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2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lon Musk Seeks to Bring
Starlink Internet Service to Iran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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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i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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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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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of 1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6 and 1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7 Iran 10 [i'rɑ:n; i'ræn] n.伊朗（亚洲国家）

8 musk 10 [mʌsk] n.麝香；麝香鹿；麝香香味

9 i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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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Internet 8 ['intənet] n.因特网

11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 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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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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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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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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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spacex 7 n.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美国的太空运输公司）

17 thi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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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ha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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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Ukraine 6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20 Iranian 5 [i'reinjən] adj.伊朗的；伊朗人的；伊朗语的 n.伊朗人；伊朗语

21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2 you 5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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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5 count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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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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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his 4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8 media 4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29 provide 4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30 world 4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1 amini 3 阿米尼

32 announced 3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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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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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comm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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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arlier 3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37 elon 3 [ɪ'lɒn] 埃伦(可溶性显影剂粉末)

38 exemption 3 [ig'zempʃən] n.免除，豁免；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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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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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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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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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poli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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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receivers 3 [rɪ'siː vəz] 接收机

44 satellite 3 ['sætəlait] n.卫星；人造卫星；随从；卫星国家

45 satellites 3 n. 卫星；人造卫星 名词satellite的复数形式.

46 says 3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47 social 3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48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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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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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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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twitter 3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52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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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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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activities 2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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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answer 2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57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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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59 areas 2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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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asked 2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62 br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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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64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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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ame 2 [keim] v.come的过去式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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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osts 2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68 death 2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69 deployed 2 [dɪ'plɔɪ] v. 部署；展开；进入战斗位置；配置

70 died 2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71 disrupt 2 [dis'rʌpt] vt.破坏；使瓦解；使分裂；使中断；使陷于混乱 adj.分裂的，中断的；分散的

72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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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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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75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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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Kurdish 2 ['kə:diʃ] n.库尔德语 adj.库尔德人的

78 launched 2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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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81 message 2 ['mesidʒ] n.消息；差使；启示；预言；广告词 vi.报信，报告；[通信]报文 vt.通知

82 month 2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83 morality 2 [mə'ræləti, mɔ:-] n.道德；品行，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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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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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near 2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86 network 2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87 officers 2 n.军官，人员（officer复数形式）

88 officials 2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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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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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protests 2 英 ['prəʊtest] 美 ['proʊtest] n. 抗议；反对 v. 抗议；反对；申明；断言

93 publi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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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recent 2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95 sanctions 2 ['sæŋkʃnz] n. 制裁 名词sanction的复数形式.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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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seek 2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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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

99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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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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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took 2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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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usaid 2 abbr.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美国国际开发署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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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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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woman 2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109 wrote 2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110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11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112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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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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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accou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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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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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ctive 1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119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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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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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aimed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23 aims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24 announcement 1 [ə'naunsmənt] n.公告；宣告；发表；通告

125 Antarctica 1 [ænt'ɑ:ktikə] n.南极洲

126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127 arrested 1 [ə'restɪd] adj. 逮捕的 动词arr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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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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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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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attack 1 [ə'tæk] n.攻击；抨击；疾病发作 vt.攻击；抨击；动手干 vi.攻击；腐蚀 n.(Attack)人名；(瑞典)阿塔克

131 bar 1 n.条，棒；酒吧；障碍；法庭 vt.禁止；阻拦 prep.除……外 n.(Bar)人名；(阿拉伯、德、法、俄、罗、捷、波、葡、以)巴
尔

132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33 billionaire 1 [,biljə'nεə] n.亿万富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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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bo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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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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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businessman 1 ['biznismæn] n.商人

138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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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call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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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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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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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changer 1 ['tʃeindʒə] n.转换开关装置；改变者（change的名词形式）

143 citizen 1 ['sitizən] n.公民；市民；老百姓

144 commented 1 英 ['kɒment] 美 ['kɑːment] n. 注释；评论；闲话 v. 评论；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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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communicate 1 vi.通讯，传达；相通；交流；感染 vt.传达；感染；显露

147 communication 1 n.通讯，[通信]通信；交流；信函

148 companies 1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149 company 1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150 condemned 1 [kən'demd] adj.已被定罪的；被责难的

151 confirmed 1 [kən'fə:md] adj.确认的；保兑的；坚定的；惯常的 v.确证；使坚定（confirm的过去分词）；批准

152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153 connectivity 1 n.[数]连通性 n.互联互通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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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continents 1 n. 大陆，大洲（continent复数）

156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157 correctly 1 [kə'rektli] adv.正确地；得体地

158 cost 1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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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161 cover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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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critical 1 ['kritikəl] adj.鉴定的；[核]临界的；批评的，爱挑剔的；危险的；决定性的；评论的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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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demonstrations 1 [demənst'reɪʃnz] n. 课堂演示；示范 名词demonstration的复数形式.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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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deployment 1 [di:'plɔimənt] n.调度，部署

167 designed 1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168 detention 1 [di'tenʃən] n.拘留；延迟；挽留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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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71 disrupted 1 [dɪs'rʌpt] vt. 干扰；打断；妨碍；使分裂；使破裂

172 disruption 1 [dis'rʌpʃən] n.破坏，毁坏；分裂，瓦解

173 disruptions 1 n.中断( disruption的名词复数 ); 分裂; 瓦解; 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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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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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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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178 erfan 1 埃尔方

179 established 1 [i'stæbliʃt] adj.确定的；已制定的，已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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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plained 1 [ɪksp'leɪnd] v. 解释；说明 vbl. 解释；说明

182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183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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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186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87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88 ga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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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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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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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heart 1 [hɑ:t] n.心脏；感情；勇气；心形；要点 vt.鼓励；铭记 vi.结心 n.(Heart)人名；(英)哈特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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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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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hig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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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hijab 1 [hɪ'dʒɑːb] 穆斯林女性使用的头巾

196 h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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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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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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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incident 1 ['insidənt] n.事件，事变；插曲 adj.[光]入射的；附带的；易发生的，伴随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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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interfere 1 [,intə'fiə] vi.干涉；妨碍；打扰 vt.冲突；介入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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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invaded 1 [ɪn'veɪd] v. 侵略；拥入；侵害；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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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investigating 1 [ɪn'vestɪɡeɪt] v. 调查；研究

206 investigation 1 [in,vesti'geiʃən] n.调查；调查研究

207 Islamic 1 [iz'læmik] adj.穆斯林的；伊斯兰教的

208 June 1 n.六月；琼（人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年轻气盛的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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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Kurdistan 1 [,kə:di'sta:n] n.库尔德斯坦（西南亚库尔德人分布地区）

211 latest 1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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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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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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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mbps 1 n. [计] 兆比特每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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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megabits 1 n.[计] 兆位（megabit的复数形式）

219 minority 1 n.少数民族；少数派；未成年

220 mistreating 1 [ˌmɪs'triː t] v. 虐待

221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22 mr 1 ['mistə(r)] abbr.先生（Mister）

223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224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25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26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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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nuclear 1 ['nju:kliə, 'nu:-] adj.原子能的；[细胞]细胞核的；中心的；原子核的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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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offer 1 [ˈɒfə] vt.提供；出价；试图 n.提议；出价；意图；录取通知书 vi.提议；出现；献祭；求婚

231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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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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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operates 1 英 ['ɒpəreɪt] 美 ['ɑːpəreɪt] v. 操作；运转；经营；动手术

235 orbit 1 ['ɔ:bit] n.轨道；眼眶；势力范围；生活常规 vi.盘旋；绕轨道运行 vt.绕…轨道而行

236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37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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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owns 1 英 [əʊn] 美 [oʊn] adj. 自己的；特有的 n. 自己的东西 v. 承认；拥有

240 partnership 1 ['pɑ:tnəʃip] n.合伙；[经管]合伙企业；合作关系；合伙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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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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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per 1 [强pə:, 弱pə] prep.每；经；按照；每一 n.(Per)人名；(德、挪、丹、瑞典)佩尔

244 permission 1 [pə'miʃən] n.允许，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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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247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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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posted 1 英 ['pəʊstɪd] 美 ['poʊstɪd] adj. 有职位的；消息灵通的；发布的 动词po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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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presse 1 Die Presse (German-Neue Freie Presse)-Vienna's Press (德语)维也纳通信社

252 private 1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
的，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253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254 protest 1 [prəu'test, 'prəu-] vi.抗议；断言 vt.抗议；断言 n.抗议 adj.表示抗议的；抗议性的

255 providers 1 [prə'vaɪdəz] 供方

256 province 1 ['prɔvins] n.省；领域；职权

257 range 1 n.范围；幅度；排；山脉 vi.（在...内）变动；平行，列为一行；延伸；漫游；射程达到 vt.漫游；放牧；使并列；归类
于；来回走动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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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60 regard 1 [ri'gɑ:d, ri:-] n.注意；尊重；问候；凝视 vt.注重，考虑；看待；尊敬；把…看作；与…有关 vi.注意，注重；注视 n.
(Regard)人名；(西、意)雷加德；(法)勒加尔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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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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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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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reporter 1 [ri'pɔ:tə] n.记者

265 repor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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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restricted 1 [ri'striktid] adj.受限制的；保密的 v.限制（restr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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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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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70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71 rural 1 ['ruərəl] adj.农村的，乡下的；田园的，有乡村风味的

272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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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anction 1 ['sæŋ,kʃən] n.制裁，处罚；认可；支持 vt.制裁，处罚；批准；鼓励

275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276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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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279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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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severely 1 [si'viəli] adv.严重地；严格地，严厉地；纯朴地

282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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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shortly 1 ['ʃɔ:tli] adv.立刻；简短地；唐突地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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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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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s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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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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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peed 1 [spi:d] vi.超速，加速；加速，迅速前行；兴隆 n.速度，速率；迅速，快速；昌盛，繁荣 vt.加快…的速度；使成功，使
繁荣 n.(Speed)人名；(英)斯皮德

290 speeds 1 [spiː d] n. 速度；迅速 v. 加速；急行

291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292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93 States 1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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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suggestion 1 [səg'dʒestʃən] n.建议；示意；微量，细微的迹象

296 Sunday 1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297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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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targeted 1 英 ['tɑːɡɪt] 美 ['tɑ rːɡɪt] n. 目标；对象；靶 vt. 把 ... 作为目标；瞄准

300 technically 1 ['teknikli] adv.技术上；专门地；学术上；工艺上

301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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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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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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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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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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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total 1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307 tra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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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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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tweet 1 n.小鸟叫声；自录音再现装置发出的高音；推特 vi.吱吱地叫；啾鸣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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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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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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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users 1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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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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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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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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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wearing 1 [wεə riŋ, wεərŋ, 'wεəriŋ] adj.磨损的；穿用的；令人疲倦的 v.穿着；磨损（wear的ing形式） n.(Wearing)人名；(英)韦尔林

319 week 1 [wi:k] n.周，星期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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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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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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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while 1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324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25 wide 1 [waid] adj.广泛的；宽的，广阔的；张大的；远离目标的 adv.广泛地；广阔地；充分地 n.大千世界 n.(Wide)人名；(瑞典、
芬)维德

326 widespread 1 ['waid'spred] adj.普遍的，广泛的；分布广的

327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328 women 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329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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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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