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3-19 [Arts and Culture] Women War Reporters Expand
Traditional Coverage 词汇表词汇表

1 ABC 1 n.基础知识；字母表 abbr.美国广播公司（AmericanBroadcastingCompany）；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ustralianBroadcastingCorporation）；出生在美国的华人（American-bornChinese）；代理商-商家-消费者的商业模式
（Agent,Business,Consumer）

2 able 1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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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4 access 2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5 acutely 1 [ə'kju tːli] adv. 尖锐地；剧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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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8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9 advertiser 1 ['ædvə,taizə] n.广告客户；刊登广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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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ges 1 [eɪdʒ] n. 年龄；时代；时期；长时间 v. （使）变老；（使）陈化

12 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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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lmost 2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4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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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manpour 1 n. 阿曼普尔

17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8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19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20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1 anchor 2 n.锚；抛锚停泊；靠山；新闻节目主播 vt.抛锚；使固定；主持节目 vi.抛锚 adj.末棒的；最后一棒的

22 and 3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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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p 1 abbr.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Press）；空气污染（AirPollution）；大气规划（AirProgram）；汇编程序
（AssemblyProgram） n.(Ap)人名；(中)鸭(广东话·威妥玛)

25 appealed 1 [ə'piː l] n. 恳求；呼吁；上诉；吸引力 n. (体育比赛中)诉请裁决 v. 呼吁；有吸引力；求助；诉请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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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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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rguably 1 adv.可论证地；可争辩地；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地 [广义用法]可能，大概

29 arrived 1 [a'raɪvd] adj.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 arriving 1 [ə'raɪv] vi. 到达；到来；成功

31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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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sia 2 ['eiʃə] n.亚洲

33 ask 1 [ɑ:sk, æsk] vt.问，询问；要求；需要；邀请；讨价 vi.问，询问；要求 n.(Ask)人名；(芬、瑞典)阿斯克

34 assigned 1 [ə'saɪnd] v. 分配；转让；把…归因于（assig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 给定的；赋予的，已知的

35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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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Australia 1 [ɔ'streiljə] n.澳大利亚，澳洲

38 Australian 1 [ɔ:'streɪljən] adj.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人的 n.澳大利亚人

39 award 1 [ə'wɔ:d] vt.授予；判定 n.奖品；判决

40 aware 1 [ə'wεə] adj.意识到的；知道的；有…方面知识的；懂世故的 n.(Aware)人名；(阿拉伯、索)阿瓦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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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alloons 1 [bə'luːn] n. 气球；球状物 vt. 使膨胀 vi. 乘气球飞行；激增；如气球般膨胀 adj. 气球状的

42 barely 1 ['bεəli] adv.仅仅，勉强；几乎不；公开地；贫乏地

43 barrier 1 ['bæriə] n.障碍物，屏障；界线 vt.把…关入栅栏 n.(Barrier)人名；(法)巴里耶

44 barriers 1 ['bæriəz] 障碍

45 based 3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46 basis 1 ['beisis] n.基础；底部；主要成分；基本原则或原理

47 battlefield 2 ['bætlfi:ld] n.战场；沙场

48 bbc 1 [ˌbiː biː 'siː ] abbr. 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49 Becker 4 ['bekə] n.贝克尔（美国经济学家）

50 before 4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51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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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Beijing 1 ['bei'dʒiŋ] n.北京（等于Peking或Pekin）

54 being 3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55 belong 1 [bi'lɔŋ] vi.属于，应归入；居住；适宜；应被放置

56 bombings 1 ['bɒmɪŋz] 轰炸

57 book 3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58 born 2 [bɔ:n] v.出世（bear的过去分词） adj.天生的 n.(Born)人名；(柬)邦；(英、西、俄、捷、德、瑞典、匈)博恩

59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60 bowl 1 [bəul] n.碗；木球；大酒杯 vi.玩保龄球；滑动；平稳快速移动 vt.投球；旋转；平稳快速移动

61 bowled 1 [bəul] n.碗；木球；大酒杯 vi.玩保龄球；滑动；平稳快速移动 vt.投球；旋转；平稳快速移动

62 bravery 1 ['breivəri] n.勇敢；勇气 n.(Bravery)人名；(英)布雷弗里；(法)布拉韦里

63 braving 1 [breɪv] adj. 勇敢的；英勇的 v. 勇敢地面对

64 breaking 1 ['breikiŋ] n.破坏；阻断 v.破坏（break的ing形式）

65 breakthrough 1 ['breikθru:] n.突破；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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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broadcasters 1 n.播送设备( broadcaster的名词复数 ); 广播员; 撒播物; 广播公司

68 broke 2 [brəuk] adj.一文不名的，破产的 v.打破，断掉（break的过去式） n.(Broke)人名；(英)布罗克

69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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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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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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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captured 2 英 ['kæptʃə(r)] 美 ['kæptʃər] vt. 捕获；占领；夺取；吸引；(用照片等)留存 n. 捕获；战利品

75 Catherine 1 ['kæθərin] n.凯瑟琳（女子名）

76 Caty 2 卡蒂

77 cb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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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79 century 2 ['sentʃuri] n.世纪，百年；（板球）一百分

80 channel 1 vt.引导，开导；形成河道 n.通道；频道；沟渠；海峡

81 chief 2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82 children 3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83 christiane 1 克里斯蒂亚娜

84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85 clarissa 2 [klə'risə] n.克拉丽莎（女子名）

86 cnn 2 [ˌsiː en'en] abbr. 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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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colleagues 1 英 ['kɒliː ɡ] 美 ['kɑ lːiː ɡ] n. 同事

88 combat 1 ['kɔmbæt, kəm'bæt] vt.反对；与…战斗 vi.战斗；搏斗 n.战斗；争论 adj.战斗的；为…斗争的 n.(Combat)人名；(法)孔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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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conflict 1 [kən'flikt, 'kɔnflikt] n.冲突，矛盾；斗争；争执 vi.冲突，抵触；争执；战斗

91 conflicts 3 英 ['kɒnflɪkt] 美 ['kɑːnflɪkt] n. 冲突；战斗；矛盾；斗争 vi. 冲突；抵触；争执

92 consideration 1 [kən,sidə'reiʃən] n.考虑；原因；关心；报酬

93 considering 1 [kən'sidəriŋ] prep.考虑到；就...而论 conj.考虑到 v.考虑到（consider的ing形式）

94 content 1 ['kɔntent] n.内容，目录；满足；容量 adj.满意的 vt.使满足 n.(Content)人名；(法)孔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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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correspondent 2 [,kɔ:ri'spɔndənt] n.通讯记者；客户；通信者；代理商行

97 correspondents 1 n.通讯员，记者( correspondent的名词复数 ); 通信者

98 costs 1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99 course 1 n.科目；课程；过程；进程；道路；路线，航向；一道菜 vt.追赶；跑过 vi.指引航线；快跑

100 cover 2 vt.包括；采访，报导；涉及；行走（一段路程）；掩护；翻唱 n.封面，封皮；盖子；掩蔽物;幌子，借口 vi.覆盖；代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101 coverage 5 n.覆盖，覆盖范围；新闻报道

102 covered 3 ['kʌvəd] adj.覆盖了的；隐蔽着的；有屋顶的 v.覆盖；包括；掩护（cover的过去分词）

103 covering 4 ['kʌvəriŋ] adj.掩盖的，掩护的 n.遮盖物，覆盖物 v.覆盖；穿（cover的ing形式）；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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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danger 2 ['deindʒə] n.危险；危险物，威胁 n.(Danger)人名；(法)当热

106 dangers 1 丹赫尔斯

107 d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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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dead 1 [ded] adj.无生命的；呆板的；废弃了的 adv.完全地 n.死者

109 death 1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110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111 deeply 1 ['di:pli] adv.深刻地；浓浓地；在深处

112 delight 2 [di'lait] n.高兴 vi.高兴 vt.使高兴 n.(Delight)人名；(英)迪莱特

113 denby 1 n. 登比

114 denied 1 [dɪ'naɪəd] adj. 被否认的；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5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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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discrimination 2 [dis,krimi'neiʃən] n.歧视；区别，辨别；识别力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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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120 dominate 2 ['dɔmineit] vt.控制；支配；占优势；在…中占主要地位 vi.占优势；处于支配地位

121 don 3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122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123 douglas 1 ['dʌgləs] n.道格拉斯（男子名）；道格拉斯（英国马恩岛首府）

124 down 2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125 driven 1 adj.被动的，受到驱策的；有紧迫感的；（人）发愤图强的 v.驾驶，开车（drive的过去分词）

126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127 dying 1 ['daiiŋ] adj.临终的，垂死的 n.死，死亡 v.死，死亡；枯萎；失去活力（die的ing形式）

128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129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130 earned 2 ['ɜːnd] adj. 挣得的；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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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east 1 [i:st] n.东方；东风；东方国家 adj.东方的；向东的；从东方来的 adv.向东方，在东方 n.(East)人名；(英)伊斯特

132 edith 1 ['i:diθ] n.伊迪丝（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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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135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36 Elizabeth 1 [i'lizəbəθ] n.伊丽莎白（女子名）

137 employing 1 [ɪm'plɔɪ] v. 雇佣；使用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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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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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ntitled 1 [ɪn'taɪtld] adj. 有资格的；已被命名的 动词entit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41 equal 2 ['i:kwəl] adj.平等的；相等的；胜任的 vt.等于；比得上 n.对手；匹敌；同辈；相等的事物

142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43 Europe 2 ['juərəp] n.欧洲

144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145 exhausted 2 [ig'zɔ:stid] adj.疲惫的；耗尽的 v.耗尽；用尽；使…精疲力尽（exhaust的过去式）

146 expand 1 [ik'spænd] vt.扩张；使膨胀；详述 vi.发展；张开，展开

147 expanded 1 [ik'spendid] adj.扩充的；展开的 vt.扩大（expand的过去式）

148 experience 3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149 experiences 1 英 [ɪk'spɪəriəns] 美 [ɪk'spɪriəns] n. 经验；经历 v. 经历；体验；感受

150 exploded 1 [ik'spləudid] adj.爆炸了的；分解的；被破除的 v.爆炸（explode的过去分词）

151 explores 1 英 [ɪk'splɔː (r)] 美 [ɪk'splɔː r] v. 探测；探险；考察；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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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yewitnesses 1 n.目击者( eyewitness的名词复数 )

154 face 1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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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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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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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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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famously 1 ['feiməsli] adv.著名地；极好地

161 fawcett 3 n.福西特（男子名）

162 female 2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163 fifty 1 ['fifti] n.五十；五十个；编号为50的东西 adj.五十的；五十个的；众多的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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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激动；烧火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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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Fitzgerald 3 [fits'dʒerəld] n.菲茨杰拉德（姓氏）；菲茨杰拉德（英国诗人、翻译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菲茨杰拉德（美国
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167 flee 2 [fli:] vi.逃走；消失，消散 vt.逃跑，逃走；逃避

168 flight 1 [flait] n.飞行；班机；逃走 vt.射击；使惊飞 vi.迁徙 n.(Flight)人名；(英)弗莱特

169 flood 1 [flʌd] vt.淹没；充满；溢出 vi.涌出；涌进；为水淹没 n.洪水；泛滥；一大批 n.(Flood)人名；(英)弗勒德；(瑞典、芬)弗洛
德

170 for 1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71 forces 2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172 forefront 1 n.最前线，最前部；活动的中心

173 fox 1 [fɔks] vt.欺骗；使变酸 n.狐狸；狡猾的人 vi.假装；耍狡猾手段 n.(Fox)人名；(英、法、德、意、西、瑞典)福克斯

174 france 2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75 frances 1 ['frɑ:nsis] n.弗朗西丝（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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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friend 1 [frend] n.朋友；助手；赞助者 n.(Friend)人名；(英)弗兰德

177 frightened 1 ['fraitnd] adj.害怕的；受惊的；受恐吓的 v.害怕；使吃惊；吓走（frighten的过去分词）

178 fril 1 abbr.fuzzy relational inference language 模糊关系推理语言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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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frontline 1 ['frʌntlain] n.前线；锋线（包括大前锋，小前锋，中锋）

181 full 1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182 gellhorn 1 n. 盖尔霍恩

183 general 2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184 generation 1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185 generations 1 [dʒenə'reɪʃnz] n. 世代

186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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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189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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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grandparents 1 ['grændpeərənts] n. 外祖父母；祖父母

192 great 2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193 greatly 1 ['greitli] adv.很，大大地；非常

194 ground 1 n.地面；土地；范围；战场;根据 vt.使接触地面；打基础；使搁浅 vi.着陆；搁浅 adj.土地的；地面上的；磨碎的；磨
过的 v.研磨（grind的过去分词）；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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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197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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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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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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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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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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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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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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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helping 1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205 he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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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207 higgins 2 n.希金斯（姓氏）

208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209 him 1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210 holly 1 ['hɔli] n.冬青树（等于holmoak） adj.冬青属植物的 n.(Holly)人名；(英、德、捷、罗)霍利；(西)奥利

211 Honolulu 1 [,hɔnə'lu:lu:] n.火奴鲁鲁（即“檀香山”，美国夏威夷州的首府和港市）

212 honors 1 ['ɒnəz] n. 礼遇；优异成绩 名词honor的复数形式.

213 hospital 2 ['hɔspitəl] n.医院 n.(Hospital)人名；(英)霍斯皮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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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216 human 3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217 humanity 1 [hju:'mænəti] n.人类；人道；仁慈；人文学科

218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19 II 1 abbr.微光（ImageInten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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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image 1 ['imidʒ] n.影像；想象；肖像；偶像 vt.想象；反映；象征；作…的像 n.(Image)人名；(法)伊马热

221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222 in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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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including 4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224 inclusive 1 [in'klu:siv] adj.包括的，包含的

225 influence 2 ['influəns] n.影响；势力；感化；有影响的人或事 vt.影响；改变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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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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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introduces 1 [ˌɪntrə'djuːsɪs] vt. 介绍；引进 动词introdu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29 invasion 1 [in'veiʒən] n.入侵，侵略；侵袭；侵犯

230 irpin 1 [地名] [乌克兰] 伊尔平; [地名] [乌克兰] 伊尔平河

231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32 Istanbul 1 [,istæn'bu:l; is'tɑ:mbul] n.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城市）

233 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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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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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itself 1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236 Jerusalem 1 n.耶路撒冷(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古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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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joining 1 ['dʒɔiniŋ] n.连接；接缝；连接物

239 journalism 1 ['dʒə:nəlizəm] n.新闻业，新闻工作；报章杂志

240 journalist 1 ['dʒə:nəlist] n.新闻工作者；报人；记日志者

241 journalists 1 ['dʒɜːnəlɪsts] n. 记者；新闻工作者(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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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jury 1 ['dʒuəri] n.[法]陪审团；评判委员会 adj.应急的 n.(Jury)人名；(西)胡里；(英、法)朱里；(德)尤里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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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kate 1 [keit] n.凯特（女子名，等于Catherine）

246 Kiev 1 ['ki:jef] n.基辅（乌克兰共和国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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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249 Korea 1 [kə'riə] n.韩国；朝鲜

250 Korean 1 [kə'riən] adj.韩国人的；韩国语的；朝鲜人的；朝鲜语的 n.韩国人；韩国语；朝鲜人；朝鲜语

251 lake 1 [leik] n.湖；深红色颜料；胭脂红 vt.（使）血球溶解 vi.（使）血球溶解 n.(Lake)人名；(德、塞、瑞典)拉克；(英)莱克

252 landing 1 ['lændiŋ] n.登陆；码头；楼梯平台 v.登陆（land的ing形式） n.(Landing)人名；(冈、瑞典、塞内)兰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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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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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257 leaving 1 ['li:viŋ] n.离开；残余；渣滓 v.离开；留下；舍弃（leave的ing形式）

258 lederer 4 n. 莱德勒

259 leroy 1 ['lerɔi] n.勒罗伊（男子名）

260 lies 1 [laɪ] v. 躺下；位于；在于；平放；存在；延伸；说谎 n. 谎言

261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62 like 1 [laik] vt.喜欢；想；愿意 vi.喜欢；希望 prep.像；如同 adj.同样的；相似的 n.爱好；同样的人或物 adv.可能 conj.好像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63 little 1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264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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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London 1 ['lʌndən] n.伦敦

267 long 1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268 looked 1 [lʊkt]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69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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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lucky 1 ['lʌki] adj.幸运的；侥幸的

272 macarthur 1 [mək'a:θə; mæ'ka:θə] n.麦克阿瑟（美国五星上将）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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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275 major 1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276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277 ma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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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man 1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279 marguerite 1 [,mɑ:gə'ri:t] n.雏菊；延命菊；菊科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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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Martha 1 ['mɑ:θə] n.玛莎（女子名）；马大（马利亚和拉撒路之姊）

282 me 1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283 mean 1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284 measure 1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285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286 meeting 1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287 memorable 1 ['memərəbl] adj.显著的，难忘的；值得纪念的

288 men 2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289 method 1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290 middle 2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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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missing 1 ['misiŋ] adj.失踪的；缺少的 v.错过（miss的ing形式）；想念；漏掉 n.(Missing)人名；(德)米辛

293 mission 2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294 modern 1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295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296 mo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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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Moscow 1 ['mɔskəu] n.莫斯科（俄罗斯首都）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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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mother 1 ['mʌðə] n.母亲；大娘；女修道院院长 vt.生下；养育；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母亲的；出生地的

300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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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my 2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303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304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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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necessarily 1 ['nesəsərəli, ,nesə'serəli] adv.必要地；必定地，必然地

306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307 newcomer 1 ['nju:'kʌmə] n.[劳经]新来者；新到的移民 n.(Newcomer)人名；(英)纽科默

308 news 7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309 newspaper 2 ['nju:s,peipə, 'nju:z-] n.报纸 报社 旧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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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312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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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14 notably 1 ['nəutəbli] adv.显著地；尤其

315 noting 1 英 ['nəʊtɪŋ] 美 ['noʊtɪŋ] n. 注释法；计算法 动词note的现在分词形式.

316 novelist 1 ['nɔvəlist] n.小说家

317 number 1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318 occupy 1 ['ɔkjupai] vt.占据，占领；居住；使忙碌

319 of 3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20 officer 1 ['ɔfisə, 'ɔ:-] n.军官，警官；公务员，政府官员；船长 vt.指挥 n.(Officer)人名；(英)奥菲瑟

321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322 OK 1 ['əu'kei, ,əu'kei, 'əukei] adj.好的；不错的 adv.行；很好 int.好；可以 vt.对…表示同意 n.同意

323 Older 1 ['əʊldər] adj. 年长的

324 O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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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326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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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operation 1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329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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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ordered 1 ['ɔ:dəd] adj.[数]有序的；整齐的；安排好的 v.命令；点餐（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31 ordinary 1 ['ɔ:dinəri, -neri-] adj.普通的；平凡的；平常的 n.普通；平常的人（或事）

332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333 other 5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334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335 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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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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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ow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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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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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340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341 path 1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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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344 perspective 2 [pə'spektiv] n.观点；远景；透视图 adj.透视的

345 photographer 1 [fə'tɔgrəfə] n.摄影师；照相师

346 phrasal 1 ['freizl] adj.短语的；习惯用语的，成语的

347 picture 1 ['piktʃə] n.照片，图画；影片；景色；化身 vt.画；想像；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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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pleasure 1 ['pleʒə, 'plei-] n.快乐；希望；娱乐；令人高兴的事 vt.使高兴；使满意 vi.高兴；寻欢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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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position 2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351 presence 1 ['prezəns] n.存在；出席；参加；风度；仪态

352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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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prize 2 [praiz] n.奖品；奖赏；战利品 vt.珍视；捕获；估价 adj.获奖的

354 producer 1 [prəu'dju:sə] n.制作人，制片人；生产者；发生器

355 professional 1 [prə'feʃənəl] adj.专业的；职业的；职业性的 n.专业人员；职业运动员

356 professionally 1 [prə'feʃənəli] adv.专业地；内行地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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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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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Pulitzer 2 ['pulitsə; 'pju:-] n.普利策（美国新闻业经营者）

360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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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re 2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363 reading 1 ['ri:diŋ] n.阅读，朗读；读物；读数 adj.阅读的 v.阅读（read的ing形式）

364 reads 1 [riː d] v. 识字；阅读；朗读；理解；读到；猜测；读唇语；写着；读起来（给人以某种印象）；显示；看读数；听到；
将...改为；攻读；（计算机）读盘 n. 阅读；好读物 adj. 博学的；熟知的

365 really 2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366 reason 2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367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368 refugees 2 难民

369 remembers 1 英 [rɪ'membə(r)] 美 [rɪ'membər] v. 记得；想起；记住，铭记；回忆；提及

370 repo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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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reported 2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372 reporter 4 [ri'pɔ:tə] n.记者

373 reporters 6 媒体记者

374 reporting 9 英 [rɪ'pɔː tɪŋ] 美 [rɪ'pɔː 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375 report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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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represented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377 risen 1 ['rizən] adj.升起的 v.升高；站起来；反抗（ris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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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road 1 [rəud] n.公路，马路；道路；手段 vt.（狗）沿臭迹追逐（猎物） adj.（美）巡回的 n.(Road)人名；(英)罗德

380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381 Russian 1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382 safety 1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383 sai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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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save 1 vt.节省；保存；储蓄；解救 vi.节省；挽救 prep.除...之外 n.救援 n.(Save)人名；(法)萨夫；(意、保、西、罗、塞、瑞典)
萨薇(女名)，萨韦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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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387 secretly 1 ['si:kritli] adv.秘密地；背地里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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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390 seeks 1 [siː k] vt. 寻求；追求；试图 vi. 寻找

391 seems 1 [siː mz]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92 senior 1 ['si:njə] adj.高级的；年长的；地位较高的；年资较深的，资格较老的 n.上司；较年长者；毕业班学生 n.(Senior)人名；
(英)西尼尔

393 sense 4 n.感觉，功能；观念；道理；理智 vt.感觉到；检测 n.森斯（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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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395 serving 1 ['sə:viŋ] n.服务；上菜；一份食物 v.服务（serve的ing形式） adj.用于上菜的 n.(Serving)人名；(瑞典)塞尔温

396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397 shand 1 n. 尚德

398 sharp 1 adj.急剧的；锋利的；强烈的；敏捷的；刺耳的 adv.急剧地；锐利地；突然地 n.尖头 vt.磨快；把音调升高 vi.升音演奏
n.(Sharp)人名；(英)夏普

399 she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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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shell 1 [ʃel] n.壳，贝壳；炮弹；外形 vi.剥落；设定命令行解释器的位置 vt.剥皮；炮轰

401 ship 1 [ʃip] vt.运送，乘船；以船运送 vi.上船；乘船旅行；当船员 n.船；舰；太空船 n.(Ship)人名；(中)摄(广东话·威妥玛)

402 shock 1 [ʃɔk] n.休克；震惊；震动；打击；禾束堆 vt.使休克；使震惊；使震动；使受电击；把…堆成禾束堆 vi.感到震惊；受到
震动；堆成禾束堆 adj.浓密的；蓬乱的 n.(Shock)人名；(英)肖克

403 shocking 1 ['ʃɔkiŋ] adj.令人震惊的；可怕的，令人厌恶的；糟糕的 v.感到震惊；震动；冲突（shock的ing形式）

404 shootings 1 n.射击( shooting的名词复数 ); 打猎; 射击竞赛; （通常指犯罪行为的）开枪

405 shouting 1 ['ʃəutiŋ] n.大喊大叫 vi.大喊大叫（shout的现在分词）

406 sho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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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 side 2 [said] n.方面；侧面；旁边 vi.支持；赞助；偏袒 adj.旁的，侧的 vt.同意，支持 n.(Side)人名；(英)赛德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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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 skill 1 [skil] n.技能，技巧；本领，技术 n.(Skill)人名；(瑞典)希尔

410 slope 1 [sləup] n.斜坡；倾斜；斜率；扛枪姿势 vi.倾斜；逃走 vt.倾斜；使倾斜；扛

411 so 2 ['səu, 弱 sə] adv.如此，这么；确是如此 conj.所以；因此 pron.这样 n.(So)人名；(柬)索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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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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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southeast 1 [,sauθ'i:st] adj.东南的；来自东南的 n.东南；东南地区 adv.来自东南

415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416 staff 3 [stɑ:f, stæf] n.职员；参谋；棒；支撑 adj.职员的；行政工作的 vt.供给人员；给…配备职员 vi.雇用工作人员 n.(Staff)人名；
(德、匈)施塔夫；(瑞典、英)斯塔夫

417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18 steep 2 [sti:p] adj.陡峭的；不合理的；夸大的；急剧升降的 vt.泡；浸；使…充满 vi.泡；沉浸 n.峭壁；浸渍

419 stopped 1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420 stori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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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stor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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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straight 1 adj.直的；连续的；笔直的；正直的；整齐的；异性恋的 adv.直接地；不断地；立即；坦率地 n.直；直线；直男，直
女，异性恋者 n.(Straight)人名；(英)斯特雷特

423 stronger 1 [英[strɒŋə(r)] 美[strɒŋə]] adj.更强壮的

424 struggle 1 ['strʌgl] vi.奋斗，努力；挣扎 n.努力，奋斗；竞争 vt.使劲移动；尽力使得

425 substantially 1 [səb'stænʃəli] adv.实质上；大体上；充分地

426 succeeded 1 [sək'siː dɪd] v. 成功（动词succ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27 surprise 1 [sə'praiz] n.惊奇，诧异；突然袭击 vt.使惊奇；奇袭 adj.令人惊讶的

428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429 tactic 1 ['tæktik] n.策略，战略 adj.按顺序的，依次排列的

430 tactics 1 ['tæktiks] n.策略；战术；用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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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te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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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 telling 1 ['teliŋ] adj.有效的；生动的；显著的 n.命令；叙述；吐露真情 v.告诉；讲述（tell的ing形式）；命令 n.(Telling)人名；(英)
特林

434 tells 1 [tel] v. 告诉；吩咐；讲述；表达；辨别；判断；泄露；告发；产生效果

435 terms 1 [tə:mz] n.地位，关系；[法]条款；术语；措辞；价钱（term的复数形式） v.把…称为（term的三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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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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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 t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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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 the 6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439 thei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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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441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442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443 they 8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444 think 2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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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447 threats 1 [θret] n. 威胁；恐吓；凶兆

448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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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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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to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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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453 took 2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454 torn 1 [tɔ:n] v.扯裂，撕开（tear的过去分词） n.(Torn)人名；(英、俄、捷)托恩

455 traditional 3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456 traditionally 1 [trə'diʃənəli] adv.传统上；习惯上；传说上

457 traveled 1 ['trævəld] adj.富有旅行经验的；旅客多的；旅客使用的 v.旅行（travel的过去分词）

458 travelled 1 ['trævəld] v.旅行（等于traveled，trav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过…旅行的，去过…地方的

459 treated 1 [triː tɪd] v. 对待；招待；治疗 vbl. 对待；招待；治疗

460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461 try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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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 TV 1 ['ti:'vi:] abbr.电视（television）

463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464 Ukraine 5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465 Ukrainian 3 [ju:'kreiniən; -'krai-] adj.乌克兰的；乌克兰人的 n.乌克兰人；乌克兰语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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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468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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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 urged 1 ['ɜːdʒd] v. 催促；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71 us 1 pron.我们

472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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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 verb 1 [və:b] n.动词；动词词性；动词性短语或从句 adj.动词的；有动词性质的；起动词作用的 n.(Verb)人名；(俄)韦尔布

475 ve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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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 victims 1 ['vɪktɪmz] n. 受害者 名词victim的复数形式.

477 Vietnam 5 n.越南（东南亚国家）

478 Vietnamese 2 [,vjetnə'mi:z] n.越南人；越南语 adj.越南的；越南人的

479 viewing 1 ['vju:iŋ] adj.可见的 v.观察；查看（view的ing形式）

480 villages 1 ['vilidʒəz] n. 村庄，村（名词village的复数形式）；<大写>比利亚赫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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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violent 1 ['vaiələnt] adj.暴力的；猛烈的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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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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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 walk 1 [wɔ:k] n.步行，走；散步 vt.散步；走过 vi.走，步行；散步 n.(Walk)人名；(德、葡)瓦尔克；(英)沃克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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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 war 26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487 ward 5 [wɔ:d] n.病房；保卫；监视 vt.避开；保卫；守护 n.(Ward)人名；(英)沃德；(德、芬、瑞典、葡)瓦尔德

488 was 1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489 w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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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 w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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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 weaver 2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492 Webb 1 [web] n.韦勃（人名）；威布市（美国密苏里州的城市名）

493 w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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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 were 7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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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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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498 which 3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499 who 9 pron.谁；什么人

500 whole 2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501 Williams 2 ['wiljəmz] n.威廉姆斯（男子名）

502 winning 1 ['winiŋ] adj.胜利的；获胜的 n.胜利；获得；成功 v.获胜（win的ing形式） n.(Winning)人名；(英、瑞典、法)温宁

503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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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 woman 3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506 women 16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507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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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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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worked 2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11 work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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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world 3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513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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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516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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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519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520 youngsters 1 ['jʌŋstəz] 青少年

521 zones 2 英 [zəʊn] 美 [zoʊn] n. 地域；地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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