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03 [As It Is] Afghans Face Hunger Crisis, Other Problems
under Taliban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6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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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f 2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i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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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s 1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said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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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taliban 15 n. 塔利班

8 and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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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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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hav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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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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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they 9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3 wi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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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food 8 [fu:d] n.食物；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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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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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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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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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be 7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0 countr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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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not 6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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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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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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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nations 5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27 other 5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8 supplies 5 [səp'laɪz] n. 物资；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

29 un 5 [ʌn, ən] pron.家伙，东西 n.(Un)人名；(柬)温

30 Wednesday 5 ['wenzdi; -dei] n.星期三

31 crisis 4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32 currency 4 ['kərənsi] n.货币；通货

33 government 4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34 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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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problems 4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36 united 4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37 which 4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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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women 4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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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afghans 3 n. 阿富汗人

41 airport 3 ['εəpɔ:t] n.机场；航空站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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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been 3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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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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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ontrol 3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47 could 3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48 countries 3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49 face 3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50 group 3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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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humanitari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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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hunger 3 ['hʌŋgə] n.饿，饥饿；渴望 vi.渴望；挨饿 vt.使……挨饿 n.(Hunger)人名；(德、波)洪格尔；(英)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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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money 3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56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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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official 3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58 officials 3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59 situation 3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60 value 3 ['vælju:] n.值；价值；价格；重要性；确切涵义 vt.评价；重视；估价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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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63 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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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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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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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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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ambassador 2 [æm'bæsədə] n.大使；代表；使节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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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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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burqa 2 ['bɜːkə] n. 布卡（指伊斯兰妇女穿的全身罩衫） =burka.

72 byrne 2 n. 伯恩

73 capital 2 ['kæpitə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Capital)人名；(法)卡皮塔尔

74 continue 2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75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76 economic 2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77 essential 2 [i'senʃəl] adj.基本的；必要的；本质的；精华的 n.本质；要素；要点；必需品

78 facing 2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79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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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hel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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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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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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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Ireland 2 ['aiəland] n.爱尔兰

86 Isis 2 ['aisis] n.伊希斯（古埃及的丰饶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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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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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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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local 2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91 lo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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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milley 2 米莱

93 mill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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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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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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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Nason 2 n. 内森

97 needed 2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98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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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perc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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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02 prices 2 [praɪs] n. 价格；代价；价值 v. 给…定价；估价；贴价格标签；比较价格

103 program 2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104 rulers 2 ['ru lːəz] 尺子

105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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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st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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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stocks 2 [stɒks] 股票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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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strikes 2 [straɪk] n. 罢工；打击；殴打 v. 打；撞；罢工；划燃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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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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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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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took 2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114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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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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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17 week 2 [wi:k] n.周，星期

118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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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acting 1 ['æktiŋ] adj.代理的；装腔作势的 n.演技；演戏；假装

121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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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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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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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126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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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Afghan 1 ['æfgæn] n.阿富汗语；阿富汗人 adj.阿富汗人的；阿富汗的

128 agreement 1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129 ahead 1 adj.向前；在前的；领先 adv.向前地；领先地；在（某人或某事物的）前面；预先；在将来，为未来

130 air 1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31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132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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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army 1 ['ɑ:mi] n.陆军，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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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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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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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attacks 1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139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140 base 1 [beis] n.基础；底部；垒 adj.卑鄙的；低劣的 vt.以…作基础 n.(Base)人名；(日)马濑(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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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biden 1 n. 拜登(姓氏)

143 bilal 1 n. 比拉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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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body 1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146 boys 1 n.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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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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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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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chairman 1 ['tʃεəmən] n.主席，会长；董事长

152 chief 1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153 chiefs 1 n. 首领（chief的复数）

154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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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clothing 1 ['kləuðiŋ] n.（总称）[服装]服装；帆装 v.覆盖（clothe的ing形式）；给…穿衣

157 cloths 1 [klɔθs, klɔ:ðz] n.布（cloth的复数）；织物；布块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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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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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concern 1 vt.涉及，关系到；使担心 n.关系；关心；关心的事；忧虑

161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162 conference 1 n.会议；讨论；协商；联盟；（正式）讨论会；[工会、工党用语]（每年的）大会 vi.举行或参加（系列）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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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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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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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counterterrorism 1 英 ['kaʊntə̩ terərɪzəm] 美 ['kaʊntə̩ terə̩ rɪzəm] 反暴力主义

167 cover 1 vt.包括；采访，报导；涉及；行走（一段路程）；掩护；翻唱 n.封面，封皮；盖子；掩蔽物;幌子，借口 vi.覆盖；代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168 covers 1 英 ['kʌvə(r)] 美 ['kʌvər] n. 封面；盖子；套子；表面 v. 覆盖；涉及；包含；掩护；给…保险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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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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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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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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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depends 1 [dɪ'pend] vi. 依赖；依靠；取决于

175 disorder 1 [dis'ɔ:də] n.混乱；骚乱 vt.使失调；扰乱

176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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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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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drop 1 [drɔp] vt.滴；使降低；使终止；随口漏出 vi.下降；终止 n.滴；落下；空投；微量；滴剂

179 dry 1 [drai] adj.干的；口渴的；枯燥无味的；禁酒的 vt.把…弄干 vi.变干 n.干涸 n.(Dry)人名；(法)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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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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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dith 1 ['i:diθ] n.伊迪丝（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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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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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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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188 exchanges 1 ['ɪks'tʃeɪndʒs] n. 票据交换总额 名词exchange的复数形式.

189 expect 1 [ik'spekt] vt.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期待；预期

190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191 fall 1 [fɔ:l] vi.落下；变成；来临；减弱 n.下降；秋天；瀑布 vt.砍倒；击倒 adj.秋天的 n.(Fall)人名；(法、芬、瑞典)法尔；(英、
匈)福尔；(阿拉伯)法勒

192 feed 1 [fi:d] vt.喂养；供给；放牧；抚养（家庭等）；靠…为生 vi.吃东西；流入 n.饲料；饲养；（动物或婴儿的）一餐

193 finance 1 [fai'næns] n.财政，财政学；金融 vt.负担经费，供给…经费 vi.筹措资金 n.(Finance)人名；(法)菲南斯

194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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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form 1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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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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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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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Gannon 1 n. 甘农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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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Georgetown 1 ['dʒɔ:dʒtaun] n.乔治城（圭亚那首都）

203 geraldine 1 ['dʒerəldi:n] n.杰拉尔丁（女子名）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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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206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207 govern 1 ['gʌvən] vt.管理；支配；统治；控制 vi.居支配地位；进行统治 n.(Govern)人名；(英)戈文

208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209 guarantee 1 [,gærən'ti:] n.保证；担保；保证人；保证书；抵押品 vt.保证；担保

210 h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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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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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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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heavily 1 ['hevili] adv.沉重地；猛烈地；沉闷地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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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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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215 image 1 ['imidʒ] n.影像；想象；肖像；偶像 vt.想象；反映；象征；作…的像 n.(Image)人名；(法)伊马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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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inclusive 1 [in'klu:siv] adj.包括的，包含的

218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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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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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item 1 n.条款，项目；一则；一件商品（或物品） adj.又，同上 v.记下；逐条列出

222 items 1 ['aɪtəm] n. 项目；条款；一件商品（或物品）；一则或一条新闻 adv. 也

223 Jill 1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224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225 john 1 [dʒɔn] n.厕所

226 joint 1 [dʒɔint] n.关节；接缝；接合处，接合点；（牛，羊等的腿）大块肉 adj.共同的；连接的；联合的，合办的 vt.连接，贴
合；接合；使有接头 vi.贴合；生节 n.(Joint)人名；(法)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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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karimi 1 卡里米

229 kathy 1 ['kæθi] n.凯西（女子名，等于Katherine）

230 khalid 1 n.哈利德（男子名）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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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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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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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leaders 1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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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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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lederer 1 n. 莱德勒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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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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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ll 1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242 losing 1 ['lu:ziŋ] n.损失；失败 adj.输的；失败的；导致失败的 v.失去；损失（lose的ing形式）；错过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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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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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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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mark 1 n.标志；马克；符号；痕迹；分数 vi.作记号 vt..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n..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247 markets 1 英 ['mɑːkɪt] 美 ['mɑ rːkɪt] n. 市场；集市 v. 销售；推销；买卖

248 meal 1 [mi:l] n.一餐，一顿饭；膳食 vi.进餐

249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250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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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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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minister 1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254 moderate 1 ['mɔdərət, 'mɔdəreit] adj.稳健的，温和的；适度的，中等的；有节制的 vi.变缓和，变弱 vt.节制；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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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57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58 muslim 1 ['muzlim; 'mʌz-] n.穆斯林；穆罕默德信徒 adj.伊斯兰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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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nation 1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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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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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nobody 1 ['nəubədi, -bɔdi] pron.无人，没有人；没有任何人 n.无名小卒；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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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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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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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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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overall 1 ['əuvərɔ:l, ,əuvə'rɔ:l] adj.全部的；全体的；一切在内的 adv.全部地；总的说来 n.工装裤；罩衫

271 paid 1 [peid] adj.付清的；已付的 vt.支付（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付清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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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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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peaceful 1 ['pi:sful] adj.和平的，爱好和平的；平静的

275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276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77 population 1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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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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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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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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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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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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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Qatari 1 ['kɑ:təri] adj.卡塔尔的 n.卡塔尔人

286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87 rahim 1 拉希姆

288 ramiz 1 拉米兹

289 rather 1 ['rɑ:ðə, 'ræ-] adv.宁可，宁愿；相当 int.当然啦（回答问题时用） n.(Rather)人名；(英)拉瑟

290 rebuilding 1 ['riː ˌbɪldɪŋ] n. 改建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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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93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94 relations 1 [ri'leʃənz] n.关系；交往；事务

295 reopened 1 英 [ˌriː 'əʊpən] 美 [ˌriː 'oʊpən] v. 重开；再开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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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298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299 responsibility 1 [ri.spɔnsə'biliti] n.责任，职责；义务

300 restore 1 [ri'stɔ:] vt.恢复；修复；归还 vi.恢复；还原

301 retu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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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303 rising 1 ['raiziŋ] n.上升；起床；造反 adj.上升的；上涨的；新兴的 adv.接近 v.上升（rise的ing形式） n.(Rising)人名；(瑞典)里
辛；(英)赖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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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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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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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Robbins 1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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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run 1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309 Russell 1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310 schools 1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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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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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see 1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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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separately 1 ['sepəritli] adv.分别地；分离地；个别地

316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317 severe 1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318 sharif 1 [ʃə'ri:f] n.圣族后裔（泛指早年圣徒或伊斯兰教里出身高贵的人）

319 sharply 1 ['ʃa:pli] adv.急剧地；锐利地

320 shopkeeper 1 ['ʃɔp,ki:pə] n.店主，老板

321 shops 1 英 [ʃɒp] 美 [ʃɑːp] n. 商店；车间 v. 逛商店；购物；买东西

322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323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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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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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327 specific 1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328 speed 1 [spi:d] vi.超速，加速；加速，迅速前行；兴隆 n.速度，速率；迅速，快速；昌盛，繁荣 vt.加快…的速度；使成功，使
繁荣 n.(Speed)人名；(英)斯皮德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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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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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staff 1 [stɑ:f, stæf] n.职员；参谋；棒；支撑 adj.职员的；行政工作的 vt.供给人员；给…配备职员 vi.雇用工作人员 n.(Staff)人名；
(德、匈)施塔夫；(瑞典、英)斯塔夫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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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stock 1 n.股份，股票；库存；血统；树干；家畜 adj.存货的，常备的；平凡的 vt.进货；备有；装把手于… vi.囤积；办货；出
新芽 n.(Stock)人名；(德、匈、捷)施托克；(英、法、葡、瑞典)斯托克

334 streets 1 [st'riː ts] 街道

335 study 1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336 supply 1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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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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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technicians 1 [teknɪSəs] n. 技术员 名词technician的复数形式.

340 TENS 1 十位

341 test 1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342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43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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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346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347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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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threat 1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349 threatens 1 ['θretn] v. 威胁；恐吓；似将发生

350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51 treats 1 [triː t] v. 对待；视为；探讨；治疗；处理；请客 n. 款待；宴飨

352 tried 1 adj.可靠的；试验过的 v.尝试，审问，审理，审讯，审判（try的过去分词）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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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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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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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357 urgently 1 ['ə:dʒəntli] adv.迫切地；紧急地；急切地

358 us 1 pron.我们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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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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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waiting 1 ['weitiŋ] n.等待；服侍 adj.等待的；服侍的 v.等待；伺候（wait的ing形式）；延缓 n.(Waiting)人名；(英)韦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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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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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warned 1 英 [wɔː n] 美 [wɔː 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366 Washington 1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367 wearing 1 [wεə riŋ, wεərŋ, 'wεəriŋ] adj.磨损的；穿用的；令人疲倦的 v.穿着；磨损（wear的ing形式） n.(Wearing)人名；(英)韦尔林

368 weather 1 ['weðə] n.天气；气象；气候；处境 vt.经受住；使风化；侵蚀；使受风吹雨打 vi.风化；受侵蚀；经受风雨 adj.露天
的；迎风的 n.(Weather)人名；(英)韦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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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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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weste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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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w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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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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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75 whole 1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376 winter 1 ['wintə] n.冬季；年岁；萧条期 vi.过冬 adj.冬天的；越冬的 n.(Winter)人名；(英、德、匈、罗、捷、西、芬、瑞典、法)
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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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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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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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workers 1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381 worn 1 [wɔ:n] adj.疲倦的；用旧的 v.穿；磨损（wear的过去分词）；佩戴 n.(Worn)人名；(柬)翁；(英、葡)沃恩

382 worried 1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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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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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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