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8-31 [As It Is] US Evacuations from Afghanistan Continue in
Final Hour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C 1 n.基础知识；字母表 abbr.美国广播公司（AmericanBroadcastingCompany）；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ustralianBroadcastingCorporation）；出生在美国的华人（American-bornChinese）；代理商-商家-消费者的商业模式
（Agent,Business,Con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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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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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ccident 1 ['æksidənt] n.事故；意外；[法]意外事件；机遇

5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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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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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9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10 advisor 1 [əd'vaizə] n.顾问；指导教师；劝告者

11 Afghanistan 14 [æf'gænistæn] n.阿富汗（国家名称，位于亚洲）

12 afghans 2 n. 阿富汗人

13 after 5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4 agencies 1 ['eɪdʒənsi] n. 代理；代理处；政府机构

15 aid 1 [eid] n.援助；帮助；助手；帮助者 vt.援助；帮助；有助于 vi.帮助 n.(Aid)人名；(阿拉伯、印、英)艾德

16 airfield 1 ['εəfi:ld] n.飞机场

17 airport 6 ['εəpɔ:t] n.机场；航空站

18 al 2 [ɑ:l] abbr.美国联盟（AmericanLeague）；美国军团（AmericanLegion）；阿尔巴尼亚（Albania，欧洲一国家名）；美国亚拉
巴马州（Alabama） n.(Al)人名；(英)阿尔(Albert在美国的昵称)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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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llied 1 ['ælaid] adj.联合的；同盟的；与…同属一系 v.联合（ally的过去分词）

21 alli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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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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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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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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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8 and 1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9 Antony 1 ['æntəni] n.安东尼（男子名）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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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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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33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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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35 assistance 1 [ə'sistəns] n.援助，帮助；辅助设备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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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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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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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attended 1 [ə'tendɪd]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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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August 2 ['ɔː gəst]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n.八月（简写为Aug） n.(August)人名；(法、葡、西、俄、罗、英、德、瑞典、挪)奥
古斯特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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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43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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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iden 1 n. 拜登(姓氏)

46 bill 1 [bil] n.[法]法案；广告；账单；[金融]票据；钞票；清单 vt.宣布；开账单；用海报宣传

47 bin 1 [bin] n.箱子，容器；二进制 vt.把…放入箱中 n.(Bin)人名；(意、柬)宾；(日)敏(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民

48 blinken 4 n. 布林肯

49 bombing 1 ['bɔmiŋ] n.[军]轰炸，[军]投弹 v.轰击；引爆炸弹（bomb的ing形式）

50 border 1 ['bɔ:də] n.边境；边界；国界 vt.接近；与…接壤；在…上镶边 vi.接界；近似 n.(Border)人名；(英)博德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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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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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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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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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apturing 1 ['kæptʃəriŋ] v.捕捉（capture的ing形式）

57 casualties 1 n. 人员伤亡

58 casualty 1 ['kæʒjuəlti] n.意外事故；伤亡人员；急诊室

59 centered 1 ['sentəd] adj.居中的；有圆心的 v.集中；居中（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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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itizen 1 ['sitizən] n.公民；市民；老百姓

62 citizens 1 ['sɪtɪzənz] 公民

63 civilian 1 [si'viljən] adj.民用的；百姓的，平民的 n.平民，百姓

64 claim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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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lo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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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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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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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commented 1 英 ['kɒment] 美 ['kɑːment] n. 注释；评论；闲话 v. 评论；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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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ompletes 1 [kəm'pliː t] adj. 完整的；完成的；彻底的 vt. 完成；使完美；使圆满；填（表格等）

71 computers 1 [kəm'pju tːəz] n.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

72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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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continuing 1 [kən'tɪnjuɪŋ] adj. 连续的；持续的；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

75 cooperative 1 [kəu'ɔpərətiv] adj.合作的；合作社的 n.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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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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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couple 1 ['kʌpl] n.对；夫妇；数个 vi.结合；成婚 vt.结合；连接；连合 n.(Couple)人名；(法)库普勒

79 dangerous 3 ['deindʒərəs] adj.危险的 危险地

80 days 3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81 defense 1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82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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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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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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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85 d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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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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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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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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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asier 1 [英 ['i:zɪə] 美 ['i:zɪr]] adj.更简单；容易些（easy的比较级形式）；较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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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ffort 2 ['efət] n.努力；成就

92 efforts 2 ['efəts] 努力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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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mbassy 1 ['embəsi] n.大使馆；大使馆全体人员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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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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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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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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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traordinarily 1 [英[ɪksˈtrɔ:dnrɪlɪ] 美 [ɪkˈstrɔrdn:̩ ɛrɪlɪ]] adv.非常；格外地；非凡地

100 extraordinary 1 adj.非凡的；特别的；离奇的；特派的

101 extreme 1 [ik'stri:m] adj.极端的；极度的；偏激的；尽头的 n.极端；末端；最大程度；极端的事物

102 extremist 2 [ik'stri:mist] n.极端主义者，过激分子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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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facilitate 2 [fə'siliteit] vt.促进；帮助；使容易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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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fashion 2 ['fæʃən] n.时尚；时装；样式；时髦人物 vt.使用；改变；做成…的形状

107 final 4 ['fainl] adj.最终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 n.决赛；期末考试；当日报纸的末版

108 fired 1 n.因祸得福（电影名） f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9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110 flights 2 [flaɪt] n. 飞行；航班；镖尾；逃走，逃离，溃逃

111 flown 1 v.飞行（fly的过去分词）

112 fly 1 [flai] vi.飞；驾驶飞机；飘扬 vt.飞行；飞越；使飘扬 n.飞行；苍蝇；两翼昆虫 adj.敏捷的 n.(Fly)人名；(法)弗利；(英)弗莱

113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14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115 fought 1 [fɔ:t] v.战斗（fight的过去分词）；打架

116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17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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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getting 2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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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groups 2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22 gulf 1 [gʌlf] n.海湾；深渊；分歧；漩涡 vt.吞没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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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happening 1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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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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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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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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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29 hel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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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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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hours 3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132 humanitarian 1 [hju:,mæni'tεəriən] adj.人道主义的；博爱的；基督凡人论的 n.人道主义者；慈善家；博爱主义者；基督凡人论者

133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34 in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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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jured 1 ['indʒəd] adj.受伤的；受损害的

136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37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138 invasion 1 [in'veiʒən] n.入侵，侵略；侵袭；侵犯

139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0 Islamic 2 [iz'læmik] adj.穆斯林的；伊斯兰教的

141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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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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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jake 1 [dʒeik] adj.上等的，满意的 n.家伙，乡下佬 n.(Jake)人名；(英)杰克(男子教名Jacob的昵称)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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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146 Kabul 3 ['kɑ:bəl; kə'bu:l] n.喀布尔（阿富汗的首都）

147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148 killed 3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149 laden 1 ['leidən] adj.负载的；装满的；苦恼的 vt.装载（等于lade） vi.装载（等于lade） v.装载（lade的过去分词） n.(Laden)人
名；(阿拉伯)拉丹；(德、罗)拉登；(法)拉当

150 la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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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launched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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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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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le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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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led 3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56 legal 1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157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58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59 major 1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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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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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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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map 1 [mæp] vt.映射；计划；绘制地图；确定基因在染色体中的位置 n.地图；示意图；染色体图 vi.基因被安置 n.(Map)人名；
(法)马普

164 matter 1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165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66 meeting 2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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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military 1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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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missile 1 ['misail, -səl] n.导弹；投射物 adj.导弹的；可投掷的；用以发射导弹的

170 mission 2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171 Monday 3 ['mʌndi] n.星期一

172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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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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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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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78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79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80 necessary 1 ['nesisəri]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必需品 n.(Necessary)人名；(英)内塞瑟里

181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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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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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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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officials 6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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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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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ongoing 1 ['ɔn,gəuiŋ, 'ɔ:n-] adj.不间断的，进行的；前进的 n.前进；行为，举止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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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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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osama 1 乌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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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5 oust 1 [aust] vt.驱逐；剥夺；取代

196 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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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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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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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passage 2 n.一段（文章）；走廊；通路；通过 n.(Passage)人名；(英)帕西奇；(法)帕萨热

200 past 2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201 people 6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02 permanent 1 adj.永久的，永恒的；不变的 n.烫发（等于permanentwave）

203 physical 1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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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pl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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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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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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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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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presence 1 ['prezəns] n.存在；出席；参加；风度；仪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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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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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promise 1 ['prɔmis] n.许诺，允诺；希望 vt.允诺，许诺；给人以…的指望或希望 vi.许诺；有指望，有前途

214 promised 1 英 ['prɒmɪs] 美 ['prɑːmɪs] n. 诺言；预示；约定；(有)希望 v. 允诺；发誓；答应；有希望

215 provide 2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216 provided 1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217 providing 1 [prəu'vaidiŋ] conj.假如，以…为条件 v.供给（provide的ing形式）；预备

218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219 Qatar 7 ['kɑ:tə] n.卡塔尔

220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21 refuge 1 ['refju:dʒ] n.避难；避难所；庇护 vt.给予…庇护；接纳…避难 vi.避难；逃避

222 remained 1 [rɪ'meɪn] v. 剩余；逗留；留下；依然；保持 n. 剩余物；遗迹；残骸

223 remaining 1 [rɪ'meɪnɪŋ] adj. 剩余的

224 reopen 1 [,ri:'əupən] vt.使再开，使重开 vi.重开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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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report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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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resident 1 adj.居住的；定居的 n.居民；住院医生

228 responsibility 2 [ri.spɔnsə'biliti] n.责任，职责；义务

229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30 road 1 [rəud] n.公路，马路；道路；手段 vt.（狗）沿臭迹追逐（猎物） adj.（美）巡回的 n.(Road)人名；(英)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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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rockets 2 英 ['rɒkɪt] 美 ['rɑːkɪt] n. 火箭；芝麻菜；紫花南芥 v. 猛涨；飞快地移动

233 safe 2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234 safer 1 ['seɪfər] adj. 更安全的 形容词safe的比较级.

235 said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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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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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secretary 1 ['sekrətəri] n.秘书；书记；部长；大臣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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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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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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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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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seiz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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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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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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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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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hape 1 [ʃeip] n.形状；模型；身材；具体化 vt.形成；塑造，使成形；使符合 vi.形成；成形；成长 n.(Shape)人名；(瑞典)沙佩

248 shelter 1 ['ʃeltə] n.庇护；避难所；遮盖物 vt.保护；使掩蔽 vi.躲避，避难 n.(Shelter)人名；(英)谢尔特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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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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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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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omewhere 1 ['sʌmhwεə] adv.在某处；到某处 n.某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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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255 spokesman 1 ['spəuksmən] n.发言人；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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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sta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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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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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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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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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strange 1 [streindʒ] adj.奇怪的；陌生的；外行的 adv.奇怪地；陌生地，冷淡地 n.(Strange)人名；(英)斯特兰奇；(瑞典、塞)斯特
朗格

261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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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ullivan 1 ['sʌlivən] n.沙利文，苏利文（人名）

264 Sunday 2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265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266 sure 2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267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68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269 taliban 5 n. 塔利班

270 targeted 1 英 ['tɑːɡɪt] 美 ['tɑ rːɡɪt] n. 目标；对象；靶 vt. 把 ... 作为目标；瞄准

271 technical 1 ['teknikəl] adj.工艺的，科技的；技术上的；专门的

272 terrorist 2 ['terərist] n.恐怖主义者，恐怖分子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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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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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the 5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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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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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80 ties 1 [taɪz] tie的复数形式

281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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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timely 1 ['taimli] adj.及时的；适时的 adv.及时地；早

283 t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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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85 tools 1 [tu lː]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286 total 1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287 travel 1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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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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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Tuesday 4 ['tju:zdi; -dei] n.星期二

291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92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293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294 urban 1 ['ə:bən] adj.城市的；住在都市的 n.(Urban)人名；(西)乌尔万；(斯洛伐)乌尔班；(德、俄、罗、匈、塞、波、捷、瑞典、
意)乌尔班；(英)厄本；(法)于尔邦

295 us 3 pron.我们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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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98 very 1 ['veri] adj.恰好是，正是；甚至；十足的；特有的 adv.非常，很；完全 n.(Very)人名；(英)维里

299 virtual 2 adj.[计]虚拟的；实质上的，事实上的（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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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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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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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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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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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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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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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week 1 [wi:k] n.周，星期

309 were 6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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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while 1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312 who 4 pron.谁；什么人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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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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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withdraw 1 [wið'drɔ:, wiθ-] vt.撤退；收回；撤消；拉开 vi.撤退；离开

316 withdrawal 3 [wið'drɔ:əl, wiθ-] n.撤退，收回；提款；取消；退股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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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work 1 n.工作；[物]功；产品；操作；职业；行为；事业；工厂；著作；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 vt.使工作；操作；经营；使缓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319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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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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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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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