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1-07 [As It Is] Young Afghans Fear Taliban Return Will Undo
Kandahar's Progress 词汇表词汇表

1 accept 1 [ək'sept] vt.接受；承认；承担；承兑；容纳 vi.承认；同意；承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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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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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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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7 adultery 2 [ə'dʌltəri] n.通奸，通奸行为

8 Afghan 2 ['æfgæn] n.阿富汗语；阿富汗人 adj.阿富汗人的；阿富汗的

9 Afghanistan 5 [æf'gænistæn] n.阿富汗（国家名称，位于亚洲）

10 afghans 1 n. 阿富汗人

11 AFP 3 n. 法新社 (=Agence France Presse)；【医】甲胎蛋白（= alpha feto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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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gain 2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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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hmad 2 阿哈默德(穆罕默德在《古兰经》中的名称)

16 Ali 3 ['ɑ:li:] n.阿里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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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9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0 and 1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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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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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5 areas 3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26 arena 3 [ə'ri:nə] n.舞台；竞技场 n.(Arena)人名；(英)阿里纳；(意、西、葡、德)阿雷纳

27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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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29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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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ttacks 2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32 attend 1 [ə'tend] vt.出席；上（大学等）；照料；招待；陪伴 vi.出席；致力于；照料；照顾

33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34 ba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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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anned 2 [bæn] v. 禁止；剥夺权利 n. 禁令；禁止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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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8 beatings 1 n.狠打( beating的名词复数 ); <非正>惨败; 被损坏; 难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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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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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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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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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博特

43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44 busy 1 ['bizi] adj.忙碌的；热闹的；正被占用的 vt.使忙于 n.(Busy)人名；(匈)布希；(法)比西

45 bu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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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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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af 1 abbr. 加拿大武装部队(=Canadian Armed Forces) abbr. 成本加运费(=cost and freight)

48 cafe 3 ['kafeɪ, 'kafi] n.咖啡馆；小餐馆

49 campaign 1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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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ent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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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53 changed 3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4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55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56 city 9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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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lasses 1 [kla:siz] n.级别，阶级（class复数形式）

59 closed 1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60 club 3 [klʌb] n.俱乐部，社团；夜总会；棍棒；（扑克牌中的）梅花 vt.用棍棒打；募集 vi.集资；组成俱乐部 adj.俱乐部的 n.
(Club)人名；(英)克拉布

61 comply 1 [kəm'plai] vi.遵守；顺从，遵从；答应

62 contest 1 vt.争辩；质疑 vi.竞争；争辩 n.竞赛；争夺；争论

63 control 2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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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ount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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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rimes 1 [k'raɪmz] 犯罪

67 customers 2 ['kʌstəməz] n. 顾客；<口>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

68 deadly 1 ['dedli] adj.致命的；非常的；死一般的 adv.非常；如死一般地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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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death 1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71 defeat 1 vt.击败，战胜；挫败；使…失败 n.失败的事实；击败的行为

72 delight 1 [di'lait] n.高兴 vi.高兴 vt.使高兴 n.(Delight)人名；(英)迪莱特

73 dow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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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75 durrani 3 n. 杜拉尼

76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77 eateries 1 ['iː təri] n. 小餐馆

78 eatery 1 ['i:təri] n.简便饮食店；小饭馆

79 eating 1 ['i:tiŋ] adj.侵蚀的；可生食的；进餐用的 n.吃；食物 v.吃（ea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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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ducation 1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82 energetic 1 [,enə'dʒetik] adj.精力充沛的；积极的；有力的

83 energized 1 ['enədʒaɪzd] adj. 通电的；激励的；增能的 动词energ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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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njoy 1 [in'dʒɔi] vt.欣赏，享受；喜爱；使过得快活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86 entertainment 1 [,entə'teinmənt] n.娱乐；消遣；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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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ntry 1 ['entri] n.进入；入口；条目；登记；报关手续；对土地的侵占

89 established 1 [i'stæbliʃt] adj.确定的；已制定的，已建立的

90 Evans 2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91 even 3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92 events 2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93 executions 1 n. 死刑（execution的复数形式）；实行；完成

94 exercise 2 ['eksəsaiz] n.运动；练习；运用；操练；礼拜；典礼 vt.锻炼；练习；使用；使忙碌；使惊恐 vi.运动；练习

95 experienced 2 [ik'spiəriənst] adj.老练的，熟练的；富有经验的

96 faces 1 ['feɪsɪz] n.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

97 families 1 ['fæməlɪz] n.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

98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99 fea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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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female 2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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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firmly 1 ['fə:mli] adv.坚定地，坚决地；坚固地，稳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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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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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force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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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ntains 1 英 ['faʊntən] 美 ['faʊntn] n. 喷泉；源泉；储水容器；泉水 v. 使像喷泉一样流

109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10 freedom 1 ['fri:dəm] n.自由，自主；直率 n.(Freedom)人名；(英)弗里德姆

111 freedoms 2 n. 自由；五大航权（freedom的复数）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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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games 1 [geɪmz] n. [计算机] 游戏程序 n. 运动会；比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 v. 赌博（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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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gathering 1 ['gæðəriŋ] n.聚集；集会；收款 v.聚集（gather的ing形式）

116 girls 2 ['ɡɜ lːz] n.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

117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118 goes 1 [gəuz] vi.前进；行走（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Goes)人名；(瑞典)约斯；(法、德)格斯；(荷)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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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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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22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123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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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hav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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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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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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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hopeful 1 ['həupful] adj.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n.有希望成功的人

129 hot 1 [hɔt] adj.热的；辣的；热情的；激动的；紧迫的 adv.热；紧迫地 vi.变热 vt.增加；给…加温 n.(Hot)人名；(塞)霍特；(法)奥
特

130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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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husband 1 ['hʌzbənd] vt.节约地使用（或管理） n.丈夫 n.(Husband)人名；(英)赫斯本德

132 if 3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33 imposed 1 英 [ɪm'pəʊz] 美 [ɪm'poʊz] v. 强加；课征；强迫；征收(税款)

134 i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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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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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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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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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9 Islamist 1 [iz'lɑ:mist] n.伊斯兰教主义者；回教教徒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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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42 jobs 1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143 Jonathan 2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144 kandahar 8 ['kændəhɑ:] n.坎大哈（阿富汗一城市）

145 k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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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147 kite 1 n.风筝 vi.使用空头支票；像风筝一样飞；轻快地移动 vt.骗钱；涂改（支票） n.(Kite)人名；(塞)基特；(英)凯特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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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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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led 2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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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light 1 n.光；光线；灯；打火机；领悟；浅色；天窗 adj.轻的；浅色的；明亮的；轻松的；容易的；清淡的 vi.点着；变亮；着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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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lose 1 [lu:z] vt.浪费；使沉溺于；使迷路；遗失；错过 vi.失败；受损失 n.(Lose)人名；(英)洛斯；(德)洛泽

155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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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58 mariam 1 n. 马里亚姆; 玛丽亚姆

159 married 1 ['mærid] adj.已婚的，有配偶的；婚姻的，夫妇的；密切结合的 n.已婚者 v.结婚，与…结婚（marry的过去式）

160 may 3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61 maybe 1 ['meibi] adv.也许；可能；大概 n.可能性；不确定性

162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163 men 2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164 merman 1 ['mə:mæn] n.男性人鱼；擅长游泳的男子 n.(Merman)人名；(俄)梅尔曼；(英)默尔曼

165 Mohammad 1 n.穆罕默德（穆斯林真主）；（阿拉伯）穆罕默德（男子名）

166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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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motorcycles 1 ['məʊtəsaɪklz] 摩托车

168 movies 1 [muːvɪz] n. 电影；电影业；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

169 music 1 ['mju:zik] n.音乐，乐曲

170 nazir 1 ['nɑ:ziə] n.（伊斯兰教国家的）官员；（英国统治时期印度法院）印度籍法官 n.(Nazir)人名；(巴基、阿拉伯)纳齐尔

171 night 2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172 no 2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173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74 now 3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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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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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of 1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77 old 2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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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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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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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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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open 2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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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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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86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87 ousted 1 [aʊst] v. 逐出；夺取；取代

188 outdoor 1 ['əutdɔ:] adj.户外的；露天的；野外的（等于out-of-door）

189 outdoors 1 ['aut'dɔ:z] adv.在户外 n.户外 adj.户外的（等于outdoor）

190 owner 3 ['əunə] n.[经]所有者；物主

191 peace 3 [pi:s] n.和平；平静；和睦；秩序 n.(Peace)人名；(英)皮斯

192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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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per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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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pla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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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play 1 [plei] vt.游戏；扮演；演奏；播放；同…比赛 vi.演奏；玩耍；上演；参加比赛 n.游戏；比赛；剧本 n.(Play)人名；(法、瑞
典)普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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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popular 2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199 possibility 2 [,pɔsə'biləti] n.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200 pow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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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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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presse 1 Die Presse (German-Neue Freie Presse)-Vienna's Press (德语)维也纳通信社

203 prize 1 [praiz] n.奖品；奖赏；战利品 vt.珍视；捕获；估价 adj.获奖的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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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projects 1 [p'rədʒekts] [ projected ]的第三人称单数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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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radio 2 ['reidiəu] n.收音机；无线电广播设备 vi.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用无线电发送 n.(Radio)人名；(西)拉迪奥

208 received 1 [ri'si:vd] adj.被一般承认的；被认为标准的 v.收到；接受；迎接（receive的过去分词）

209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10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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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213 remember 1 [ri'membə] vt.记得；牢记；纪念；代…问好 vi.记得，记起

214 report 1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215 reporters 4 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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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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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returns 1 [rɪ'tɜːnz] n. 报告；统计表；研究成果 名词retur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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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riding 1 ['raidiŋ] n.骑马；骑术 v.骑；乘坐（ride的现在分词） n.(Riding)人名；(英)赖丁

220 rows 1 英 [rəʊz] 美 [roʊz] n. 行 名词row的复数形式.

221 rule 1 [ru:l] vi.统治；管辖；裁定 n.统治；规则 vt.统治；规定；管理；裁决；支配 n.(Rule)人名；(英)鲁尔；(塞)鲁莱

222 ruled 2 [ru lː] n. 规则；条例；习惯；统治；直尺 v. 支配；统治；画直线

223 rural 1 ['ruərəl] adj.农村的，乡下的；田园的，有乡村风味的

224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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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school 2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26 seats 1 ['siː ts] n.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

227 secretly 1 ['si:kritli] adv.秘密地；背地里

228 secured 1 英 [sɪ'kjʊə(r)] 美 [sə'kjʊr] adj. 安全的；牢靠的；稳妥的 vt. 使安全；获得；固定

229 security 1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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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sellers 1 n. 塞勒斯

232 serve 1 [sə:v]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n.发球，轮到发
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233 several 2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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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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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hukria 1 舒克利亚牛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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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slowly 1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239 smoke 1 [sməuk] n.烟；抽烟；无常的事物 vi.冒烟，吸烟；抽烟；弥漫 vt.吸烟；抽

240 s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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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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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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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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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outhern 2 ['sʌðən] adj.南的；南方的 n.南方人 n.(Southern)人名；(英)萨瑟恩

245 spaces 1 n. 空格；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

246 spectators 1 [spek'teɪtəs] n. 观众；目击者 名词spectator的复数形式.

247 spoke 1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248 sporting 1 ['spɔ:tiŋ] adj.运动的；冒险性的；公正的；喜好运动的 v.娱乐；玩弄（sport的ing形式）

249 sports 2 n.运动；运动会（sport的复数）；（报纸）体育版面；突变；娱乐 adj.运动的；适用于运动的 v.娱乐；戏弄（sport的
第三人称单数）

250 stadiums 2 [steɪdɪəmz] n. 露天大型运动场；露天大型体育场 名词stadium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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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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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station 3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254 still 3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255 stoned 1 [stəund] adj.除去核的；有核的；醉酒的 v.向…扔石头（sto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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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treet 1 [stri:t] n.街道 adj.街道的 n.(Street)人名；(英、葡)斯特里特；(德)施特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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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structures 1 [st'rʌktʃəz] n.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

260 such 5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61 sun 1 [sʌn] n.太阳 vt.使晒 vi.晒太阳 n.(Sun)人名；(中)孙(普通话·威妥玛)；(柬)孙；(缅)素；(土)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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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263 taliban 17 n. 塔利班

264 talks 1 ['tɔː ks] 会谈

265 tell 1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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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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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the 4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69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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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there 4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71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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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74 to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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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tobacco 1 [tə'bækəu] n.烟草，烟叶；烟草制品；抽烟

276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277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78 unable 1 [ʌn'eibl] adj.不会的，不能的；[劳经]无能力的；不能胜任的

279 unclaimed 1 [ˌʌn'kleɪmd] adj. 无人认领的；无人要求的；所有主不明的

280 uncommon 1 [,ʌn'kɔmən] adj.不寻常的；罕有的 adv.非常地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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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undo 1 [,ʌn'du:] vt.取消；解开；破坏；扰乱 vi.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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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universities 1 英 [ˌjuːnɪ'vɜːsəti] 美 [ˌjuːnɪ'vɜ rːsəti] n. 大学

285 unthinkable 1 [,ʌn'θiŋkəbl] adj.不能想象的；过分的

286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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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us 1 pron.我们

288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89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90 watch 1 [wɔtʃ, wɔ:tʃ] vt.观察；注视；看守；警戒 n.手表；监视；守护；值班人 vi.观看，注视；守侯，看守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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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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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were 5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94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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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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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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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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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99 wife 1 [waif] n.妻子，已婚妇女；夫人

300 wi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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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02 withdrawal 1 [wið'drɔ:əl, wiθ-] n.撤退，收回；提款；取消；退股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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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women 10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305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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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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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08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09 yasin 1 亚辛

310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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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young 3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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