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23 [As It Is] Two of 17 Hostages Held in Haiti Released 词词
频表频表

1 the 2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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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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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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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of 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6 group 7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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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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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Haiti 5 ['heiti] n.海地

10 release 5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11 who 5 pron.谁；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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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gang 4 [gæŋ] n.群；一伙；一组 vt.使成群结队；结伙伤害或恐吓某人 vi.成群结队 n.(Gang)人名；(法)冈；(罗)甘格；(英)甘

14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5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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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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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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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hostages 3 n.人质( hostage的名词复数 )

20 released 3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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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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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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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5 announced 2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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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ased 2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28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29 children 2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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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itizens 2 ['sɪtɪzənz] 公民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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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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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go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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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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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led 2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37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38 ministries 2 ['mɪnɪstri] n. (政府的)部；内阁；(全体)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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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month 2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40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41 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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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organization 2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43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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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rejoice 2 [ri'dʒɔis] vi.高兴；庆祝 vt.使高兴

46 religious 2 [ri'lidʒəs] adj.宗教的；虔诚的；严谨的；修道的 n.修道士；尼姑

47 sent 2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48 statement 2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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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taken 2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51 t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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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53 vis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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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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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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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whi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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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58 wor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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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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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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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affected 1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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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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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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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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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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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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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70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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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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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businesses 1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74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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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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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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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Canada 1 ['kænədə] n.加拿大（北美洲国家）

78 Canadian 1 [kə'neidiən] adj.加拿大（人）的 n.加拿大人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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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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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82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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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confirmed 1 [kən'fə:md] adj.确认的；保兑的；坚定的；惯常的 v.确证；使坚定（confirm的过去分词）；批准

84 count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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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crime 1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86 criminals 1 [k'rɪmɪnlz] 罪犯

87 demanded 1 英 [dɪ'mɑːnd] 美 [dɪ'mænd] n. 要求；需求 v. 要求；查问；需要

88 demands 1 英 [dɪ'mɑːnd] 美 [dɪ'mænd] n. 要求；需求 v. 要求；查问；需要

89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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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arthquake 1 ['ə:θkweik] n.地震；大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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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mbassy 1 ['embəsi] n.大使馆；大使馆全体人员

94 employees 1 [ˌemplɔɪ'iː ] n. 受雇者；雇工；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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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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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feel 1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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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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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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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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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freed 1 [f'riː d] adj. 释放的 动词fre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05 Friday 1 ['fraidi] n.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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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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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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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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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Haitian 1 ['heiʃjən] adj.海地的；海地人的 n.海地人；海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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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happy 1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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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hearts 1 英 [hɑ tː] 美 [hɑ rːt] n. 心；内心；中心；要点；红桃 v. 将…记在心里，铭记；鼓励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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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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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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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hospitals 1 ['hɒspɪtlz] 医院

119 hostage 1 ['hɔstidʒ] n.人质；抵押品

120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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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increasing 1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123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24 insecurity 1 [,insi'kjuərəti] n.不安全；不牢靠；无把握；心神不定

125 is 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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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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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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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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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join 1 [dʒɔin] vt.参加；结合；连接 vi.加入；参加；结合 n.结合；连接；接合点 n.(Join)人名；(法)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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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132 kidnapped 1 adj. 被绑架的 动词kidna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3 kidnapping 1 ['kidnæpiŋ] n.绑架；诱拐 v.绑架（kidnap的ing形式）；诱拐

134 kill 1 [kil] vt.杀死；扼杀；使终止；抵消 vi.杀死 n.杀戮；屠杀 adj.致命的；致死的 n.(Kill)人名；(德)基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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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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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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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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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le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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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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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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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met 1 [met] v.遇见（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et)人名；(瑞典)梅特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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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missionaries 1 英 ['mɪʃənri] 美 ['mɪʃəneri] n. 传教士 adj. 传教的

145 missionary 1 ['miʃənəri] adj.传教的；传教士的 n.传教士

146 mo 1 [məu] abbr.方式（ModusOperandi）；卫生干事，卫生管员（MedicalOfficer）；邮购（MailOrder）；邮政汇票
（MoneyOrder） n.(Mo)人名；(日)茂(姓)；(意、缅、瑞典)莫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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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murder 1 ['mə:də] vt.谋杀，凶杀 n.谋杀，凶杀 vi.杀人，犯杀人罪

149 names 1 [neɪmz] n.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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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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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53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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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Ohio 1 [əu'haiəu] n.俄亥俄州（美国一个州）

156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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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orphanage 1 ['ɔ:fənidʒ] n.孤儿院；孤儿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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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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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parents 1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162 patients 1 ['peɪʃənts] n.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

163 persuade 1 [pə'sweid] vt.说服，劝说；使某人相信；劝某人做（不做）某事 vi.说服；被说服 adj.空闲的，有闲的

164 police 1 [pə'li:s] n.警察，警方；治安 vt.监督；管辖；维持治安；为…配备警察 adj.警察的；有关警察的

165 poor 1 [puə, pɔ:] adj.贫穷的；可怜的；贫乏的；卑鄙的 n.(Poor)人名；(英、伊朗)普尔

166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167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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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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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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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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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72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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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religion 1 [ri'lidʒən] n.宗教；宗教信仰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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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repor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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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78 rise 1 [raiz, rais] vi.上升；增强；起立；高耸 vt.使…飞起；使…浮上水面 n.上升；高地；增加；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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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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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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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se 1 abbr.东南方（southeast） n.(Se)人名；(日)濑(姓)；(柬)塞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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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shortage 1 ['ʃɔ:tidʒ] n.缺乏，缺少；不足

185 shorten 1 ['ʃɔ:tən] vt.缩短；减少；变短 vi.缩短；变短

186 sick 1 adj.厌恶的；病态的；不舒服；渴望的；恶心的；生病的 n.病人 n.(Sick)人名；(德、西)西克 vt.使狗去咬；呕吐；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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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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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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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spirits 1 ['spɪrɪts] n. 精力；情绪；烈酒 名词spiri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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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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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struggles 1 ['strʌɡl] vi. 努力；奋斗；斗争；挣扎 n. 斗争；竞争；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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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Sunday 1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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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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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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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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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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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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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threatened 1 ['θretənd] adj.受到威胁的 v.威胁（threaten的过去分词）

203 transportation 1 [,trænspə'teiʃən,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系统；运输工具；流放

204 trip 1 [trip] vi.绊倒；远足；犯错误；轻快地走 n.旅行；绊倒；差错 vt.绊倒；使犯错 n.(Trip)人名；(荷)特里普

205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206 unless 1 [ən'les] conj.除非，如果不 prep.除…之外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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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urge 1 [ə:dʒ] vt.力劝，催促；驱策，推进 n.强烈的欲望，迫切要求；推动力 vi.强烈要求

209 us 1 pron.我们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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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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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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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withdrawing 1 [wið'drɔiŋ] v.取出；拆下；后退；回收（withdraw的现在分词）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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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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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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