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4-30 [As It Is] The Struggle to Save Iraq's Last Persian
Leopard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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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i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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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o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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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nd 1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6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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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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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nimals 7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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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hav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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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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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rea 6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4 leopards 6 n.豹( leopard的名词复数 ); 本性难移

15 t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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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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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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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nimal 4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9 hunting 4 ['hʌntiŋ] n.打猎；追逐；搜索 adj.打猎的；振荡的 v.狩猎；寻找（hunt的ing形式）；追捕 n.(Hunting)人名；(英)亨廷

20 Iraq 4 [i'rɑ:k; i'ræk] n.伊拉克（西南亚国家）

21 Persian 4 猫老大

22 thei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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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4 bamo 3 BuAer Material Officer 航空局物资装备官员(美国海军)

25 b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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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bitat 3 ['hæbitæt] n.[生态]栖息地，产地 n.(Habitat)人名；(德)哈比塔特

27 Kurdish 3 ['kə:diʃ] n.库尔德语 adj.库尔德人的

28 Kurdistan 3 [,kə:di'sta:n] n.库尔德斯坦（西南亚库尔德人分布地区）

29 lef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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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leopard 3 ['lepəd] n.豹；美洲豹

31 loss 3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32 mountain 3 [ˈmauntin，ˈmaʊntən] n.山；山脉 n.(Mountain)人名；(英)芒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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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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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resources 3 [rɪ'sɔː sɪz] n. 资源；才智；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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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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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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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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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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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41 Ahmed 2 n.艾哈迈德（男子名）

42 Ali 2 ['ɑ:li:] n.阿里

43 almost 2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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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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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47 bet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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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48 breeding 2 ['bri:diŋ] n.繁殖；饲养；教养；再生 v.生产；培育；使…繁殖（breed的ing形式） n.(Breeding)人名；(英)布里丁

49 brothers 2 英 ['brʌðə(r)] 美 ['brʌðər] n. 兄弟；教友；同胞；<俚>老兄

50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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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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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onservation 2 [,kɔnsə'veiʃən] n.保存，保持；保护

53 conservationist 2 [,kɔnsə'veiʃənist] n.自然资源保护论者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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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fforts 2 ['efəts] 努力

56 endangered 2 [in'deindʒəd] adj.濒临灭绝的；有生命危险的

57 Evans 2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58 forest 2 ['fɔrist] vt.植树于，使成为森林 n.森林 n.(Forest)人名；(法)福雷；(英、西)福雷斯特

59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60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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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Iraqi 2 [i'ra:ki] adj.伊拉克的；伊拉克人的 n.伊拉克人

63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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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Jonathan 2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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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m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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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mines 2 n. 矿井 名词mine的复数形式.

68 natural 2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69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70 place 2 [pleis] n.地方；住所；座位 vt.放置；任命；寄予 vi.名列前茅；取得名次 n.(Place)人名；(罗)普拉切；(法)普拉斯；(英)普
莱斯

71 prey 2 [prei] vi.捕食；掠夺；折磨 n.捕食；牺牲者；被捕食的动物 n.(Prey)人名；(英、法)普雷；(德)普赖

72 protect 2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73 randomly 2 adv.随便地，任意地；无目的地，胡乱地；未加计划地

74 returned 2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75 s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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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severe 2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77 soran 2 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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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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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village 2 ['vilidʒ] n.村庄；村民；（动物的）群落

81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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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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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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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84 wild 2 [waild] adj.野生的；野蛮的；狂热的；荒凉的 n.荒野 adv.疯狂地；胡乱地 n.(Wild)人名；(英)怀尔德；(法、德、葡、捷、
匈)维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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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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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adv 1 ['ædvɜːb] abbr. 副词（=adverb）

88 affected 1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9 Afghanistan 1 [æf'gænistæn] n.阿富汗（国家名称，位于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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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akram 1 阿克拉姆

92 al 1 [ɑ:l] abbr.美国联盟（AmericanLeague）；美国军团（AmericanLegion）；阿尔巴尼亚（Albania，欧洲一国家名）；美国亚拉
巴马州（Alabama） n.(Al)人名；(英)阿尔(Albert在美国的昵称)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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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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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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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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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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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102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103 biologist 1 [bai'ɔlədʒist] n.生物学家

104 board 1 [bɔ:d] n.董事会；木板；甲板；膳食 vt.上（飞机、车、船等）；用板盖上；给提供膳宿 vi.寄宿 n.(Board)人名；(英、西)
博德

105 bruneau 1 n. 布鲁诺

106 bullets 1 ['bʊlɪts] n. 弹药；军火 名词bullet的复数形式.

107 campaign 1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108 cars 1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109 caught 1 [kɔ:t] v.捕捉（catch的过去分词）

110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111 charlotte 1 n.法国水果奶油布丁；夏洛特

112 conflicts 1 英 ['kɒnflɪkt] 美 ['kɑːnflɪkt] n. 冲突；战斗；矛盾；斗争 vi. 冲突；抵触；争执

113 conservationists 1 n.自然资源保护者，生态环境保护者( conservationist的名词复数 )

114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15 c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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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cows 1 n.牛；乳牛（cow的复数）

117 culture 1 ['kʌltʃə] n.文化，文明；修养；栽培 vt.[细胞][微]培养（等于cult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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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data 1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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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decrease 1 [di'kri:s, 'di:-, 'di:kri:s, di'k-] n.减少，减小；减少量 vi.减少，减小 vt.减少，减小

122 destroyed 1 [dis'trɔid] adj.被毁，毁坏；遭破坏的 v.破坏（destroy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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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125 disappeared 1 [dɪsə'piəd] adj. 消失的 动词disapp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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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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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d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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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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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ffectively 1 [i'fektivli] adv.有效地，生效地；有力地；实际上

130 effects 1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131 empty 1 ['empti] adj.空的；无意义的；无知的；徒劳的 vt.使失去；使…成为空的 vi.成为空的；流空 n.空车；空的东西

132 enforce 1 [in'fɔ:s] vt.实施，执行；强迫，强制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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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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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scape 1 vt.逃避，避开，避免；被忘掉；被忽视 vi.逃脱；避开；溜走；（气体，液体等）漏出；（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
而）逃脱；声音（不自觉地）由…发出 n.逃跑；逃亡；逃走；逃跑工具或方法；野生种；泄漏

136 estimates 1 ['estɪməts] n.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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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farooq 1 法鲁克

139 fined 1 [faɪnd] adj. 罚款的；被罚的 动词f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40 follo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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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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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goats 1 n. 山羊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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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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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grows 1 英 [ɡrəʊ] 美 [ɡroʊ] v. 增加；生长；变成；种植；逐渐开始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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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hana 1 n. 哈娜

149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150 hoped 1 英 [həʊpt] 美 [hoʊpt] adj. 希望的；盼望的 动词ho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1 horen 1 奥伦

152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153 humans 1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154 hunt 1 [hʌnt] vt.打猎；搜索 vi.打猎；搜寻 n.狩猎；搜寻 n.(Hunt)人名；(德、瑞典)洪特；(英)亨特；(法)安

155 hunted 1 ['hʌntid] adj.被捕猎的；受迫害的 v.狩猎；追捕（hunt的过去式）

156 hunters 1 n. 亨特斯(在美国；西经 118º12' 北纬 48º09')

157 Hussein 1 n.侯赛因（姓氏）

158 identity 1 [ai'dentəti] n.身份；同一性，一致；特性；恒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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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illegally 1 [i'li:gəli] adv.非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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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interference 1 [,intə'fiərəns] n.干扰，冲突；干涉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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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Iran 1 [i'rɑ:n; i'ræn] n.伊朗（亚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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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Jalal 1 n.(Jalal)人名；(阿拉伯、阿富)贾拉勒

167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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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kurds 1 n. 库尔德人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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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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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匈)洛克

171 land 1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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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laws 1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174 lead 1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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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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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lists 1 ['lists] n.竞技场 竞技场围栏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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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80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181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82 mohammed 1 [məu'hæmid] n.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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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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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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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naturally 1 ['nætʃərəli] adv.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

187 nature 1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188 necessary 1 ['nesisəri]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必需品 n.(Necessary)人名；(英)内塞瑟里

189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90 normally 1 ['nɔ:məli] adv.正常地；通常地，一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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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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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on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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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95 parents 1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196 part 1 n.部分；角色；零件；一些；片段 vt.分离；分配；分开 vi.断裂；分手 adv.部分地 adj.部分的 n.(Part)人名；(英、瑞典)帕
特；(泰)巴；(法)帕尔

197 partly 1 ['pɑ:tli] adv.部分地；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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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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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permitted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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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pl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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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plant 1 [plɑ:nt, plænt] n.工厂，车间；植物；设备；庄稼 vt.种植；培养；栽培；安置 vi.种植 n.(Plant)人名；(英、西、意)普兰
特；(法)普朗

204 plants 1 [p'lɑːnts] n. 植物花卉；工厂（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 v. 种植；设立；建立；安插；栽赃（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
式）

205 police 1 [pə'li:s] n.警察，警方；治安 vt.监督；管辖；维持治安；为…配备警察 adj.警察的；有关警察的

206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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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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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produced 1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210 protected 1 [prə'tektid] adj.受保护的 v.保护；防卫（protect的过去分词）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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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raza 1 ['rɑ:sɑ:] n.(美国墨西哥人的)种族意识 n.(Raza)人名；(巴基)拉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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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razzaq 1 拉扎克

214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15 recorded 1 [ri'kɔ:did] adj.记录的 v.记录；录音（record的过去分词）

216 recordings 1 n.记录( recording的名词复数 ); 录音; 录像; 唱片

217 regional 1 ['ri:dʒənəl] adj.地区的；局部的；整个地区的

218 regular 1 ['regjulə] adj.定期的；有规律的；合格的；整齐的；普通的 n.常客；正式队员；中坚分子 adv.定期地；经常地 n.
(Regular)人名；(以)雷古拉尔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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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researchers 1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221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22 saddam 1 ['sæddæm] n. 萨达姆（人名）

223 saleh 1 n. 萨利赫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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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service 1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226 shot 1 n.发射；炮弹；射手；镜头 adj.用尽的；破旧的；杂色的，闪光的 v.射击（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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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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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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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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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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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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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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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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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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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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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threatened 1 ['θretənd] adj.受到威胁的 v.威胁（threaten的过去分词）

240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41 type 1 [taip] n.类型，品种；模范；样式 vt.打字；测定（血等）类型 vi.打字 n.(Type)人名；(英)泰普

242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243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244 us 1 pron.我们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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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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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villages 1 ['vilidʒəz] n. 村庄，村（名词village的复数形式）；<大写>比利亚赫斯（姓氏）

248 violent 1 ['vaiələnt] adj.暴力的；猛烈的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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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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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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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weapons 1 n.武器（weapon的复数）；武装切换；斗争工具 v.武装（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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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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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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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wor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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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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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258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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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young 1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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