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8-03 [As It Is] Russia, West Compete for Influence in Africa
词汇表词汇表

1 Ababa 1 n.(Ababa)人名；(塞)阿巴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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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bstain 1 [əb'stein] vi.自制；放弃；避免

4 abstained 1 [əb'steɪn] v. 戒绝；弃权；节制

5 account 2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6 accounts 1 [ə'kaʊnts] n. 帐目；叙述；账户；客户，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

7 accused 5 [ə'kju:zd] n.被告 adj.被控告的 v.指责；控告（accuse的过去式）

8 across 2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9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10 actions 2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11 actual 1 ['æktʃuəl] adj.真实的，实际的；现行的，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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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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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ddis 1 ['ædis] n.艾缔思（姓氏）

15 additionally 1 [ə'diʃənli] adv.此外；又，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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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dv 1 ['ædvɜːb] abbr. 副词（=adverb）

18 affect 1 [ə'fekt, 'æfekt] vt.影响；感染；感动；假装 vi.倾向；喜欢 n.情感；引起感情的因素

19 Africa 14 ['æfrikə] n.非洲

20 African 5 ['æfrikən] adj.非洲的，非洲人的 n.非洲人

21 africans 1 n. 非洲人（Africa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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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24 against 2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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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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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iming 1 ['eɪmɪŋ] n. 瞄准；目的；引导 动词aim的现在分词形式.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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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llowing 1 [ə'laʊ] vt. 允许；让某人得到；留出；同意（法律） vi. (for)考虑到；允许

30 ally 1 [英 [ˈælaɪ] 美 [ˈælaɪ]] n.同盟国；伙伴；同盟者；助手 vt.使联盟；使联合 vi.联合；结盟 n.(Ally)人名；(巴基)阿利；(法)阿
利；(英)艾丽(女子教名Alice的简称)；(尼日利)阿利

31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32 ambassador 1 [æm'bæsədə] n.大使；代表；使节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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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35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6 and 1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37 andrew 1 ['ændru:] n.安德鲁（男子名）

38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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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anton 1 ['æntən] n.安东（男子名）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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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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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appears 1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43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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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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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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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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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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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badly 1 ['bædli] adv.非常，很；严重地，厉害地；恶劣地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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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battle 1 ['bætl] n.战役；斗争 vi.斗争；作战 vt.与…作战 n.(Battle)人名；(英)巴特尔；(法)巴特勒；(西)巴特莱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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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53 been 3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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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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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57 blame 1 ['bleim] vt.责备；归咎于 n.责备；责任；过失

58 blamed 1 [bleimd] adj.混蛋的，该死的 v.谴责

59 blocking 1 ['blɔkiŋ] n.阻塞；封闭；大块 v.阻塞（block的ing形式）

60 blue 1 n.蓝色；[复数]（美国海、陆、空三军穿的）蓝色制服；蓝颜料；[theblue(s)][用作单数或复数]布鲁斯（歌曲）（一种伤
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蓝色的；沮丧的，忧郁的；下流的 vt.把…染成蓝色；使成蓝色；给…用上蓝剂；用上蓝剂于 vi.变成
蓝色，呈蓝色 n.（英、西、意）布卢（人名）

61 box 3 [bɔks] n.箱，盒子；包厢；一拳 vi.拳击 vt.拳击；装…入盒中；打耳光 n.(Box)人名；(英、法、西)博克斯

62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63 broadcast 1 ['brɔ:dkɑ:st, -kæst] vt.播送，播放；（无线电或电视）广播；播撒（种子） vi.广播，播送；播放 n.广播；播音；广播
节目 adj.广播的

64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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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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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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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capital 1 ['kæpitə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Capital)人名；(法)卡皮塔尔

69 caused 2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70 channels 1 ['tʃænlz] n. 通道；通路 名词channel的复数形式.

71 choose 1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72 circle 1 ['sə:kl] n.循环，周期；圆；圈子；圆形物 vi.盘旋，旋转；环行 vt.画圆圈；环绕…移动

73 claims 1 [kleɪm] n. 要求；要求权；主张；断言；声称；要求物 vt. 要求；请求；主张；声称；断言

74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除；
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75 click 1 [klik] vt.点击；使发咔哒声 vi.作咔哒声 n.单击；滴答声

76 closer 1 ['kləuzə] adj.靠近的 n.[自]闭合器；最后的节目

77 cold 2 [kəuld] adj.寒冷的；冷淡的，不热情的；失去知觉的 n.寒冷；感冒 adv.完全地

78 colonial 3 [kə'ləunjəl] n.殖民地居民 adj.殖民地的，殖民的

79 comment 4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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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compete 1 [kəm'pi:t] vi.竞争；比赛；对抗

82 competition 1 [,kɔmpi'tiʃən] n.竞争；比赛，竞赛

83 condemn 1 [kən'dem] vt.谴责；判刑，定罪；声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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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Congo 1 ['kɔŋgəu] n.刚果（位于非洲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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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87 continent 3 ['kɔntinənt] n.大陆，洲，陆地 adj.自制的，克制的

88 contributed 1 [kən'trɪbju tː] vt. 捐助；投稿 vi. 投稿；贡献；是原因之一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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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countries 8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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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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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94 creating 1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95 criticize 1 [ˈkrɪtɪsaɪz] vt.批评；评论；非难 vi.批评；评论；苛求

96 criticized 1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97 decides 1 [dɪ'saɪd] v. 决定；判断；断定

98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99 defeat 1 vt.击败，战胜；挫败；使…失败 n.失败的事实；击败的行为

100 defend 1 [di'fend] vt.辩护；防护 vi.保卫；防守

101 demonstrated 1 ['demənstreɪt] vt. 证明；演示；示范 vi. 示威

102 describing 1 [dɪsk'raɪbɪŋ] n. 描述物品 动词describe的现在分词.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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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05 diplomat 1 ['dipləmæt] n.外交家，外交官；有外交手腕的人；处事圆滑机敏的人

106 divisions 1 [dɪ'vɪʒnz] 分区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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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driving 1 ['draiviŋ] adj.强劲的；推进的；精力旺盛的 n.驾驶；操纵 v.驾驶（drive的ing形式）

109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110 each 2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11 earth 1 n.地球；地表，陆地；土地，土壤；尘事，俗事；兽穴 vt.把（电线）[电]接地；盖（土）；追赶入洞穴 vi.躲进地洞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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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conomic 1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114 effort 2 ['efət] n.努力；成就

115 Egypt 1 ['i:dʒipt] n.埃及（非洲国家）

116 eight 1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117 emmanuel 1 [i'mænjuəl] n.以马内利（耶稣基督的别称）；伊曼纽尔（男子名，等于Immanuel）

118 enforced 1 [in'fɔ:st] adj.实施的；强制执行的 v.执行（enforce的过去分词）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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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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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nvironmental 1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122 Ethiopia 2 [,i:θi'əupiə] n.埃塞俄比亚

123 European 3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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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126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27 exports 1 ['ekspɔː rts] n. 出口货；输出额 名词export的复数形式.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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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favor 1 vt.较喜欢；像；优惠，偏袒；有利于；赐予；证实 n.帮助；赞同；偏爱，喜爱

130 fertilizer 1 ['fə:tilaizə] n.[肥料]肥料；受精媒介物；促进发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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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132 fighting 2 ['faitiŋ] adj.战斗的；好战的；适于格斗的 n.战斗，搏斗 v.奋斗（fight的ing形式）；打仗；与…进行拳击

133 food 7 [fu:d] n.食物；养料

134 for 1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35 force 1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136 foreign 1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137 form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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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formerly 1 ['fɔ:məli] adv.以前；原来

139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40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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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French 2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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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gain 1 [gein] n.增加；利润；收获 vt.获得；增加；赚到 vi.增加；获利 n.(Gain)人名；(英、匈、法)盖恩

145 Ghana 1 ['gɑ:nə] n.加纳（非洲西部国家）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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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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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google 1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150 grain 1 [grein] n.粮食；颗粒；[作物]谷物；纹理 vi.成谷粒 vt.使成谷粒 n.(Grain)人名；(法)格兰

151 Greater 1 ['greitə] adj.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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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harber 1 n. 哈伯

154 harmfully 1 ['ha:mfəli] adv.有害地；伤害地

155 ha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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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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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h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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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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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heard 1 [hə:d] v.听到（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闻知 n.(Heard)人名；(英)赫德

161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162 hel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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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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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here 3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65 his 3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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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hunger 1 ['hʌŋgə] n.饿，饥饿；渴望 vi.渴望；挨饿 vt.使……挨饿 n.(Hunger)人名；(德、波)洪格尔；(英)亨格

168 hurting 1 adj.受伤害的；受损的 v.伤害；伤心；弄痛（hurt的ing形式）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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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images 1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171 imperial 1 [im'piəriəl] adj.帝国的；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威严的 n.纸张尺寸；特等品 n.(Imperial)人名；(西)因佩里亚尔

172 imperialism 1 [im'piəriəlizəm] n.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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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in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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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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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6 influence 7 ['influəns] n.影响；势力；感化；有影响的人或事 vt.影响；改变

177 intense 1 [in'tens] adj.强烈的；紧张的；非常的；热情的

178 interests 1 ['ɪntrəst] n. 兴趣；嗜好；利息；股份 v. 使…感兴趣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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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invade 1 [in'veid] vt.侵略；侵袭；侵扰；涌入 vi.侵略；侵入；侵袭；侵犯

181 invasion 2 [in'veiʒən] n.入侵，侵略；侵袭；侵犯

182 is 1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83 i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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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its 4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85 Johannesburg 2 [dʒəu'hænisbə:g] n.约翰尼斯堡（位于南非东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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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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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July 2 [dʒʊˈlaɪ] n.七月

189 Kampala 1 [kɑ:m'pɑ:lə] n.坎帕拉（乌干达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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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Kenya 3 ['kenjə; 'ki:njə] n.肯尼亚（东非国家）

192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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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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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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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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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198 lavrov 6 n. 拉夫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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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leader 1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201 leaders 2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202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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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limiting 1 ['limitiŋ] adj.限制的；限制性的 v.限制；限定（limit的现在分词）

205 Linda 1 ['lində] n.琳达（女子名）

206 login 1 英 ['lɒɡɪn] 美 ['lɔː ɡɪn] n. 登录；注册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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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macron 3 ['mækrɔn, 'mei-] n.长音符号（加于元音上） n.(Macron)人名；(法)马克龙

209 magome 1 n. 马込<千叶县>(在日本)

210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211 march 1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212 markets 1 英 ['mɑːkɪt] 美 ['mɑ rːkɪt] n. 市场；集市 v. 销售；推销；买卖

213 matteo 2 n. 马泰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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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meaning 1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216 media 2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217 meldrum 1 n. 梅尔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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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might 1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219 mill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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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minister 1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221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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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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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movements 1 ['muːvmənts] n. 动作

224 multichoice 3 [məltɪ'kɔɪs] adj. 多项选择的

225 museveni 4 n.穆塞韦尼（乌干达总统） n.(Museveni)人名；(乌干、坦桑)穆塞韦尼

226 Nairobi 1 [naiə'rəubi] n.内罗比（肯尼亚首都）

227 nations 3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228 negatively 2 ['negətivli] adv.消极地；否定地

229 neighboring 1 ['neibəriŋ] adj.邻近的；附近的（等于neighbouring） v.与…为邻；位于附近（neighbor的ing形式）

230 network 1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231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32 nonviolent 1 [,nɔn'vaiələnt] adj.非暴力的 不使用暴力的

233 not 7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34 obey 1 [əu'bei] vt.服从，听从；按照……行动 vi.服从，顺从；听话 n.(Obey)人名；(英、法)奥贝

235 of 2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36 office 2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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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old 2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239 O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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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on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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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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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opinion 2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244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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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order 1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246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47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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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outbreak 1 ['autbreik, ,aut'breik] n.（战争的）爆发；（疾病的）发作 vi.爆发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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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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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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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pain 1 [pein] n.疼痛；努力 vt.使…痛苦；使…烦恼 vi.感到疼痛；引起疼痛 n.(Pain)人名；(意)帕因；(俄)派因；(法)潘；(英)佩因

254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255 pay 1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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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258 permanent 1 adj.永久的，永恒的；不变的 n.烫发（等于permanent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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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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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placed 1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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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policies 1 英 ['pɒləsi] 美 ['pɑ lː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263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64 political 1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265 positions 1 [pə'ziʃənz] n.[水运]位置（position的复数）；定位

266 power 4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267 Powers 1 n.能天使；力天使

268 president 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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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prices 2 [praɪs] n. 价格；代价；价值 v. 给…定价；估价；贴价格标签；比较价格

271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272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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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propaganda 1 [,prɔpə'gændə] n.宣传；传道总会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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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push 1 vt.推动，增加；对…施加压力，逼迫；按；说服 vi.推进；增加；努力争取 n.推，决心；大规模攻势；矢志的追求

277 pushing 1 ['puʃiŋ] adj.奋斗的；莽撞的；有精力的；富有进取心的 n.推挤；推人犯规（篮球术语） v.推；促进；逼迫（push的ing
形式）

278 Putin 3 ['putin] n.普京（人名）

279 rain 1 [rein] n.雨；下雨；雨天；雨季 vi.下雨；降雨 vt.大量地给；使大量落下 n.(Rain)人名；(法)兰；(英)雷恩；(罗、捷)赖恩

280 reaction 1 [ri'ækʃən, ri:-] n.反应，感应；反动，复古；反作用

281 reality 2 [ri'æləti, ri:-] n.现实；实际；真实

282 received 1 [ri'si:vd] adj.被一般承认的；被认为标准的 v.收到；接受；迎接（receive的过去分词）

283 reform 1 [ri'fɔ:m] n.改革，改良；改正 vt.改革，革新；重新组成 vi.重组；改过 adj.改革的；改革教会的

284 refused 1 [rɪ'fjuːz] v. 拒绝 n. 垃圾；废物

285 region 1 ['ri:dʒən] n.地区；范围；部位

286 relationships 1 [rɪ'leɪʃnʃɪps] 关系[式]

287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288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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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resolution 1 [,rezə'lu:ʃən, -,lju:-] n.[物]分辨率；决议；解决；决心

291 restarting 1 [riː s'tɑ tːɪŋ] 再引弧,再起动

292 restricting 1 [rɪs'trɪktɪŋ] adj. 限制的，约束的 v. 限制，约束，束缚（restrict的现在分词）

293 restrictions 1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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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rising 1 ['raiziŋ] n.上升；起床；造反 adj.上升的；上涨的；新兴的 adv.接近 v.上升（rise的ing形式） n.(Rising)人名；(瑞典)里
辛；(英)赖辛

296 risky 1 ['riski] adj.危险的；冒险的；（作品等）有伤风化的

297 rival 1 ['raivəl] n.对手；竞争者 vt.与…竞争；比得上某人 vi.竞争 adj.竞争的 n.(Rival)人名；(英、法、西)里瓦尔

298 Rodney 1 ['rɔdni] n.罗德尼（男子名）

299 rt 5 abbr.室温（roomtemperature）；无线电话（radiotelephone）；放射性同位素指示剂（RadioisotopeTracer）；收发两用机
（Receiver-Transmitter）

300 rulers 1 ['ru lːəz] 尺子

301 Russia 19 ['rʌʃə] n.俄罗斯

302 Russian 3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303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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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samantha 2 [sə'mænθə] n.萨曼莎（女子名）

305 sanctions 3 ['sæŋkʃnz] n. 制裁 名词sanc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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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say 1 [sei] vt.讲；说明；例如；声称；假设；指明 vi.讲；表示；念；假定；背诵 n.(Say)人名；(土)萨伊；(法、老、柬)赛；(英)
塞伊；(匈、罗)绍伊

307 seats 1 ['siː ts] n.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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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see 2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310 sergey 1 谢尔盖

311 servi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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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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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several 2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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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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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shortages 2 ['ʃɔː tɪdʒɪz] 缺陷

317 si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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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sides 1 [saɪdz] n.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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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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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situation 2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322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323 social 2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324 Somalia 1 [səu'mɑ:liə; -ljə] n.索马里（非洲）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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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327 sought 2 [sɔ:t] v.寻找（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28 south 1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329 soviet 3 ['sauviət, 'sɔ-] adj.苏联的；苏维埃的；委员会的 n.苏维埃（代表会议）；委员会；代表会议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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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spread 1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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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stopping 1 ['stɔpiŋ] n.停止；制止；填塞物 v.停止；妨碍（stop的ing形式）

334 sto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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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strengthen 1 ['streŋθən, 'streŋkθən] vt.加强；巩固 vi.变强；变坚挺

336 successful 1 [sək'sesful] adj.成功的；一帆风顺的

337 suddenly 1 ['sʌdnli] adv.突然地；忽然

338 suffered 1 ['sʌfəd] v. 遭受，允许，宽恕（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39 suffering 1 ['sʌfəriŋ] n.受难；苦楚 adj.受苦的；患病的 v.受苦；蒙受（suffer的ing形式）

340 suggested 1 [sə'dʒestɪd] adj. 建议的；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41 suppor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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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supported 1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43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44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345 television 2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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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348 territory 1 ['teritəri] n.领土，领域；范围；地域；版图

349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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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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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th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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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the 5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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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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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55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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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Thomas 1 ['tɔməs] n.托马斯（男子名）；多马（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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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throughout 1 [θru:'aut] adv.自始至终，到处；全部 prep.贯穿，遍及

360 ties 2 [taɪz] tie的复数形式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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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362 to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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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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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top 2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365 trade 3 [treid] n.贸易，交易；行业；职业 vi.交易，买卖；以物易物 vt.用…进行交换

366 traveling 2 ['trævəliŋ] adj.旅行（用）的；移动的 v.旅行（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 n.走步（等于walking）

367 tried 1 adj.可靠的；试验过的 v.尝试，审问，审理，审讯，审判（try的过去分词）

368 trip 1 [trip] vi.绊倒；远足；犯错误；轻快地走 n.旅行；绊倒；差错 vt.绊倒；使犯错 n.(Trip)人名；(荷)特里普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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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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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twenty 1 ['twenti] n.二十；二十年代 num.二十 adj.二十的

372 twitter 1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373 Uganda 4 [ju:'gændə] n.乌干达（非洲国家）

374 Ukraine 7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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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understandable 1 [,ʌndə'stændəbl] adj.可以理解的；可以了解的

377 union 4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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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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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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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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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usaid 1 abbr.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美国国际开发署

383 use 1 [ju:z] n.使用；用途；发挥 vt.利用；耗费 vi.使用，运用 n.(Use)人名；(德)乌泽

384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85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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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visited 1 v.拜访，访问（visit的过去式）

388 visiting 1 ['vizitiŋ] n.拜访，访问；参观 adj.参观的；游览的 v.参观（visit的现在分词）；拜访

389 Vladimir 1 ['vlædimə] n.弗拉基米尔（古罗斯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的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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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voiced 1 [vɔist] adj.浊音的；有声的 v.表达（vo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说出

392 vote 3 [vəut] n.投票，选举；选票；得票数 vt.提议，使投票；投票决定；公认 vi.选举，投票 n.(Vote)人名；(英、法)沃特

393 voted 1 英 [vəʊt] 美 [voʊt] n. 选举权；投票；选举；投票结果 v. 表决；选举；投票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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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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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 war 9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396 warmly 1 ['wɔ:mli] adv.热情地；温暖地；亲切地

397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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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 weapon 1 ['wepən] n.武器，兵器

400 week 1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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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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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 west 3 [west] n.西；西方；西部 adj.西方的；朝西的 adv.在西方；向西方；自西方 n.(West)人名；(英、德、芬、瑞典)韦斯特

404 western 2 ['westən] adj.西方的，西部的；有西方特征的 n.西方人；西部片，西部小说 n.(Western)人名；(英)韦斯顿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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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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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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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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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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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win 3 vt.赢得；在…中获胜 vi.赢；获胜；成功 n.赢；胜利 n.(Win)人名；(德、荷、缅)温；(英)温(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

412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413 Witwatersrand 1 [wit'wɔtəz,rænd; vət'vɑ:tes,rɑ:nt] n.威特沃特斯兰德（约翰内斯堡的城市）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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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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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417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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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years 4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420 you 7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421 your 4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422 yoweri 1 n. 约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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