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07 [As It Is] Germany's Merkel Prepares to Step Down with
Record of Dealing with Crise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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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chievement 2 n.成就；完成；达到；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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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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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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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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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greed 1 [ə'gri:d] adj.同意的；通过协议的 v.同意；赞成（agree的过去式）

8 agreement 1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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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lly 1 [英 [ˈælaɪ] 美 [ˈælaɪ]] n.同盟国；伙伴；同盟者；助手 vt.使联盟；使联合 vi.联合；结盟 n.(Ally)人名；(巴基)阿利；(法)阿
利；(英)艾丽(女子教名Alice的简称)；(尼日利)阿利

11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2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3 among 2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4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5 anchor 2 n.锚；抛锚停泊；靠山；新闻节目主播 vt.抛锚；使固定；主持节目 vi.抛锚 adj.末棒的；最后一棒的

16 and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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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a 1 ['ændʒilə] n.安吉拉（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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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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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rgument 1 ['ɑ:gjumənt] n.论证；论据；争吵；内容提要

21 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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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ssistance 2 [ə'sistəns] n.援助，帮助；辅助设备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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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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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26 Balkans 1 ['bɔ:lkənz] n.巴尔干半岛各国；巴尔干半岛地区

27 Bavarian 1 [bə'vεəriən] adj.巴伐利亚的；巴伐利亚人的 n.巴伐利亚方言；巴伐利亚人

28 beat 1 [bi:t] vt.打；打败 vi.打；打败；拍打；有节奏地舒张与收缩 n.拍子；敲击；有规律的一连串敲打 adj.筋疲力尽的；疲惫不
堪的 n.(Beat)人名；(德)贝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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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behind 1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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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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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ollmann 2 博尔曼

35 book 1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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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38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39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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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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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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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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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are 1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45 career 1 n.生涯；职业；事业；速度，全速 adj.作为毕生职业的 vi.全速前进，猛冲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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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48 celebrate 1 vt.庆祝；举行；赞美；祝贺；宣告 vi.庆祝；过节；举行宗教仪式

49 chancellor 3 ['tʃɑ:nsələ, 'tʃæn-] n.总理（德、奥等的）；（英）大臣；校长（美国某些大学的）；（英）大法官；（美）首席法官
n.(Chancellor)人名；(英)钱塞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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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hanges 1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52 children 1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53 chooses 1 [tʃuːz] v. 选择；决定

54 coal 1 [kəul] vi.上煤；加煤 vt.给…加煤；把…烧成炭 n.煤；煤块；木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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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ompleted 1 [kəm'pliː tɪd] adj. 已完成的 v. 完成（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7 compromise 1 ['kɔmprəmaiz] vt.妥协；危害 vi.妥协；让步 n.妥协，和解；折衷

58 compromises 1 英 ['kɒmprəmaɪz] 美 ['kɑːmprəmaɪz] n. 妥协；折衷；折衷案；和解 vt. 妥协处理；危害 vi. 妥协，和解；让步

59 conflicts 1 英 ['kɒnflɪkt] 美 ['kɑːnflɪkt] n. 冲突；战斗；矛盾；斗争 vi. 冲突；抵触；争执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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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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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ountr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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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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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rises 5 ['kraisi:z] n.危机，紧要关头；危险期（crisis的复数形式）

66 crisis 3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67 cuts 1 [kʌts] n.切口；（分摊到的）份额；近路（cut的复数） v.剪（cut的第三人称单数）；[机]切割；砍倒

68 de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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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dealing 1 ['di:liŋ] n.交易；行为

70 debt 1 [det] n.债务；借款；罪过

71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72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73 democratic 1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74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75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6 developments 1 [dɪ'veləpmənts] n. 建设；发展；开发区 名词development的复数形式.

77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78 diplomatic 1 [,diplə'mætik] adj.外交的；外交上的；老练的

79 dispute 1 [dis'pju:t, 'dis-] vt.辩论；怀疑；阻止；抗拒 vi.争论 n.辩论；争吵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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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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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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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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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86 election 1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87 elsewhere 1 [,els'hwεə] adv.在别处；到别处

88 emergency 1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89 enabled 1 [e'neɪbld] adj. 可激活的；已启用的

90 e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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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nding 1 ['endiŋ] n.结局；结尾

92 energy 1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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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95 euro 1 ['juərəu] n.欧元（欧盟的统一货币单位）

96 Europe 2 ['juərəp] n.欧洲

97 European 4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98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99 explained 1 [ɪksp'leɪnd] v. 解释；说明 vbl. 解释；说明

100 explore 1 [ik'splɔ:] vt.探索；探测；探险 vi.探索；探测；探险

101 extent 1 [ik'stent] n.程度；范围；长度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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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faced 1 [feist] adj.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有…表面的 v.面对（face的过去分词）

104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105 fairly 1 ['fεəli] adv.相当地；公平地；简直 n.(Fairly)人名；(英)费尔利

106 fathers 1 英 ['fɑːðə(r)] 美 ['fɑːðər] n. 父亲；神父；祖先；创始人 v. 创造；当 ... 的父亲

107 fifth 1 [fifθ] adj.第五的；五分之一的 n.第五；五分之一 num.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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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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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fleeing 1 [fliː ] vi. 逃走；消失；逃避；(时间)飞逝 vt. 逃离

111 flow 1 [fləu] vi.流动，涌流；川流不息；飘扬 vt.淹没，溢过 n.流动；流量；涨潮，泛滥 n.(Flow)人名；(英)弗洛

112 following 1 ['fɔləuiŋ] adj.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n.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v.跟随；沿行（follow的ing形式）

113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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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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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German 2 ['dʒə:mən]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n.德语；德国人

117 germans 1 n. 德国人 名词German的复数形式.

118 Germany 7 ['dʒə:məni] n.德国

119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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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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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governor 1 ['gʌvənə] n.主管人员；统治者，管理者；[自]调节器；地方长官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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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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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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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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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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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29 height 1 [hait] n.高地；高度；身高；顶点

130 Helmut 1 n. 赫尔穆特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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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her 5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133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34 historic 1 [his'tɔrik] adj.有历史意义的；历史上著名的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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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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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39 II 1 abbr.微光（ImageIntensification）

140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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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included 2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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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is 1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5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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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just 1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148 kohl 2 [kəul] n.眼影粉；化妆墨 n.(Kohl)人名；(德、英、罗、匈、葡、瑞典、捷)科尔

149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150 lead 2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151 leader 1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152 leaders 2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153 leadership 1 ['li:dəʃip] n.领导能力；领导阶层

154 leading 1 ['li:diŋ] adj.领导的；主要的 n.领导；铅板；行距 v.领导（lead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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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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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leaves 1 [li:vz] n.树叶；花瓣（leaf的复数） v.离开（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

158 led 3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59 lef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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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legacy 2 ['legəsi] n.遗赠，遗产

161 legalization 1 [,li:gəlai'zeiʃən, -li'z-] n.[法]合法化；法律认可

162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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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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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longevity 2 [lɔn'dʒevəti] n.长寿，长命；寿命

166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67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168 maj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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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manage 3 vt.管理；经营；控制；设法 vi.处理；应付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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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71 markus 1 n. 马库斯

172 marriage 1 ['mæridʒ] n.结婚；婚姻生活；密切结合，合并 n.(Marriage)人名；(英)马里奇

173 masses 1 ['mæsɪz] n. 平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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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Merkel 16 n. 默克尔

176 migrants 1 ['maɪɡrənts] 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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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minimum 1 ['miniməm] n.最小值；最低限度；最小化；最小量 adj.最小的；最低的

179 mo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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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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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ms 1 abbr.毫秒（millisecond）；手稿（manuscript）；女士（Ms.）；蒙塞拉特岛（Montserrat）；微软公司（Microsoft）；军标
（MilitaryStandard）

182 much 2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183 multilateral 1 [,mʌlti'lætərəl, 'mʌlti,lætərəl] adj.[数]多边的；多国的，多国参加的

184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85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86 neighbors 1 ['neɪbɔː z] n. 邻居 名词neighbor的复数形式. =neighbours.

187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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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nuclear 1 ['nju:kliə, 'nu:-] adj.原子能的；[细胞]细胞核的；中心的；原子核的

190 of 1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91 office 2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192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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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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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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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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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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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9 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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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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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overnight 1 [,əuvə'nait, 'əuvənait] adv.通宵；突然；昨晚 adj.晚上的；通宵的；前夜的 n.头天晚上；一夜的逗留 vt.连夜快递 vi.过一
夜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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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painful 1 ['peinfl] adj.痛苦的；疼痛的；令人不快的

204 parties 1 英 ['pɑ tːi] 美 ['pɑ rːti] n. 聚会；宴会；政党；一伙人；[律]当事人 vi. 开派对

205 partners 1 英 ['pɑ tːnə(r)] 美 ['pɑ rːtnər] n. 伙伴；搭档；伴侣；合伙人 v. 同 ... 合作；做 ... 的搭档

206 passed 1 [pa:st] adj.已经通过的；已经过去的；已被传递的 v.通过；传递（pass的过去分词）；超过

207 path 2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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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perhaps 1 adv.或许；（表示不确定）也许；（用于粗略的估计）或许；（表示勉强同意或其实不赞成）也许；可能 n.假定；
猜想；未定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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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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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political 3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214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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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post 1 [pəust] n.岗位；邮件；标杆 vt.张贴；公布；邮递；布置 vi.快速行进 n.(Post)人名；(英、西、捷、瑞典、荷)波斯特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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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prepares 1 英 [prɪ'peə(r)] 美 [prɪ'per] v. 预备；准备

219 preparing 1 [prɪ'peərɪŋ] adj. 准备的；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

220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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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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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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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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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programs 1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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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promising 1 ['prɔmisiŋ] adj.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v.许诺，答应（promise的现在分词形式）

228 protected 1 [prə'tektid] adj.受保护的 v.保护；防卫（protec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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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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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provides 1 [prə'vaɪd] v. 供给；提供；准备；规定；抚养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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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ralph 1 [rælf] vi.呕吐 vt.呕吐

234 reached 1 到达

235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36 record 2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237 relationship 1 [ri'leiʃənʃip] n.关系；关联

238 remaining 1 [rɪ'meɪnɪŋ] adj. 剩余的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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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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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reporter 1 [ri'pɔ:tə] n.记者

242 requirement 1 [ri'kwaiəmənt] n.要求；必要条件；必需品

243 resistance 1 [ri'zistəns] n.阻力；电阻；抵抗；反抗；抵抗力

244 response 1 [ri'spɔns] n.响应；反应；回答

245 reunification 1 [ˌriː ˌjuːnɪfɪ'keɪʃn] n. 重新统一

246 saf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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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afely 1 ['seifli] adv.安全地 稳定地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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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50 save 1 vt.节省；保存；储蓄；解救 vi.节省；挽救 prep.除...之外 n.救援 n.(Save)人名；(法)萨夫；(意、保、西、罗、塞、瑞典)
萨薇(女名)，萨韦

251 savings 1 ['seiviŋz] n.储蓄；存款；救助；节省物（saving的复数形式）

252 saw 1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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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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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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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seek 2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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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enior 1 ['si:njə] adj.高级的；年长的；地位较高的；年资较深的，资格较老的 n.上司；较年长者；毕业班学生 n.(Senior)人名；
(英)西尼尔

258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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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served 1 英 [sɜːv] 美 [sɜ rː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261 servi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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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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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etting 2 ['setiŋ] n.环境；安装；布置；[天]沉落 v.放置；沉没；使…处于某位置（set的ing形式）

264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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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sh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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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imilarly 1 ['similəli] adv.同样地；类似于

268 simply 1 ['simpli] adv.简单地；仅仅；简直；朴素地；坦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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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skills 1 技能

271 slow 1 [sləu] adj.慢的；减速的；迟钝的 vi.变慢；变萧条 vt.放慢；阻碍 adv.慢慢地；迟缓地 n.(Slow)人名；(英)斯洛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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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soeder 1 泽德

274 s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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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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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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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pending 1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278 stability 3 [stə'biliti] n.稳定性；坚定，恒心

279 step 2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280 st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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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stormy 1 ['stɔ:mi] adj.暴风雨的；猛烈的；暴躁的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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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strength 1 [streŋθ, streŋkθ] n.力量；力气；兵力；长处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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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successfully 1 [sək'sesfəli] adv.成功地；顺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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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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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Syria 1 ['si:riə; 'si-] n.叙利亚共和国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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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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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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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th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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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the 3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95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96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97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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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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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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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301 throug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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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tim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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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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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06 took 2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07 traveled 1 ['trævəld] adj.富有旅行经验的；旅客多的；旅客使用的 v.旅行（travel的过去分词）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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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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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union 2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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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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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us 1 pron.我们

314 useful 1 ['ju:sful] adj.有用的，有益的；有帮助的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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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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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wage 1 [weidʒ] vi.进行；发动；从事 n.工资；代价；报偿 vt.进行；开展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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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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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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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welcomed 1 ['welkəm] vt. 欢迎 adj. 受欢迎的 n. 欢迎 int. 欢迎(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

323 well 2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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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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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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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328 who 3 pron.谁；什么人

329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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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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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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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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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world 4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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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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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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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38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39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40 you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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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