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15 [As It Is] Lebanon's Orchestra Keeps Playing as Country
Sinks into Crisi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1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and 1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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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to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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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orchestra 12 ['ɔ:kistrə, -kes-] n.管弦乐队；乐队演奏处

7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 Lebanon 10 ['lebənən] n.黎巴嫩（西南亚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岸）

9 who 8 pron.谁；什么人

10 crisis 7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11 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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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musicians 7 [mju:'zɪʃənz] n. 音乐家（musician的复数）；乐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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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thi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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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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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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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8 baalbaki 5 巴勒巴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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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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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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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s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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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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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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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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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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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music 4 ['mju:zik] n.音乐，乐曲

28 now 4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29 th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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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1 w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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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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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appointed 3 [ə'pɔintid] adj.约定的，指定的 v.任命；指定；约定时间，地点（appoint的过去分词形式）

34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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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ecause 3 [bi'kɔz] conj.因为

36 classical 3 ['klæsikəl] adj.古典的；经典的；传统的；第一流的 n.古典音乐

37 cultural 3 ['kʌltʃərəl] adj.文化的；教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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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fate 3 ['feit] n.命运 vt.注定 n.(Fate)人名；(英)费特

39 he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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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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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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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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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playing 3 ['pleiiŋ] n.比赛；演奏 v.玩耍（play的ing形式）

44 sectarian 3 [sek'tεəriən] adj.宗派的；偏狭的；党派心强的 n.属于宗派的人；宗派心强的人；宗派主义者

45 skill 3 [skil] n.技能，技巧；本领，技术 n.(Skill)人名；(瑞典)希尔

46 were 3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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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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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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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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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52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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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became 2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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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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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bet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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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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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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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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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hristian 2 ['kristjən; -tʃən] n.基督徒，信徒 adj.基督教的；信基督教的

62 conductor 2 [kən'dʌktə] n.导体；售票员；领导者；管理人

63 covid 2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64 died 2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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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plosion 2 n.爆炸；爆发；激增 n.（Explosion）《引爆者》（一部中国动作、犯罪电影）。

67 famous 2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68 foreign 2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69 generally 2 ['dʒenərəli] adv.通常；普遍地，一般地

70 gi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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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going 2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72 Gregory 2 ['gregəri] n.格雷戈里（男子名，古代罗马教皇之名）

73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74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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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kee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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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Lebanese 2 [,lebə'ni:z] adj.黎巴嫩的 n.黎巴嫩人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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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little 2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79 loss 2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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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musician 2 [mju:'ziʃən] n.音乐家

81 orthodox 2 adj.正统的；传统的；惯常的；东正教的 n.正统的人；正统的事物

82 pandemic 2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83 p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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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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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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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political 2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87 relating 2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88 repertoire 2 ['repətwɑ:] n.全部节目；计算机指令系统；（美）某人或机器的全部技能

89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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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stachel 2 n. 施塔赫尔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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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symphony 2 ['simfəni] n.交响乐；谐声，和声

94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95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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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value 2 ['vælju:] n.值；价值；价格；重要性；确切涵义 vt.评价；重视；估价

98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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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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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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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worsened 2 英 ['wɜːsn] 美 ['wɜ rːsn] v. (使)更坏；（使) 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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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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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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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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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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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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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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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appoint 1 [ə'pɔint] vt.任命；指定；约定 vi.任命；委派

112 appointment 1 [ə'pɔintmənt] n.任命；约定；任命的职位

113 Arab 1 ['ærəb] adj.阿拉伯的 n.阿拉伯人；阿拉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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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art 1 n.（包括雕塑、绘画、音乐等的）艺术，美术；美术（作）品；艺品（作）品；（表演）艺术；技术，技巧； adj.艺术
的；艺术品的；具有艺术性的 v.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过时用法

116 arts 1 [a:ts] n.文科

117 Augu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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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zhari 1 爱资哈里

119 baalbeck 1 巴尔贝克

120 bassam 1 n. 巴萨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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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Beirut 1 [bei̍ ru:t] n.贝鲁特（黎巴嫩一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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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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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born 1 [bɔ:n] v.出世（bear的过去分词） adj.天生的 n.(Born)人名；(柬)邦；(英、西、俄、捷、德、瑞典、匈)博恩

126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127 catholic 1 ['kæθəlik] adj.天主教的；宽宏大量的 n.天主教徒；罗马天主教

128 celebrities 1 [sə'lebrəti] n. 名人；名誉；社会名流

129 celebrity 1 [si'lebrəti] n.名人；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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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civil 1 ['sivəl] adj.公民的；民间的；文职的；有礼貌的；根据民法的 n.(Civil)人名；(土)吉维尔；(法)西维尔

132 class 1 n.阶级；班级；种类；班；等级 vt.分类；把…分等级；把…归入某等级，把…看作（或分类、归类）；把…编入某一
班级 adj.极好的；很好的，优秀的，出色的 vi.属于…类（或等级），被列为某类（或某级） n.（英、德）克拉斯（人名）

133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
除；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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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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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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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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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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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41 damaged 1 adj.被损坏的 v.损害（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2 dances 1 英 [dɑːns] 美 [dæns] n. 舞会；跳舞；舞蹈；舞步 vi. 跳舞；手舞足蹈 vt. 跳舞；使跳跃

143 demand 1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144 destroyed 1 [dis'trɔid] adj.被毁，毁坏；遭破坏的 v.破坏（destroy的过去分词）

145 differences 1 ['dɪfərəns] n.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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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Domingo 1 [dəu'mi:ŋgəu] n.多明戈（高音演唱家）

148 drive 1 [draiv] vi.开车；猛击；飞跑 vt.推动，发动（机器等）；驾驶（马车，汽车等）；驱赶 n.驱动器；驾车；[心理]内驱力，
推进力；快车道

149 due 1 [dju:, du:] adj.到期的；预期的；应付的；应得的 n.应付款；应得之物 adv.正（置于方位词前） n.(Due)人名；(英)迪尤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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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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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ffects 1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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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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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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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stablishments 1 n.企业( establishment的名词复数 ); 建立; （通常反对变革的）当权派; 反对改革的保守当权派

158 European 1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159 ev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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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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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family 1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163 fears 1 英 [fɪə(r)] 美 [fɪr] n. 担心；害怕；恐惧；【中药学】相畏 v. 害怕；担心；恐惧

164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165 feet 1 ['fi:t, fi:t] n.脚（foot的复数形式）；尺；韵脚

166 fell 1 [fel] adj.凶猛的；毁灭性的 vt.砍伐；打倒；击倒 n.[林]一季所伐的木材；折缝；兽皮 v.掉下；摔倒；下垂；变坏（fall的过
去式） n.(Fell)人名；(英、法、德)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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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68 finally 1 ['fainəli] adv.最后；终于；决定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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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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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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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follows 1 ['fɒləʊz] n. 跟随；遵照 名词follow的复数形式.

173 forced 1 adj.被迫的；强迫的；用力的；不自然的 v.强迫（force的过去式）

174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75 founded 1 [faʊnd] v. 建立；创立；创办；熔铸；找到，发现（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6 fuel 1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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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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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180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81 Greek 1 [gri:k] n.希腊语；希腊人 adj.希腊的；希腊人的，希腊语的

182 guiding 1 ['ɡaɪdɪŋ] n. 指导；导向；导航；引导 adj. 指导的；导航的；导向的 动词guide的现在分词.

183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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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heads 1 [hedz] adj.正面朝上的 n.(Heads)人名；(英)黑兹

186 holiday 1 ['hɔlədi] n.假日；节日；休息日 vi.外出度假 n.(Holiday)人名；(英)霍利迪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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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hostage 1 ['hɔstidʒ] n.人质；抵押品

189 hostages 1 n.人质( hostage的名词复数 )

190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91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2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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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95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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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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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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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keeping 1 ['ki:piŋ] n.保管；一致；协调；遵守 v.保持；遵守（keep的ing形式）

199 keeps 1 ['kiː ps] n. 生计；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

200 killed 1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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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knows 1 英 [nəʊ] 美 [noʊ] v. 了解；知道；认识 n. 知情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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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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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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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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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loses 1 [luːz] vt. 丢失；失败；削减；丧生；看不到；亏损；迷失 vi. 失败；经受损失；走慢

210 loyalists 1 Loyalist American Colonists (Tories) 美国殖民地居民反对独立者(保守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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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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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meets 1 [miː t] v. 遇见；满足 n. 运动会；集会 adj. 合适的

214 memories 1 ['memərɪz] n. 记忆 名词memory的复数形式.

215 Mona 1 ['məunə] n.白腹长尾猴；莫娜（女子名）

216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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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musical 1 ['mju:zikəl] adj.音乐的；悦耳的 n.音乐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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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21 needs 1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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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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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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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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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opera 1 ['ɔpərə] n.歌剧；歌剧院；歌剧团 n.(Opera)人名；(意)奥佩拉

228 order 1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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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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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33 perform 1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234 performer 1 n.演出者；执行者；演奏者

235 performers 1 n. 表演者；执行者（perform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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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permanently 1 ['pə:mənəntli] adv.永久地，长期不变地

238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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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placido 1 ['plæsidəu] adj.平静的 n.普拉西多（男子名）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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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plays 1 [pleɪ] v. 玩；比赛；（在运动队中）担当；派...出场；带；踢；击（球）；走（棋子）；出牌；演奏；播放；扮演；假
装；上演；发挥（作用）；应付；处理；掠过；浮现；使轻快地活动；（喷泉）喷涌；做游戏 n. 游戏；戏剧；比赛；发挥
作用；玩笑；间隙；闪烁；闪现

242 politicians 1 [pɒlɪ'tɪʃnz] 政治家

243 positions 1 [pə'ziʃənz] n.[水运]位置（position的复数）；定位

244 possibilities 1 英 [ˌpɒsə'bɪləti] 美 [ˌpɑːsə'bɪləti] n. 可能；可能性；可能的事情；潜在的价值

245 poverty 1 ['pɔvəti] n.贫困；困难；缺少；低劣

246 practice 1 ['præktis] n.实践；练习；惯例 vi.练习；实习；实行 vt.练习；实习；实行

247 practices 1 ['præktɪs] n. 练习；实行；习惯；业务 v. 练习；实践；开业；执业

248 price 1 [prais] n.价格；价值；代价 vt.给……定价；问……的价格 n.(Price)人名；(英)普赖斯；(法)普里斯；(葡、瑞典)普里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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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productions 1 n.生产( production的名词复数 ); 产量; 产品; 出示

251 professional 1 [prə'feʃənəl] adj.专业的；职业的；职业性的 n.专业人员；职业运动员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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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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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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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256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57 religious 1 [ri'lidʒəs] adj.宗教的；虔诚的；严谨的；修道的 n.修道士；尼姑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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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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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returning 1 v.归还，[计]返回，回复（return的ing形式） n.回归

261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62 Roman 1 ['rəumən] n.罗马人；古罗马语 adj.罗马的；罗马人的

263 Ruins 1 n.遗迹（ruin的复数形式）；废墟 v.毁灭（ruin的三单形式）

264 Saba 1 ['sɑ:bə] n.塞巴（阿拉伯南部的一个古国，今天的也门）；萨巴岛（西印度群岛的背风群岛北部的岛）；赛伯伊王国（经
营黄金、香料和宝石的古代王国）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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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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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ectarianism 1 [sek'tεəriənizəm] n.宗派主义；教派意识

268 sects 1 [sekts] n. 宗派 名词sec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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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271 seven 1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272 shand 1 n. 尚德

273 sharing 1 英 ['ʃeərɪŋ] 美 ['ʃerɪŋ] n. 共享；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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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simple 1 ['simpl] adj.简单的；单纯的；天真的 n.笨蛋；愚蠢的行为；出身低微者 n.(Simple)人名；(法)桑普勒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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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inger 1 ['siŋə] n.歌手，歌唱家 n.(Singer)人名；(英、德、瑞典、塞、罗、捷、葡、土)辛格；(法)桑热

278 sinks 1 [sɪŋk] v. 下沉；沉没；渗透；低落；变低；衰弱；（太阳）落下 n. 水槽；沟渠；散热器；接收端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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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olutions 1 [sə'lu ʃːnz] n. 解答

281 songs 1 ['sɒŋz] n.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

282 Spanish 1 ['spæniʃ] adj.西班牙的；西班牙人的；西班牙语的 n.西班牙语；西班牙人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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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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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suffering 1 ['sʌfəriŋ] n.受难；苦楚 adj.受苦的；患病的 v.受苦；蒙受（suffer的ing形式）

286 summer 1 ['sʌmə] n.夏季；全盛时期 vi.避暑；过夏天 adj.夏季的 n.(Summer)人名；(德)祖默；(英)萨默

287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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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290 television 1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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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93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94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5 timour 1 n. 帖木儿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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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98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299 tradition 1 [trə'diʃən] n.惯例，传统；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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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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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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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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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walid 1 瓦利德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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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warm 1 [wɔ:m] adj.温暖的；热情的 vi.同情；激动；变温暖 vt.使…兴奋；使…温暖；使…感兴趣 n.取暖；加热 n.(Warm)人名；
(英)沃姆；(德)瓦姆

308 watched 1 英 [wɒtʃ] 美 [wɑ tːʃ] v. 注视；看守；观看 n. 手表；监视；看守；值班

309 weekly 1 ['wi:kli] adj.每周的；周刊的；一周一次的 n.周刊 adv.每周一次；逐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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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wider 1 [waɪdə] adj. 更宽的；更广阔的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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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