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3-24 [Education Report] Afghan's Taliban Orders High
Schools to Close for Girls 词汇表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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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fghan 4 ['æfgæn] n.阿富汗语；阿富汗人 adj.阿富汗人的；阿富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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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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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gencies 1 ['eɪdʒənsi] n. 代理；代理处；政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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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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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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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llied 1 ['ælaid] adj.联合的；同盟的；与…同属一系 v.联合（ally的过去分词）

10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1 am 1 abbr.调频，调谐，调幅（amplitudemodulation） vi.（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 aux.（与v-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与v-ed
连用构成被动语态） n.（柬）安（人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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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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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nnounced 2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 antonio 1 [æn'təuniəu] n.安东尼奥（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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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ms 1 [a:mz] n.臂（arm的复数）；[军]武器；纹章 v.武装；配备（arm的三单形式） n.(Arms)人名；(英)阿姆斯

18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9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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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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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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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b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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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banned 1 [bæn] v. 禁止；剥夺权利 n. 禁令；禁止

24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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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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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29 blamed 1 [bleimd] adj.混蛋的，该死的 v.谴责

30 body 1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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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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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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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harge 1 [tʃɑ:dʒ] n.费用；电荷；掌管；控告；命令；负载 vt.使充电；使承担；指责；装载；对…索费；向…冲去 vi.充电；控
告；索价；向前冲；记在账上 n.(Charge)人名；(法)沙尔热；(英)查奇

35 charlotte 1 n.法国水果奶油布丁；夏洛特

36 class 1 n.阶级；班级；种类；班；等级 vt.分类；把…分等级；把…归入某等级，把…看作（或分类、归类）；把…编入某一班
级 adj.极好的；很好的，优秀的，出色的 vi.属于…类（或等级），被列为某类（或某级） n.（英、德）克拉斯（人名）

37 classmates 1 [k'lɑːsmeɪts] 同班同学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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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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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closed 2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40 clothing 2 ['kləuðiŋ] n.（总称）[服装]服装；帆装 v.覆盖（clothe的ing形式）；给…穿衣

41 community 2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42 condemnation 1 [,kɔndem'neiʃən] n.谴责；定罪；非难的理由；征用

43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44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45 congratulating 1 英 [kən'grætjʊˌleɪt] 美 [kən'grætʃə̩ leɪt] vt. 祝贺；庆祝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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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rying 3 ['kraiiŋ] adj.叫喊的，嚎哭的；显著的 v.哭泣；喊叫；乞求（cry的ing形式）

48 culture 2 ['kʌltʃə] n.文化，文明；修养；栽培 vt.[细胞][微]培养（等于cultivate）

49 damaging 1 ['dæmidʒiŋ] adj.有破坏性的，损害的；诽谤的 v.破坏（damage的现在分词形式）；损害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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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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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decision 2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53 deeply 1 ['di:pli] adv.深刻地；浓浓地；在深处

54 delay 1 [di'lei] vi.延期；耽搁 vt.延期；耽搁 n.延期；耽搁；被耽搁或推迟的时间 n.(Delay)人名；(英)迪莱；(法)德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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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disappointment 1 [disə'pɔintmənt] n.失望；沮丧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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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doctor 1 vt.修理；篡改，伪造；为…治病；授以博士学位 n.医生；博士 vi.就医；行医

59 Doha 1 ['dauhə] n.多哈（卡塔尔首都）

60 drawn 2 [drɔ:n] adj.拔出的 v.画，绘图（draw的过去分词）

61 drew 1 [dru:] v.牵引（draw的过去式）；描绘；起草 n.(Drew)人名；(英)德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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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ducation 5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64 employment 1 [im'plɔimənt] n.使用；职业；雇用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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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qu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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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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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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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69 evening 1 ['i:vniŋ] n.晚上；傍晚；（联欢性的）晚会；后期 adj.在晚上的；为晚上的；晚上用的 int.晚上好（等于goodevening）

70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71 excited 1 [ik'saitid] adj.兴奋的；激动的；活跃的 v.激动；唤起（excite的过去分词）

72 excitement 1 [ik'saitmənt] n.兴奋；刺激；令人兴奋的事物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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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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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finalized 1 ['faɪnəlaɪz] vt. 完成；确定，最终确定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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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follow 2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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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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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friendship 1 ['frendʃip] n.友谊；友爱；友善 n.(Friendship)人名；(英)弗兰德希普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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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future 2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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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gener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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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girls 7 ['ɡɜ lːz] n.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

85 g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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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greenfield 1 n.市郊绿区 (Greenfield)人名；[英]格林菲尔德 adj.未开发地区的

87 group 3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88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89 guterres 1 古特雷斯

90 h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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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伯、
巴基)哈伊

92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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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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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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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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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high 4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97 h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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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hope 2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99 hopeless 1 ['həuplis] adj.绝望的；不可救药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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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hug 1 [hʌg] vt.拥抱；紧抱；抱有，坚持 vi.拥抱；紧抱在一起；挤在一起 n.拥抱；紧抱；固执 n.(Hug)人名；(英)胡克；(法)于
格；(德、瑞典)胡格

102 hugging 1 [hʌɡ] v. 拥抱；紧抱；抱有；挨着 n. 拥抱；紧抱

103 immediate 1 [i'mi:diət] adj.立即的；直接的；最接近的

104 i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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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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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internation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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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is 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8 Islamic 2 [iz'læmik] adj.穆斯林的；伊斯兰教的

109 issu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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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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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Jill 1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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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Kabul 1 ['kɑ:bəl; kə'bu:l] n.喀布尔（阿富汗的首都）

114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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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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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la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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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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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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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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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li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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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lining 1 ['lainiŋ] n.衬里；内层；衬套

122 love 1 [lʌv] n.恋爱；亲爱的；酷爱；喜爱的事物 vt.喜欢；热爱；爱慕 vi.爱 n.(Love)人名；(英)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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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24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125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126 ministry 2 ['ministri] n.（政府的）部门

127 minutes 1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128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29 morning 2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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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mourning 1 ['mɔ:niŋ, 'məun-] n.哀痛；服丧 v.哀伤；为…哀悼（mourn的ing形式）

132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133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34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35 night 1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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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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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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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of 1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40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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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O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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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opening 1 ['əupəniŋ] n.开始；机会；通路；空缺的职位 adj.开始的 v.开放（open的ing形式）；打开；公开

144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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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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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orders 1 英 ['ɔː də(r)] 美 ['ɔː rdər] n. 顺序；条理；订单；命令；秩序；阶层；[生]目；点的东西 v. 命令；定购；调整；整理；点餐；
预定，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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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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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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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51 person 1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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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154 principal 2 ['prinsəpəl] adj.主要的；资本的 n.首长；校长；资本；当事人

155 profound 1 [prə̍ faʊnd] adj.深厚的；意义深远的；渊博的

156 promise 1 ['prɔmis] n.许诺，允诺；希望 vt.允诺，许诺；给人以…的指望或希望 vi.许诺；有指望，有前途

157 public 1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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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160 reasons 1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161 recognition 1 [,rekəg'niʃən] n.识别；承认，认出；重视；赞誉；公认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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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remain 1 [ri'mein] vi.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n.遗迹；剩余物，残骸

164 reopen 2 [,ri:'əupən] vt.使再开，使重开 vi.重开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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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resolve 1 [ri'zɔlv] vt.决定；溶解；使…分解；决心要做… vi.解决；决心；分解 n.坚决；决定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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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resolved 1 [ri'zɔlvd] adj.下定决心的；已解决的；断然的 v.解决；决定；分解；转变（resolve的过去分词）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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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returned 1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170 returning 2 v.归还，[计]返回，回复（return的ing形式） n.回归

171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72 rights 2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173 Robbins 1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174 ruled 1 [ru lː] n. 规则；条例；习惯；统治；直尺 v. 支配；统治；画直线

175 sai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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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177 school 4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178 schools 5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179 secretary 1 ['sekrətəri] n.秘书；书记；部长；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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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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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settle 1 ['setl] vi.解决；定居；沉淀；下陷 vt.解决；安排；使…定居 n.有背长椅 n.(Settle)人名；(英)塞特尔

183 seven 1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184 shaheen 1 n. 沙欣

185 s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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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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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solve 1 [sɔlv, sɔ:lv] vt.解决；解答；溶解 vi.作解答

188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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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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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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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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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stayed 1 [steɪ] v. 停留；逗留；保持 n. 停留；逗留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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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student 1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197 students 5 [st'juːdnts]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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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Suhail 1 苏海勒

200 surprised 1 [sə'praizd] adj.感到惊讶的，出人意料的 v.使惊奇（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

201 taliban 7 n. 塔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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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technical 1 ['teknikəl] adj.工艺的，科技的；技术上的；专门的

204 t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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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the 2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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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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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09 thi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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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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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to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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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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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威妥玛)

212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13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14 totally 1 ['təutəli] adv.完全地

215 troops 1 n.[军]部队；[军]军队（troop的复数形式）

216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217 uniform 2 ['ju:nifɔ:m] adj.统一的；一致的；相同的；均衡的；始终如一的 n.制服 vt.使穿制服；使成一样

218 uniforms 1 ['juːnɪfɔː mz] n. 制服 名词uniform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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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until 2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221 u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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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us 1 pron.我们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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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violated 1 ['vaɪəleɪt] v. 侵犯；违反；扰乱；亵渎；强奸

225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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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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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Wednesday 4 ['wenzdi; -dei] n.星期三

229 week 1 [wi:k] n.周，星期

230 welcoming 1 ['welkəm] vt. 欢迎 adj. 受欢迎的 n. 欢迎 int. 欢迎(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

231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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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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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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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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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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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withdrawal 1 [wið'drɔ:əl, wiθ-] n.撤退，收回；提款；取消；退股

238 women 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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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worn 1 [wɔ:n] adj.疲倦的；用旧的 v.穿；磨损（wear的过去分词）；佩戴 n.(Worn)人名；(柬)翁；(英、葡)沃恩

241 would 4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42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43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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