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8-28 [As It Is] US Presses on With Evacuations After Airport
Attack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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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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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1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group 9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6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 airport 8 ['εəpɔ:t] n.机场；航空站

8 and 8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9 taliban 8 n. 塔利班

10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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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wil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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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fghanistan 7 [æf'gænistæn] n.阿富汗（国家名称，位于亚洲）

13 afghans 7 n. 阿富汗人

14 from 7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5 hav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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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people 7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7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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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w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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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ttacks 6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20 b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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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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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o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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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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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7 Islamic 5 [iz'læmik] adj.穆斯林的；伊斯兰教的

28 mo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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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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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stat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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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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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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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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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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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vacuation 4 [i,vækju'eiʃən] n.疏散；撤离；排泄

36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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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Isis 4 ['aisis] n.伊希斯（古埃及的丰饶女神）

38 our 4 ['auə, ɑ:] pron.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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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biden 3 n. 拜登(姓氏)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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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flights 3 [flaɪt] n. 飞行；航班；镖尾；逃走，逃离，溃逃

42 Friday 3 ['fraidi] n.星期五

43 h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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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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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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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47 western 3 ['westən] adj.西方的，西部的；有西方特征的 n.西方人；西部片，西部小说 n.(Western)人名；(英)韦斯顿

48 who 3 pron.谁；什么人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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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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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agreement 2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52 allies 2 ['ælaiz] n.（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同盟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协约国

53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54 americans 2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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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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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bombing 2 ['bɔmiŋ] n.[军]轰炸，[军]投弹 v.轰击；引爆炸弹（bomb的ing形式）

58 Caty 2 卡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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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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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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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fea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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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flee 2 [fli:] vi.逃走；消失，消散 vt.逃跑，逃走；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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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Kabul 2 ['kɑ:bəl; kə'bu:l] n.喀布尔（阿富汗的首都）

66 Khorasan 2 呼罗珊（西南亚古地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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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le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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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lef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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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morning 2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71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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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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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precision 2 [pri'siʒən] n.精度，[数]精密度；精确 adj.精密的，精确的

75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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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respond 2 [ri'spɔnd] vi.回答；作出反应；承担责任 vt.以…回答 n.应答；唱和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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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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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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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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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st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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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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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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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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targeting 2 ['tɑːɡɪtɪŋ] n. 目标 动词target的现在分词形式.

85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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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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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Thursday 2 ['θə:zdi; -dei] n.星期四

88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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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under 2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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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us 2 pron.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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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war 2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9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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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97 withdrawal 2 [wið'drɔ:əl, wiθ-] n.撤退，收回；提款；取消；退股

98 worked 2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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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you 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01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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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Afghan 1 ['æfgæn] n.阿富汗语；阿富汗人 adj.阿富汗人的；阿富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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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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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107 airlines 1 ['erlaɪns] n. 航空公司

108 airplanes 1 飞机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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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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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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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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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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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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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asking 1 ['ɑ:skiŋ] n.请求 v.问（ask的现在分词）

118 attending 1 adj.（医生）主治的 v.参加（attend的现在分词）；注意，听；照顾；[常用被动语态]（作为结果、情况）伴随

119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20 barring 1 ['bɑ:riŋ] prep.除非；不包括；除…以外 v.阻拦（bar的ing形式） n.(Barring)人名；(德)巴林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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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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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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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blamed 1 [bleimd] adj.混蛋的，该死的 v.谴责

126 bombs 1 英 [bɒm] 美 [bɑːm] n. 炸弹 vt. 轰炸；投弹于 vi. 投弹；失败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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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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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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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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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carried 1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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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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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challenge 1 n.挑战；怀疑 vt.向…挑战；对…质疑

136 challenges 1 ['tʃælɪndʒ] n. 挑战；邀请比赛；盘问；质疑 v. 向 ... 挑战；盘问；质疑

137 choosing 1 v.选择；决定（choose的ing形式）

138 c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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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140 command 1 [kə'mɑ:nd] vi.命令，指挥；控制 vt.命令，指挥；控制；远望 n.指挥，控制；命令；司令部 n.(Command)人名；(法)
科芒

141 commanders 1 Commander Islands in the Bering Sea 白令海群岛军队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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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continued 1 [kən'tinju:d] adj.继续的；持久的 v.继续；逗留；维持原状（continue的过去分词）

144 continues 1 [kən'tɪnju ]ː v. 继续；连续；维持；持续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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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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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dangerous 1 ['deindʒərəs] adj.危险的 危险地

148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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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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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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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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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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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55 emotional 1 [i'məuʃənəl] adj.情绪的；易激动的；感动人的

156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157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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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scape 1 vt.逃避，避开，避免；被忘掉；被忽视 vi.逃脱；避开；溜走；（气体，液体等）漏出；（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
而）逃脱；声音（不自觉地）由…发出 n.逃跑；逃亡；逃走；逃跑工具或方法；野生种；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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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stablish 1 [i'stæbliʃ] vt.建立；创办；安置 vi.植物定植

162 evacuated 1 [ɪ'vækjʊeɪtɪd] adj. 撤退的；疏散的 动词evacu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63 evacuations 1 n.撤空( evacuation的名词复数 ); 撤离; 撤退; 疏散

164 exactness 1 [ig'zæktnis] n.正确；精确

165 exchange 1 [iks'tʃeindʒ] n.交换；交流；交易所；兑换 vt.交换；交易；兑换 vi.交换；交易；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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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plosion 1 n.爆炸；爆发；激增 n.（Explosion）《引爆者》（一部中国动作、犯罪电影）。

168 extremists 1 [ɪkst'riː mɪsts] 极端个体

169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170 fighters 1 歼击机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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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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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fire 1 ['faiə] n.火；火灾；炮火；炉火；热情；激情；磨难 vt.点燃；解雇；开除；使发光；烧制；激动；放枪 vi.着火；射击；开
枪；激动；烧火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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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flown 1 v.飞行（fly的过去分词）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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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177 form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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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frank 1 [fræŋk] adj.坦白的，直率的；老实的 n.免费邮寄特权 vt.免费邮寄

179 gate 1 [geit] n.大门；出入口；门道 vt.给…装大门 n.(Gate)人名；(英)盖特；(法、瑞典)加特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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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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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girls 1 ['ɡɜ lːz] n.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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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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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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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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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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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90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1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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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94 hiding 1 ['haidiŋ] n.隐匿；躲藏处；殴打 n.(Hiding)人名；(瑞典)希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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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h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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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hoping 1 ['həʊpɪŋ] n.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

198 hunt 1 [hʌnt] vt.打猎；搜索 vi.打猎；搜寻 n.狩猎；搜寻 n.(Hunt)人名；(德、瑞典)洪特；(英)亨特；(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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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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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jihad 1 [dʒi'hɑ:d] n.讨伐异教徒；拥护运动；护教战争 n.(Jihad)人名；(阿拉伯、埃塞)吉哈德

202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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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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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la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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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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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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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209 lots 1 [lɔts] n.大量，许多；一堆；命运（lot的复数） adv.很，非常 v.抽签；分组；把（土地）划分成块（lot的三单形式）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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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mainly 1 ['meinli] adv.主要地，大体上

212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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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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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213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214 mckenzie 1 麦肯齐（人名） 马更些（地名）

215 me 1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216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217 meters 1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218 militant 1 adj.好战的 n.富有战斗性的人；好斗者；激进分子

219 militants 1 n.激进分子，好斗分子( militant的名词复数 )

220 military 1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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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minority 1 n.少数民族；少数派；未成年

223 minute 1 [ˈmɪnɪt] n.分，分钟；片刻，一会儿；备忘录，笔记；会议记录 vt.将…记录下来 adj.微小的，详细的[maɪˈnjuːt;US-
ˈnuːt;maɪˋnut]

224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25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26 muslim 1 ['muzlim; 'mʌz-] n.穆斯林；穆罕默德信徒 adj.伊斯兰教的

227 Muslims 1 穆斯林

228 my 1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229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230 night 1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231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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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non 1 [nɔn] adv.非，不 n.投反对票的人，反对票 n.(Non)人名；(柬)嫩；(俄)诺恩

233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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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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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237 operate 1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238 operations 1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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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overcome 1 [,əuvə'kʌm] vt.克服；胜过 vi.克服；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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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pay 1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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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245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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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precise 1 [pri'sais] adj.精确的；明确的；严格的

248 presses 1 [pres] v. 按；压；逼迫；强迫服役；征用 n. 新闻界；出版社；报刊；新闻舆论；压；熨烫机；印刷机

249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250 raise 1 [reiz] vt.提高；筹集；养育；升起 vi.上升 n.高地；上升；加薪 n.(Raise)人名；(英)雷兹

251 reaction 1 [ri'ækʃən, ri:-] n.反应，感应；反动，复古；反作用

252 rebuild 1 [,ri:'bild, 'ri:,bild] vt.重建；改造，重新组装；复原 vi.重建

253 refugee 1 [,refju'dʒi:, 'refjudʒi:] n.难民，避难者；流亡者，逃亡者

254 removal 1 [ri'mu:vəl] n.免职；移动；排除；搬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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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reporting 1 英 [rɪ'pɔː tɪŋ] 美 [rɪ'pɔː 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257 repressive 1 [ri'presiv] adj.镇压的；压抑的；抑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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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rescue 1 ['reskju:] vt.营救；援救 n.营救；援救；解救

259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60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261 rocket 1 ['rɔkit] vi.飞驰，飞快地移动；迅速增加 n.火箭 vt.用火箭运载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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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afely 1 ['seifli] adv.安全地 稳定地

264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65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66 searches 1 英 [sɜ tːʃ] 美 [sɜ rːtʃ] v. 搜寻；探求；调查 n. 搜寻；搜索；调查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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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seek 1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269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270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71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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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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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hiite 1 ['ʃi:ait] n.什叶派教徒 adj.什叶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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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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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ought 1 [sɔ:t] v.寻找（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8 speech 1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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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truck 1 adj.受罢工影响的 v.罢工，打击，撞击（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truck)人名；(英)斯特拉克；(瑞典)斯特鲁克；
(德)施特鲁克

281 struggling 1 ['strʌgliŋ] adj.奋斗的；努力的；苦斗的 v.努力；斗争；竞争（struggle的ing形式）

282 suicide 1 ['sjuisaid] n.自杀；自杀行为；自杀者 adj.自杀的 vt.自杀 vi.自杀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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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talks 1 ['tɔː ks] 会谈

285 task 1 [tɑ:sk, tæsk] vt.分派任务 n.工作，作业；任务

286 terrified 1 ['terifaid] adj.感到恐惧的；受惊吓的 v.使恐惧；恐吓（terrify的过去分词）

287 terrorists 1 ['terərɪsts] n. 恐怖分子 名词terrorist的复数形式.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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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90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91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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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94 troop 1 [tru:p] n.军队；组；群；多数 vi.群集；成群而行；结队 vt.把（骑兵）编成骑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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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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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298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299 unhappy 1 [,ʌn'hæpi] adj.不快乐的；不幸福的；不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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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unknown 1 ['ʌn'nəun] adj.未知的；陌生的，默默无闻的 n.未知数；未知的事物，默默无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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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violent 1 ['vaiələnt] adj.暴力的；猛烈的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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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watching 1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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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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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308 win 1 vt.赢得；在…中获胜 vi.赢；获胜；成功 n.赢；胜利 n.(Win)人名；(德、荷、缅)温；(英)温(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

309 witness 1 ['witnis] n.证人；目击者；证据 vt.目击；证明；为…作证 vi.作证人 n.(Witness)人名；(津)威特尼斯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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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worldwide 1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312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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