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1-02 [As It Is] Report_ 2 in 5 Afghan Media Agencies Close
Under Taliban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3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media 15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4 taliban 12 n. 塔利班

5 i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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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gencies 10 ['eɪdʒənsi] n. 代理；代理处；政府机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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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r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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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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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reporters 8 媒体记者

11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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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nd 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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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survey 6 [sə:'vei, 'sə:vei, sə-] n.调查；测量；审视；纵览 vt.调查；勘测；俯瞰 vi.测量土地

15 t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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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women 6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17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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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ugus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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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percen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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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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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since 5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2 ab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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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fghanistan 4 [æf'gænistæn] n.阿富汗（国家名称，位于亚洲）

24 control 4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25 found 4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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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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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jobs 4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29 journalists 4 ['dʒɜːnəlɪsts] n. 记者；新闻工作者(复数)

30 lost 4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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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count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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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loc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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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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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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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now 3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37 onl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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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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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operating 3 ['ɔpəreitiŋ] adj.操作的；[外科]外科手术的 v.操作（operate的ing形式）；动手术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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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st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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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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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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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44 took 3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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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workers 3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47 work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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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activity 2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49 aija 2 艾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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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an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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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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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asked 2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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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Borders 2 n.鲍德斯（公司名，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

56 cases 2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57 employing 2 [ɪm'plɔɪ] v. 雇佣；使用

58 fraught 2 [frɔ:t] adj.担心的，忧虑的；充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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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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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journalism 2 ['dʒə:nəlizəm] n.新闻业，新闻工作；报章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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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least 2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64 led 2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65 money 2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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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mujahid 2 穆贾希德

68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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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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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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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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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province 2 ['prɔvins] n.省；领域；职权

73 Provinces 2 n.省份；地方；职权（province的复数形式）

74 restrictions 2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75 rul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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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stachel 2 n. 施塔赫尔

77 start 2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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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stud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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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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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under 2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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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violence 2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83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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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with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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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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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89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90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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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93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94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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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97 association 1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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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00 ayaz 1 阿亚兹

101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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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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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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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beyond 1 [bi'jɔnd] prep.超过；越过；那一边；在...较远的一边 adv.在远处；在更远处 n.远处

106 capit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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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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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closure 1 ['kləuʒə] n.关闭；终止，结束 vt.使终止

110 collecting 1 [kə'lekt] v. 收集；聚集；募捐；运走；使（自己）镇定

111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112 counted 1 [kaʊnt] v. 计算；视为；依赖；重要，有价值 n. 计数；总数 n. 伯爵（欧洲国家的贵族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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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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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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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deny 1 [di'nai] vt.否定，否认；拒绝给予；拒绝…的要求 vi.否认；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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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120 disappeared 1 [dɪsə'piəd] adj. 消失的 动词disapp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1 disaster 1 [,di'zɑ:stə] n.灾难，灾祸；不幸

122 divided 1 [di'vaidid] adj.分裂的；分开的；有分歧的 v.分开（divide的过去分词）；分离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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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diting 1 n. 编辑 动词edit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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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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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emotional 1 [i'məuʃənəl] adj.情绪的；易激动的；感动人的

128 employ 1 [im'plɔi] vt.使用，采用；雇用；使忙于，使从事于 n.使用；雇用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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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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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nvironment 1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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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ecutive 1 adj.行政的；经营的；执行的，经营管理的 n.总经理；执行委员会；执行者；经理主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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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fear 1 [fiə] n.害怕；恐惧；敬畏；担心 vt.害怕；敬畏；为…担心 vi.害怕；敬畏；为…担心

136 findings 1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137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138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39 freedom 1 ['fri:dəm] n.自由，自主；直率 n.(Freedom)人名；(英)弗里德姆

140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41 gather 1 ['gæðə] vt.收集；收割；使…聚集；使…皱起 vi.聚集；化脓；皱起 n.聚集；衣褶；收获量 n.(Gather)人名；(德)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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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44 gul 1 [gul] n.古尔（姓氏）；图形界面编程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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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147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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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ideas 1 观念

150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51 independence 1 [,indi'pendəns] n.独立性，自立性；自主

152 independent 1 [,indi'pendənt] adj.独立的；单独的；无党派的；不受约束的 n.独立自主者；无党派者

153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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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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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is 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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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issued 1 ['ɪʃu ]ː n. 议题；问题；期刊号；一次发行额；发行；<律>子女 v. 发表；公布；正式发给；发行；流出

159 job 1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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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large 1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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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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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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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loss 1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166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167 made 1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168 magazines 1 ['mæɡəziː nz] 杂志

169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170 men 1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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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militants 1 n.激进分子，好斗分子( militant的名词复数 )

172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73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74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75 newspapers 1 [njuːz'peɪpəs] n. 报纸 名词newspaper的复数形式.

176 none 1 [nʌn] pron.没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任何东西 adj.没有的，一点没有的 adv.决不，一点也不 n.(None)人名；(葡、罗)诺
内；(日)野根(姓)

177 northern 1 ['nɔ:ðən] adj.北部的；北方的 n.北部方言

178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179 Numbers 1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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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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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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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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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owned 1 [əund] v.拥有；承认（own的过去分词） adj.自身拥有的

186 partner 1 ['pɑ:tnə] n.伙伴；合伙人；配偶 vi.合伙；合股；成为搭档 vt.使合作；与…合伙 n.(Partner)人名；(英、德)帕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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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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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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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privately 1 ['praivitli] adv.私下地；秘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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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question 1 ['kwestʃən] n.问题，疑问；询问；疑问句 vt.询问；怀疑；审问 vi.询问；怀疑；审问

193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194 quoted 1 英 [kwəʊt] 美 [kwoʊt] v. 引述；报价；举证 n. 引用

195 radio 1 ['reidiəu] n.收音机；无线电广播设备 vi.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用无线电发送 n.(Radio)人名；(西)拉迪奥

196 receiving 1 [ri'si:viŋ] adj.接受的 n.接受 v.接收（receive的ing形式）

197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98 reduction 1 n.减少；下降；缩小；还原反应

199 releas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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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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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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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reportedly 1 [ri'pɔ:tidli] adv.据报道；据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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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rsf 1 (=raw soybean flour) 生大豆粉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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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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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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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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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shand 1 n. 尚德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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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speech 1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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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stories 1 [s'tɔː rɪz] n. 故事，传说（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 v. 讲…的故事；说假话（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14 stress 1 [stres] n.压力；强调；紧张；重要性；重读 vt.强调；使紧张；加压力于；用重音读 n.(Stress)人名；(意)斯特雷斯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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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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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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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takeover 1 ['teik,əuvə] n.接管；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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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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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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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train 1 [trein] n.火车；行列；长队；裙裾 v.培养；训练；瞄准 n.(Train)人名；(英)特雷恩；(法)特兰；(意)特拉因

223 updated 1 [ʌp'deɪtɪd] adj. 更新的；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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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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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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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way 1 [wei] n.方法；道路；方向；行业；习惯 adv.大大地；远远地 adj.途中的 n.(Way)人名；(中)见Wei；(英、缅)韦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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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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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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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32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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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worry 1 ['wʌri, 'wə:ri] n.担心；烦恼；撕咬 vt.担心；发愁；折磨 vi.担心；烦恼；撕咬

235 writing 1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236 zabihullah 1 扎比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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