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3-10 [Arts and Culture] Buzkashi, Afghanistan's National
Sport, Returns amid Crisis 词汇表
Abdul 1 n. 阿卜杜勒
2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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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4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 Afghanistan 2 [æf'gænistæn] n.阿富汗（国家名称，位于亚洲）
6 afghans 2 n. 阿富汗人
7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8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9 ahmad 1 阿哈默德(穆罕默德在《古兰经》中的名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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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12 amid 1 [ə'mid] prep.在其中，在其间 n.(Amid)人名；(法、阿拉伯)阿米德
13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4 and 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5 ano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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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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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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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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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shley 2 n.艾希莉（人名）
21 Asia 1 ['eiʃə] n.亚洲
22 attacks 1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23 attended 1 [ə'tendɪd]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4 August 1 ['ɔːgə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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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古斯特

Balkh 2 [bɑ:lkh] n.大夏（今巴尔克，阿富汗北部城镇）
26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27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28 begin 1 [bɪˈ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29 bet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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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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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32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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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uzkashi 4 [bʌz'kæʃiː] 马背叼羊
34 calm 1 [kɑ:m, kɑ:lm] adj.静的，平静的；沉着的 vt.使平静；使镇定 vi.平静下来；镇定下来 n.风平浪静 n.(Calm)人名；(法、德)卡尔
30

姆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36 captain 1 ['kæptin] n.队长，首领；船长；上尉；海军上校 vt.指挥；率领
37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38 cheer 1 [tʃiə] vt.欢呼；使高兴；为…加油 n.欢呼；愉快；心情；令人愉快的事 vi.欢呼；感到高兴
39 cheering 1 ['tʃiəriŋ] n.欢呼；喝彩 adj.令人高兴的 v.欢呼（cheer的ing形式）
40 chosen 1 ['tʃəuzən] vt.选择（choose的过去分词） adj.挑选出来的，精选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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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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43 continued 1 [kən'tinju:d] adj.继续的；持久的 v.继续；逗留；维持原状（continue的过去分词）
44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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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的

crackdown 2 ['krækdaun] n.镇压；（美）制裁；强制取缔；惩罚
47 crime 1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48 crisis 2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49 current 1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特
50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51 dead 1 [ded] adj.无生命的；呆板的；废弃了的 adv.完全地 n.死者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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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dust 1 [dʌst] n.灰尘；尘埃；尘土 vt.撒；拂去灰尘 vi.拂去灰尘；化为粉末 n.(Dust)人名；(德、俄)杜斯特
54 each 2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55 earns 1 英 [ɜːn] 美 [ɜːrn] vt. 赚得；赢得；获得
56 eased 1 [iːzd] adj. 放松的 动词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57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58 enforce 1 [in'fɔ:s] vt.实施，执行；强迫，强制
59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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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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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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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faced 1 [feist] adj.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有…表面的 v.面对（face的过去分词）
63 fans 1 [fæns] n. 狂热者；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
64 favorite 1 ['feivərit] n.幸运儿；喜欢的事物；特别喜欢的人 adj.最喜爱的；中意的；宠爱的 n.(Favorite)人名；(英)费沃里特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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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67 field 2 ['fi:ld] n.领域；牧场；旷野；战场；运动场 vi.担任场外队员 adj.扫描场；田赛的；野生的 vt.把暴晒于场上；使上场 n.
61

(Field)人名；(英、法、德、葡)菲尔德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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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0 foreign 1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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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front 1 [frʌnt] n.前面；正面；前线 vt.面对；朝向；对付 vi.朝向 adj.前面的；正面的 adv.在前面；向前 n.(Front)人名；(法)弗龙
73 game 4 [geim] n.游戏；比赛 adj.勇敢的 vi.赌博 n.(Game)人名；(英)盖姆；(法)加姆；(西)加梅
74 games 2 [geɪmz] n. [计算机] 游戏程序 n. 运动会；比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 v. 赌博（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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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77 goat 3 [gəut] n.山羊；替罪羊（美俚）；色鬼（美俚）
78 goats 1 n. 山羊属
79 go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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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81 gulbuddin 1 古勒卜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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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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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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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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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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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less 1 ['hedlis] adj.不在意的；无头脑的；无领导者的
87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88 horseback 1 ['hɔ:sbæk] n.马背；峻峭的山脊 adv.在马背上 adj.性急的；草率的；未经充分考虑的
89 horses 1 ['hɔːsɪz] n. 马（名词horse的复数形式） v. 骑马；捉弄（动词hors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90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91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92 importance 1 [im'pɔ:təns] n.价值；重要；重大；傲慢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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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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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ing 2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95 increased 1 [ɪn'kriː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6 interested 1 ['intristid, 'intər-] adj.感兴趣的；有权益的；有成见的 v.使…感兴趣（interest的过去分词）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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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invasions 1 n.武装入侵( invasion的名词复数 ); （尤指烦扰的）涌入; 侵犯; 干预
99 involves 1 英 [ɪn'vɒlv] 美 [ɪn'vɑːlv] vt. 包含；使忙于；牵涉；使卷入；使陷入
100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1 ismail 1 n. 伊斯梅尔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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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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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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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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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dahar 3 ['kændəhɑ:] n.坎大哈（阿富汗一城市）
106 khail 2 哈伊勒
107 lar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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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l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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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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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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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gue 3 [li:g] n.联盟；社团；范畴 vt.使…结盟；与…联合 vi.团结；结盟 n.(League)人名；(英)利格
111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12 loosely 1 ['lu:sli] adv.宽松地；放荡地；轻率地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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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15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16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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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mind 1 [maind] n.理智，精神；意见；智力；记忆力 vt.介意；专心于；照料 vi.介意；注意
119 minds 1 [maɪnd] n. 头脑；精神；心；想法；意见；心思；注意力；有才智的人；记忆；心情；理智；[宗]追思弥撒；上帝 v. 留
114

心；注意；专心于；介意；照顾
120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national 3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22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23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24 of 1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25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26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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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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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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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onto 1 ['ɔntu, -tə] prep.在…之上；对…了解；映射到…上 adj.映射的；自身的；映成的
130 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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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32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33 outlasted 1 英 [ˌaʊt'lɑːst] 美 [ˌaʊt'læst] v. 较……耐久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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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西、土)奥韦尔

own 1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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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杰；(法)帕日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138 past 2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139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40 pl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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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典)普莱

played 3 v.演奏；播放；玩耍；参加竞赛（play的过去分词） adj.比赛的
142 players 1 n.队员，参与者；玩家（player的复数形式）；迷你音碟机，雷射唱盘（player的复数形式）
143 points 1 [英[pɒɪnts] 美[pɔints]] n.点；目的（point的复数）；见解 v.指引；瞄准（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 n.(Points)人名；(英)波因
141

茨

poverty 1 ['pɔvəti] n.贫困；困难；缺少；低劣
145 province 4 ['prɔvins] n.省；领域；职权
146 provincial 1 [prəu'vinʃəl] adj.省的；地方性的；偏狭的 n.粗野的人；乡下人；外地人
147 pull 1 [pul] vt.拉；拔；拖 vi.拉，拖；拔 n.拉，拉绳；拉力，牵引力；拖 n.(Pull)人名；(法)皮尔；(德、瑞典)普尔
148 pulling 1 ['pʊlɪŋ] 动词pull的现在分词形式
149 real 1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144

尔

recent 2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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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restarted 1 英 [ˌriː'stɑːt] 美 [ˌriː'stɑːrt] v. 重新启动，重新开始 n. 重新开始；返聘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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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returns 1 [rɪ'tɜːnz] n. 报告；统计表；研究成果 名词return的复数形式.
155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56 riders 1 Riders of the Purple Sage 《紫艾灌丛中的骑士们》
157 rises 1 [raɪz] vi. 上升；升起；增加；起床；反抗；复活 n. 上升；增加；斜坡；小山
158 ru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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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saboor 1 萨布尔
160 s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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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拉伯)赛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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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severe 1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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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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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稍微

sport 5 [spɔ:t] n.运动；游戏；娱乐；运动会；玩笑 vi.游戏 vt.游戏；参加体育运动；夸耀 adj.运动的
166 sports 1 n.运动；运动会（sport的复数）；（报纸）体育版面；突变；娱乐 adj.运动的；适用于运动的 v.娱乐；戏弄（sport的
165

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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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still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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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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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ive 1 [sə'vaiv] vt.幸存；生还；幸免于；比...活得长 vi.幸存；活下来
170 taliban 4 n. 塔利班
171 team 4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172 teams 4 [tiːm] n. 队；组 v. 使相配；使合作；结成一队 adj. 团队的
173 t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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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the 2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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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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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78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79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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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Thompson 2 ['tɔmpsn] n.汤普森（姓）
181 threats 1 [θret] n. 威胁；恐吓；凶兆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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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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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184

to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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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186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187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88 unemployment 1 [,ʌnim'plɔimənt] n.失业；失业率；失业人数
189 us 1 pron.我们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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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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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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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VOA 1 英 [ˌviː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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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wars 2 英 [wɔː(r)] 美 [wɔːr] n. 战争；斗争 v. 作战；斗争
197 watch 1 [wɔtʃ, wɔ:tʃ] vt.观察；注视；看守；警戒 n.手表；监视；守护；值班人 vi.观看，注视；守侯，看守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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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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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winner 1 ['winə] n.胜利者 n.(Winner)人名；(英、德、瑞典)温纳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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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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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204 year 5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05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206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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