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2-30 [As It Is] Taliban Fires Guns to Break Up Women's
Protest in Kabul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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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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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women 13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6 and 1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7 taliban 11 n. 塔利班

8 o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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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r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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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 not 8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2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3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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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t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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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fghanistan 5 [æf'gænistæn] n.阿富汗（国家名称，位于亚洲）

16 new 5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7 restrictions 5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18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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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0 ministry 4 ['ministri] n.（政府的）部门

21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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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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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protest 4 [prəu'test, 'prəu-] vi.抗议；断言 vt.抗议；断言 n.抗议 adj.表示抗议的；抗议性的

24 television 4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25 VOA 4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26 wor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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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fghan 3 ['æfgæn] n.阿富汗语；阿富汗人 adj.阿富汗人的；阿富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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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ac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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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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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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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rules 3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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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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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told 3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6 Tuesday 3 ['tju:zdi; -dei] n.星期二

37 vice 3 [vais] n.恶习；缺点；[机]老虎钳；卖淫 prep.代替 vt.钳住 adj.副的；代替的 n.(Vice)人名；(塞)维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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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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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air 2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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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bad 2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43 behavior 2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44 break 2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晓；
（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45 broadcasters 2 n.播送设备( broadcaster的名词复数 ); 广播员; 撒播物; 广播公司

46 building 2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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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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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ount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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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51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52 diplomatic 2 [,diplə'mætik] adj.外交的；外交上的；老练的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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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drivers 2 [d'raɪvəz] n. 驱动器；驱动程序；司机 名词driver的复数形式.

55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56 earlier 2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57 financial 2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58 food 2 [fu:d] n.食物；养料

59 forces 2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60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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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go 2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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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government 2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65 governments 2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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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guns 2 ['ɡʌnz] 枪炮

68 hijab 2 [hɪ'dʒɑːb] 穆斯林女性使用的头巾

69 holding 2 ['həuldiŋ] n.举办；支持 v.召开；担任（hold的ing形式）；握住 n.(Holding)人名；(英)霍尔丁

70 h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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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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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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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permission 2 [pə'miʃən] n.允许，许可

74 permitted 2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75 previous 2 ['pri:vjəs] adj.以前的；早先的；过早的 adv.在先；在…以前

76 protesters 2 n.抗议者( protester的名词复数 ); 反对者; 拒绝者; 断言者

77 security 2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78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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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shots 2 英 [ʃɒt] 美 [ʃɑ tː] n. 注射；投篮；发射；拍摄；开枪；子弹 adj. (织物)闪色的；精疲力尽的；完了的 动词shoot的过去式和过
去分词.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80 sho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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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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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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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Sunday 2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84 taxi 2 ['tæksi] vi.乘出租车；滑行 vt.使滑行；用出租车送 n.出租汽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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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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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took 2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88 true 2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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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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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verify 2 ['verifai] vt.核实；查证

92 virtue 2 ['və:tju:] n.美德；优点；贞操；功效 n.(Virtue)人名；(英)弗丘

93 wait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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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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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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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who 2 pron.谁；什么人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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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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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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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actors 1 ['æktəz] n.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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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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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affairs 1 英 [ə'feə(r)] 美 [ə'fer] n. 私通；事件；事务；事情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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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akif 1 阿基夫

107 allowed 1 adj.允许，容许的 v.允许；认可（allow的过去分词）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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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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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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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112 asks 1 英 [ɑːsk] 美 [æsk] v. 询问；请求；邀请；要求；开价；期待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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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ayaz 1 阿亚兹

115 Banks 1 [bæŋks] n.班克斯（姓氏）

116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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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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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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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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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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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billions 1 ['bɪljənz] n.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

123 boys 1 n.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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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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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broadcaster 1 ['brɔ:d,kɑ:stə, -,kæstə] n.广播公司；广播员；播送设备；撒播物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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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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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29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30 cars 1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131 cbs 1 [ˌsiː biː 'es] abbr. (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abbr. 中央统计局(=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132 channels 1 ['tʃænlz] n. 通道；通路 名词channel的复数形式.

133 character 1 ['kærəktə] n.性格，品质；特性；角色；[计]字符 vt.印，刻；使具有特征 n.(Character)人名；(英)克拉克特

134 claim 1 [kleim] vi.提出要求 vt.要求；声称；需要；认领 n.要求；声称；索赔；断言；值得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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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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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closer 1 ['kləuzə] adj.靠近的 n.[自]闭合器；最后的节目

138 comment 1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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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concerned 1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141 conversation 1 n.交谈，会话；社交；交往，交际；会谈；（人与计算机的）人机对话

142 correct 1 [kə'rekt] vt.改正；告诫 vi.调整；纠正错误 adj.正确的；恰当的；端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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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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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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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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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49 diplomats 1 ['dɪpləmæts] 外交官；有外交手腕的人

150 discrimination 1 [dis,krimi'neiʃən] n.歧视；区别，辨别；识别力

151 discussions 1 [dɪs'kʌʃnz] 讨论

152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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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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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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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ducation 1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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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159 enter 1 ['entə] vt.进入；开始；参加 vi.参加，登场；进去 n.[计]输入；回车 n.(Enter)人名；(英)恩特

160 estimates 1 ['estɪməts] n.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

161 existing 1 [ig'zistiŋ] adj.目前的；现存的 v.存在（exist的现在分词）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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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facial 1 ['feiʃəl] adj.面部的，表面的；脸的，面部用的 n.美容，美颜；脸部按摩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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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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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female 1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167 fiction 1 ['fikʃən] n.小说；虚构，编造；谎言

168 fictional 1 ['fikʃənl] adj.虚构的；小说的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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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fire 1 ['faiə] n.火；火灾；炮火；炉火；热情；激情；磨难 vt.点燃；解雇；开除；使发光；烧制；激动；放枪 vi.着火；射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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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激动；烧火

171 fired 1 n.因祸得福（电影名） f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2 fires 1 [fɑɪrs] n. 火力 名词fir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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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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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got 1 [gɔt] v.得到，明白（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Got)人名；(法)戈；(西、匈、瑞典)戈特

176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177 gul 1 [gul] n.古尔（姓氏）；图形界面编程

178 habits 1 ['hæbɪt] n. 习惯；习性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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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hair 1 [hεə] n.头发；毛发；些微 vt.除去…的毛发 vi.生长毛发；形成毛状纤维 adj.毛发的；护理毛发的；用毛发制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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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Harris 1 ['hæris] n.哈里斯（英国苏格兰一地区）；哈里斯（姓氏）

183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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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headscarf 1 ['hedskɑ:f] n.女人的头巾

185 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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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hoda 1 胡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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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189 hungry 1 ['hʌŋgri] adj.饥饿的；渴望的；荒年的；不毛的

190 immoral 1 ['imɔrəl] adj.不道德的；邪恶的；淫荡的

191 imposed 1 英 [ɪm'pəʊz] 美 [ɪm'poʊz] v. 强加；课征；强迫；征收(税款)

192 incident 1 ['insidənt] n.事件，事变；插曲 adj.[光]入射的；附带的；易发生的，伴随而来的

193 injured 1 ['indʒəd] adj.受伤的；受损害的

194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195 Islamic 1 [iz'læmik] adj.穆斯林的；伊斯兰教的

196 issue 1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197 kamala 1 [kə'mɑ:lə, 'kʌmələ] n.粗糠柴；卡马拉；吕宋楸荚粉 n.(Kamala)人名；(印、毛里塔)卡玛拉(女名)，卡马拉

198 kilometers 1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199 lasted 1 ['lɑːstɪd] adj. 持续的 动词la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00 law 1 [lɔ:] n.法律；规律；法治；法学；诉讼；司法界 vi.起诉；控告 vt.控告；对…起诉 n.(La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
(英、缅、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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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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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limit 1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204 limits 1 ['lɪmɪts] n.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

205 maintaining 1 [meɪn'teɪnɪŋ] adj. 维护保养的 v. 保持，保养，坚持（动词maintain的现在分词）

206 male 1 [meil] adj.男性的；雄性的；有力的 n.男人；雄性动物 n.(Male)人名；(柬)马尔；(意、西、塞)马莱；(英)梅尔

207 marched 1 英 [mɑ tːʃ] 美 [mɑ rːtʃ] n. 行军；行进；游行示威；稳步前进；进行曲 v. 行进；前进；进发；使同行；游行示威 March n.
三月

208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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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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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morally 1 ['mɔrəli, 'mɔ:-] adv.道德上；有道德地；确实地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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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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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music 1 ['mju:zik] n.音乐，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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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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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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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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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operas 1 ['ɒprəz] 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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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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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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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playing 1 ['pleiiŋ] n.比赛；演奏 v.玩耍（play的ing形式）

225 poverty 1 ['pɔvəti] n.贫困；困难；缺少；低劣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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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pray 1 [prei] vt.祈祷；恳求；央求 vi.祈祷；请；恳求 n.(Pray)人名；(匈)普劳伊；(英)普雷

228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229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30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231 prevention 1 [pri'venʃən, pri:-] n.预防；阻止；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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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promotion 1 [prəu'məuʃən] n.提升，[劳经]晋升；推销，促销；促进；发扬，振兴

234 protester 1 [prəu'testə] n.抗议者；反对者；持异议者

235 prove 1 [pru:v] vt.证明；检验；显示 vi.证明是

236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237 read 1 [ri:d] vt.阅读；读懂，理解 vi.读；读起来 n.阅读；读物 adj.有学问的 n.(Read)人名；(英)里德

238 relating 1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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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release 1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241 remove 1 [ri'mu:v] vt.移动，迁移；开除；调动 vi.移动，迁移；搬家 n.移动；距离；搬家

242 representative 1 [,repri'zentətiv] adj.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代议制的 n.代表；典型；众议员

243 requires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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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rides 1 [raɪd] v. 骑；乘 n. 交通工具；骑；乘车；搭便车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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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adiq 1 萨迪克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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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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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51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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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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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nd 1 n. 尚德

255 sharia 1 [ʃə'ri:ə] n.伊斯兰教教法

256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57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258 shown 1 ['ʃəun] v.解释（show的过去分词）；给予；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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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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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soap 1 [səup] n.肥皂 vt.将肥皂涂在……上；对……拍马屁（俚语） vi.用肥皂擦洗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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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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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st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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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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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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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top 1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268 streets 1 [st'riː ts] 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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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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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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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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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tell 1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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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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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278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79 throug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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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tired 1 ['taiəd] adj.疲倦的；厌倦的，厌烦的 v.疲倦；对…腻烦（tire的过去分词形式）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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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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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treating 1 [triː tɪŋ] n. 处理 动词treat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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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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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us 1 pron.我们

287 video 1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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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voice 1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290 walked 1 [wɔː k] v. 步行；陪...走；散步；偷走；走过 n. 步行；散步；人行道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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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wealth 1 [welθ] n.财富；大量；富有

293 wear 1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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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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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we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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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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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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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00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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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302 without 1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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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05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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