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1-12 [As It Is] US Announces 308 Million in Aid for
Afghanistan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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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Afghanistan 12 [æf'gænistæn] n.阿富汗（国家名称，位于亚洲）

5 aid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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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i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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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 humanitarian 8 [hju:,mæni'tεəriən] adj.人道主义的；博爱的；基督凡人论的 n.人道主义者；慈善家；博爱主义者；基督凡人论者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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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money 7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1 taliban 7 n. 塔利班

12 hav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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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milli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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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b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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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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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internationa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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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government 4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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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new 4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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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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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community 3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23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4 is 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5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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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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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perc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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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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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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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dditional 2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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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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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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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shley 2 n.艾希莉（人名）

35 assets 2 ['æset] n. 资产；优点；有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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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Augu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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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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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9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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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atastrophe 2 [kə'tæstrəfi] n.大灾难；大祸；惨败

41 com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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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disaster 2 [,di'zɑ:stə] n.灾难，灾祸；不幸

43 especially 2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44 famine 2 ['fæmin] n.饥荒；饥饿，奇缺

45 food 2 [fu:d] n.食物；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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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groups 2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48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49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50 led 2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51 months 2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52 nearly 2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53 plan 2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54 possible 2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55 promised 2 英 ['prɒmɪs] 美 ['prɑːmɪs] n. 诺言；预示；约定；(有)希望 v. 允诺；发誓；答应；有希望

56 provide 2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57 provided 2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58 sanitization 2 [,sænitai-'zeiʃən, -ti'z-] n.卫生处理

59 since 2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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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takeover 2 ['teik,əuvə] n.接管；验收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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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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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Thompson 2 ['tɔmpsn] n.汤普森（姓）

65 throu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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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Tuesday 2 ['tju:zdi; -dei] n.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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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usaid 2 abbr.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美国国际开发署

69 vaccines 2 疫苗程序

70 winter 2 ['wintə] n.冬季；年岁；萧条期 vi.过冬 adj.冬天的；越冬的 n.(Winter)人名；(英、德、匈、罗、捷、西、芬、瑞典、法)温
特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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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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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74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75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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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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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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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announces 1 [ə'naʊns] vt. 宣布；宣告；预示；播报 vi. 作播音员；宣布竞选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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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appeal 1 [ə'pi:l] vi.呼吁，恳求；上诉；诉诸，求助；有吸引力，迎合爱好；（体育比赛中）诉诸裁判 n.呼吁，请求；吸引力，
感染力；上诉；诉诸裁判 vt.将…上诉，对…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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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assist 1 [ə'sist] n.帮助；助攻 vi.参加；出席 vt.帮助；促进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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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availability 1 [ə,veilə'biləti] n.可用性；有效性；实用性

86 Banks 1 [bæŋks] n.班克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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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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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biden 1 n. 拜登(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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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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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budget 1 ['bʌdʒit] n.预算，预算费 vt.安排，预定；把…编入预算 vi.编预算，做预算 adj.廉价的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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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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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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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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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cleaning 1 ['kli:niŋ] n.清洗；清除；去污；大败 v.清洁（clea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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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council 1 ['kaunsəl] n.委员会；会议；理事会；地方议会；顾问班子 n.(Council)人名；(英)康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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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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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crisis 1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104 decided 1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105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106 development 1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107 directly 1 [英 [də̍ rektli] 美 [dɪˈrɛktli, daɪ-]] adv.直接地；立即；马上；正好地；坦率地 conj.一…就

108 dirt 1 [də:t] n.污垢，泥土；灰尘，尘土；下流话

109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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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doctors 1 英 ['dɒktə(r)] 美 ['dɑːktər] n. 博士；医生 v. 篡改，伪造；阉割

112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113 eat 1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114 economy 1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115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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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mily 1 ['emili] n.埃米莉（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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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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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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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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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23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124 faces 1 ['feɪsɪz] n.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

125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126 factories 1 ['fæktri] n. 工厂；制造厂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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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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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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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former 1 ['fɔ:mə] adj.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n.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n.(Former)人名；(法)福尔梅；(德、捷)福尔默

130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131 frozen 1 ['frəuzn] adj.冻结的；冷酷的 v.结冰（freeze的过去分词）；凝固；变得刻板

132 garbage 1 ['gɑ:bidʒ] n.垃圾；废物 n.(Garbage)人名；(法)加尔巴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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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hands 1 n.[解剖]手（hand的复数） v.给，传递（hand的单三形式） n.(Hands)人名；(英)汉兹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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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Horne 1 n. 霍恩

137 hospitals 1 ['hɒspɪtlz] 医院

138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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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1 increases 1 [ɪn'kriː s] v. 增加；提高 n. 增加；增强；提高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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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independently 1 [,indi'pendəntli] adv.独立地；自立地

144 infection 1 [in'fekʃən] n.感染；传染；影响；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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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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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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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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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lack 1 [læk] vt.缺乏；不足；没有；需要 vi.缺乏；不足；没有 n.缺乏；不足 n.(Lack)人名；(老)拉；(英、法、意、葡、匈)拉
克；(匈)洛克

151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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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launched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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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156 make 1 [meik] vt.使得；进行；布置，准备，整理；制造；认为；获得；形成；安排；引起；构成 vi.开始；前进；增大；被制
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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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59 militant 1 adj.好战的 n.富有战斗性的人；好斗者；激进分子

160 ministries 1 ['mɪnɪstri] n. (政府的)部；内阁；(全体)牧师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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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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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mu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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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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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66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167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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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operate 1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170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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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organizations 1 [ˌɔː ɡənaɪ'zeɪʃnz] n. 组织机构（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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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paid 1 [peid] adj.付清的；已付的 vt.支付（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付清

174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175 pl 1 abbr.分界线（PartingLine）；合用线（PartyLine）；有效负载（PayLoad）；信号灯（PilotLamp）；复数（plural，等于pl）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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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poverty 1 ['pɔvəti] n.贫困；困难；缺少；低劣

178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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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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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182 progra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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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putting 1 ['putiŋ] n.投掷；（高尔夫球）打球入洞 v.放置（put的ing形式）；轻击球；使球入洞的轻击（put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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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ready 1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人名；(英)雷迪

186 recognize 1 ['rekəgnaiz] vt.认出，识别；承认 vi.确认，承认；具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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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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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removing 1 [riː 'muːvɪŋ] n. 消除；排除；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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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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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resistant 1 [ri'zistənt] adj.抵抗的，反抗的；顽固的 n.抵抗者

193 response 1 [ri'spɔns] n.响应；反应；回答

194 restricted 1 [ri'striktid] adj.受限制的；保密的 v.限制（restr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5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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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securely 1 [si'kjuəli] adv.安全地；牢固地；安心地；有把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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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send 1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200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201 separately 1 ['sepəritli] adv.分别地；分离地；个别地

202 servants 1 ['sɜːvənts] n. 仆人，佣人；公务员（名词servant的复数形式）

203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204 severe 1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205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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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shelter 1 ['ʃeltə] n.庇护；避难所；遮盖物 vt.保护；使掩蔽 vi.躲避，避难 n.(Shelter)人名；(英)谢尔特

207 shipment 1 ['ʃipmənt] n.装货；装载的货物

208 sho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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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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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spokesperson 1 ['spəuks,pə:sən] n.发言人；代言人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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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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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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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streets 1 [st'riː ts] 街道

215 structure 1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216 suspended 1 [sə'spendid] adj.悬浮的；暂停的，缓期的（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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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chers 1 ['titʃə:s] n.教师（teacher的复数形式）

219 terrible 1 ['terəbl] adj.可怕的；很糟的；令人讨厌的 adv.很，非常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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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222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23 total 1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224 trash 1 [træʃ] n.垃圾；废物 vt.丢弃；修剪树枝

225 troubled 1 ['trʌbld] adj.动乱的，不安的；混乱的；困惑的

226 us 1 pron.我们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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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value 1 ['vælju:] n.值；价值；价格；重要性；确切涵义 vt.评价；重视；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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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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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warned 1 英 [wɔː n] 美 [wɔː 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232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33 waste 1 [weist] n.浪费；废物；荒地；损耗；地面风化物 vt.浪费；消耗；使荒芜 vi.浪费；变消瘦；挥霍钱财 adj.废弃的；多余
的；荒芜的

234 water 1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235 weaker 1 [wiː kər] adj. 较弱的 形容词weak的比较级形式.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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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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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winterization 1 [wintərai'zeiʃən, -ri'z] n.准备过冬；[油脂]冬化

240 winterize 1 ['wintəraiz] vt.为…作过冬准备；使适应冬季使用；使防冻 n.作过冬准备；在…装御寒设备

241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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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women 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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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workers 1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246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47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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