）；资料管理（DataManagement）

65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66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67 d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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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ast 1 [i:st] n.东方；东风；东方国家 adj.东方的；向东的；从东方来的 adv.向东方，在东方 n.(East)人名；(英)伊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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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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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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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73 elect 1 [i'lekt] adj.选出的；当选的；卓越的 n.被选的人；特殊阶层；上帝的选民 vt.选举；选择；推选 vi.作出选择；进行选举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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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nrich 1 [in'ritʃ] vt.使充实；使肥沃；使富足 n.(Enrich)人名；(西)恩里奇

76 enrichment 1 [in'ritʃmənt] n.丰富；改进；肥沃；发财致富

77 environmental 1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78 expected 2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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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financial 1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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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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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84 foreign 3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85 form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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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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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frozen 2 ['frəuzn] adj.冻结的；冷酷的 v.结冰（freeze的过去分词）；凝固；变得刻板

88 fully 1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89 gain 1 [gein] n.增加；利润；收获 vt.获得；增加；赚到 vi.增加；获利 n.(Gain)人名；(英、匈、法)盖恩

90 gas 1 [gæs] n.气体；[矿业]瓦斯；汽油；毒气 vt.加油；毒（死） vi.加油；放出气体；空谈 n.(Gas)人名；(法、德、西)加斯

91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92 government 3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93 grounds 1 [ɡ'raʊndz] n. 木砖 名词ground的复数形式.

94 guard 1 [gɑ:d] n.守卫；警戒；护卫队；防护装置 vi.警惕 vt.保卫；监视 n.(Guard)人名；(英)格尔德

95 gulf 3 [gʌlf] n.海湾；深渊；分歧；漩涡 vt.吞没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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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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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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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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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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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102 highest 1 ['haiist] adj.最高的

103 hijacking 1 ['haidʒækiŋ] n.劫持（hijack的现在分词）

104 hold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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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Hormuz 1 ['hɔ:məz; hɔ:'mu:z] n.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和阿拉伯半岛之间）

106 hostage 1 ['hɔstidʒ] n.人质；抵押品

107 hostages 2 n.人质( hostage的名词复数 )

108 howe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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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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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illegal 2 adj.[法]非法的；违法的；违反规则的 n.非法移民，非法劳工

111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112 i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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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incident 2 ['insidənt] n.事件，事变；插曲 adj.[光]入射的；附带的；易发生的，伴随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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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6 influence 1 ['influəns] n.影响；势力；感化；有影响的人或事 vt.影响；改变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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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Iran 17 [i'rɑ:n; i'ræn] n.伊朗（亚洲国家）

119 Iranian 3 [i'reinjən] adj.伊朗的；伊朗人的；伊朗语的 n.伊朗人；伊朗语

120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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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its 6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23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124 Jong 1 [jɔŋ] n.小伙子；（旧时的）青年男奴 n.(Jong)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永；(德、荷)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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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Kang 1 [kɑ:ŋ] n.（汉）炕 n.(Kang)人名；(柬)康

127 Korea 7 [kə'riə] n.韩国；朝鲜

128 Korean 2 [kə'riən] adj.韩国人的；韩国语的；朝鲜人的；朝鲜语的 n.韩国人；韩国语；朝鲜人；朝鲜语

129 Kun 1 [kun] n.库恩（匈牙利共产党领袖）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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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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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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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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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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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leverage 2 n.手段，影响力；杠杆作用；杠杆效率 v.利用；举债经营

135 lift 1 [lift] vt.举起；提升；鼓舞；空运；抄袭 vi.消散；升起；耸立 n.电梯；举起；起重机；搭车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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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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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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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limiting 1 ['limitiŋ] adj.限制的；限制性的 v.限制；限定（limit的现在分词）

140 liquid 1 ['likwid] adj.液体的；清澈的；明亮的；易变的 n.液体，流体；流音

141 l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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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43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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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meant 1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146 Members 2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147 method 1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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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minister 2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150 Monday 2 ['mʌndi] n.星期一

151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52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53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54 mu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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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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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nuclear 3 ['nju:kliə, 'nu:-] adj.原子能的；[细胞]细胞核的；中心的；原子核的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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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Obama 1 n. 巴拉克- 奥巴马(1961-)；美国第44任总统(2009-)

160 obey 2 [əu'bei] vt.服从，听从；按照……行动 vi.服从，顺从；听话 n.(Obey)人名；(英、法)奥贝

161 of 1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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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officials 2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64 oil 1 [ɔil] n.油；石油；油画颜料 vt.加油；涂油；使融化 vi.融化；加燃油

165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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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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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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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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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order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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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71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72 owner 1 ['əunə] n.[经]所有者；物主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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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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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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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Persian 2 猫老大

176 placed 1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7 planned 1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178 polluting 2 [pə'lu tːɪŋ] adj. 污染的；玷污的 动词pollute的现在分词形式.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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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power 1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181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182 president 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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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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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prisoners 1 服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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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production 1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188 purity 1 ['pjuəriti] n.[化学]纯度；纯洁；纯净；纯粹 n.(Purity)人名；(肯)普丽蒂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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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191 reached 1 到达

192 reenter 1 [,ri:'entə] n.重进入，再加入 vt.重新加入 vi.重新入内，重返

193 release 2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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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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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197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198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199 restrictions 3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200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01 revolutionary 1 [,revə'lju:ʃənəri] adj.革命的；旋转的；大变革的 n.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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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rul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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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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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sanction 1 ['sæŋ,kʃən] n.制裁，处罚；认可；支持 vt.制裁，处罚；批准；鼓励

206 sanctions 4 ['sæŋkʃnz] n. 制裁 名词sanction的复数形式.

207 saved 1 ['seɪvd] adj. 保存了的；获救的 v. 救；节省；保存（动词s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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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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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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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secure 1 [si'kjuə] adj.安全的；无虑的；有把握的；稳当的 vt.保护；弄到；招致；缚住 vi.获得安全；船抛锚；停止工作

212 seized 4 ['siː zd] adj. 查封的，扣押的 v. 逮住，抓住，咬住（动词seize的过去式,动词seize的过去分词）

213 seizing 1 ['si:ziŋ] n.抓；夺；捆绑 v.抓住；利用（seize的ing形式）；理解

214 seizure 1 n.没收；夺取；捕获；（疾病的）突然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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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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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ship 6 [ʃip] vt.运送，乘船；以船运送 vi.上船；乘船旅行；当船员 n.船；舰；太空船 n.(Ship)人名；(中)摄(广东话·威妥玛)

218 shipping 2 ['ʃipiŋ] n.[船]船舶，船舶吨数；海运；运送 v.运送，乘船（ship的ing形式） n.(Shipping)人名；(英)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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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ships 1 [ʃɪps] n.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

220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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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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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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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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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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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south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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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spokesman 1 ['spəuksmən] n.发言人；代言人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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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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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tat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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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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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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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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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strait 1 [streit] adj.狭窄的；苦恼的 n.海峡；困境 n.(Strait)人名；(英)斯特雷特

235 strengthening 1 ['streŋθənɪŋ] n. 加固 动词strength的现在分词.

236 strong 1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237 substance 1 ['sʌbstəns] n.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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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Sunday 1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240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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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243 tanker 6 ['tæŋkə] n.油轮；运油飞机；油槽车；坦克手 n.(Tanker)人名；(土)坦凯尔

244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245 Tehran 1 [tεə'ræn; -rɑ:n] n.德黑兰

246 terms 1 [tə:mz] n.地位，关系；[法]条款；术语；措辞；价钱（term的复数形式） v.把…称为（term的三单形式）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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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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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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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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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threat 1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252 to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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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54 trade 1 [treid] n.贸易，交易；行业；职业 vi.交易，买卖；以物易物 vt.用…进行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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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trump 1 [trʌmp] n.王牌；法宝；喇叭 vt.胜过；打出王牌赢 vi.出王牌；吹喇叭 n.(Trump)人名；(英)特朗普

257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258 TV 1 ['ti:'vi:] abbr.电视（television）

259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60 under 3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261 underground 1 ['ʌndəgraund] adv.在地下；秘密地 adj.地下的；秘密的；先锋派的 n.地下；地铁；地道；地下组织；秘密活动；
先锋派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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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uranium 1 [ju'reiniəm] n.[化学]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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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us 2 pron.我们

265 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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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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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68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69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270 vice 1 [vais] n.恶习；缺点；[机]老虎钳；卖淫 prep.代替 vt.钳住 adj.副的；代替的 n.(Vice)人名；(塞)维采

271 violate 2 ['vaiəleit] vt.违反；侵犯，妨碍；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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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vis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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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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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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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77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78 Waters 2 ['wɔ:təz] n.沃特斯（姓氏）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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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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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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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wha 1 abbr.世界卫生大会（WorldHealth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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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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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withdrew 2 [wið'dru, wið'dru:, wiθ-] v.收回（withdraw的过去式）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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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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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wrong 1 adv.错误地；邪恶地，不正当地 n.坏事；不公正 adj.错误的；失常的；不适当的 vt.委屈；无理地对待；诽谤 n.(Wrong)
人名；(英)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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