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03 [As It Is] South Korea Answers North Korean Missile
Launches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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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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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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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5 action 3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6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7 Acts 1 [ækts] abbr.声控遥测系统（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声控制与遥测系统（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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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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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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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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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ggressive 1 [ə'gresiv] adj.侵略性的；好斗的；有进取心的；有闯劲的

14 agreement 1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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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ir 5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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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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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20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21 an 8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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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no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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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nswered 2 英 ['ɑːnsə(r)] 美 ['ænsər] v. 回答；答复；接电话 n. 答案；回答；答复

25 answers 1 英 ['ɑːnsə(r)] 美 ['ænsər] v. 回答；答复；接电话 n. 答案；回答；答复

26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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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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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rmed 2 [ɑ:md] adj.武装的；有扶手的；有防卫器官的（指动物） n.(Armed)人名；(科摩)阿米德

30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31 artillery 1 [ɑ:'tiləri] n.火炮；大炮；炮队；炮术

32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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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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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allistic 2 [bə'listik] adj.弹道的；射击的

36 ban 1 [bæn] vt.禁止，取缔 n.禁令，禁忌 n.(Ban)人名；(日)蕃(名)；(缅、老、柬)班；(东南亚国家华语)万；(法)邦；(中)饼(广东
话·威妥玛)；(德、塞、罗、阿拉伯)巴恩；(英)班恩

37 Banning 1 ['bæniŋ] n.班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班宁（男子名）；浪子娇娃（电影名）

38 basement 1 ['beismənt] n.地下室；地窖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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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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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42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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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between 2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45 beyond 2 [bi'jɔnd] prep.超过；越过；那一边；在...较远的一边 adv.在远处；在更远处 n.远处

46 border 2 ['bɔ:də] n.边境；边界；国界 vt.接近；与…接壤；在…上镶边 vi.接界；近似 n.(Border)人名；(英)博德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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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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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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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all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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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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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aty 1 卡蒂

55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56 celebration 1 [,seli'breiʃən] n.庆典，庆祝会；庆祝；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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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hang 1 [tʃɑ:ŋ, tʃæŋ] n.青稞酒（等于chong） n.(Chang)人名；(柬)章；(泰)昌

59 cheong 2 n.张/章（姓）

60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61 clashes 1 [klæʃ] n. 冲突；抵触；撞击声 vt. 使…发出撞击声 vi. 引起冲突

62 closed 1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63 coast 3 [kəust] vi.滑行；沿岸航行 vt.沿…岸航行 n.海岸；滑坡 n.(Coast)人名；(英)科斯特

64 coasts 1 英 [kəʊst] 美 [koʊst] n. 海岸；海滨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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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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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ommittee 1 [kə'miti] n.委员会

68 completed 1 [kəm'pliː tɪd] adj. 已完成的 v. 完成（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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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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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continues 1 [kən'tɪnju ]ː v. 继续；连续；维持；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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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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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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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count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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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county 1 ['kaunti] n.郡，县

77 crowd 1 [[kraud] n.群众,一伙;一堆,许多,大众 v.拥挤,挤满,挤进 vt.挤满,将...塞进;催促,催逼 vi.挤,拥挤,聚集

78 dan 1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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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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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defensive 1 [di'fensiv] adj.自卫的；防御用的 n.防御；守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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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denounced 1 [dɪ'naʊns] v. 谴责；告发；通告废除

84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85 desert 1 ['dezət] vt.遗弃；放弃；逃跑 vi.遗弃；开小差；逃掉 n.沙漠；荒原；应得的赏罚 adj.沙漠的；荒凉的；不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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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87 disaster 1 [,di'zɑ:stə] n.灾难，灾祸；不幸

88 disputed 1 [dɪsp'ju tːɪd] adj. 争议 动词dispu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9 distance 1 ['distəns] n.距离；远方；疏远；间隔 vt.疏远；把…远远甩在后面

90 divided 1 [di'vaidid] adj.分裂的；分开的；有分歧的 v.分开（divide的过去分词）；分离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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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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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d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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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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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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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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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astern 1 ['i:stən] adj.东方的；朝东的；东洋的 n.东方人；（美国）东部地区的人

98 economic 2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99 encroachment 2 [in'krəutʃmənt] n.侵入，侵犯；侵蚀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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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vacuation 2 [i,vækju'eiʃən] n.疏散；撤离；排泄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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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clusive 2 [ik'sklu:siv] adj.独有的；排外的；专一的 n.独家新闻；独家经营的项目；排外者

104 exercise 1 ['eksəsaiz] n.运动；练习；运用；操练；礼拜；典礼 vt.锻炼；练习；使用；使忙碌；使惊恐 vi.运动；练习

105 exercises 6 ['eksəsaiz] n.练习题，演习；运动

106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佩

107 fired 2 n.因祸得福（电影名） f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8 firing 2 ['faiəriŋ] n.开火；烧制；解雇；生火 v.开火；烧制；解雇（fire的ing形式）；点燃；激励 n.(Firing)人名；(英)法尔林

109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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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flying 2 ['flaiiŋ] adj.飞行的 n.飞行 v.飞（fly的ing形式）

111 for 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12 from 8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13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14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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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gre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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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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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grou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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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h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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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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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Halloween 1 [,hæləu'i:n] n.万圣节前夕（指十月三十一日夜晚）

122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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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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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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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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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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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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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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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highest 1 ['haiist] adj.最高的

130 hostile 2 ['hɔstail, -təl] adj.敌对的，敌方的；怀敌意的 n.敌对

131 hours 2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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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i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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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35 increasing 1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136 institute 1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137 inter 1 vt.埋；葬 n.跨性别（intersex的简写） n.(Inter)人名；(德)因特

138 intercept 1 [,intə'sept] vt.拦截；截断；窃听 n.拦截；[数]截距；截获的情报

139 intercepted 1 英 [ˌɪntə'sept] 美 [ˌɪntər'sept] n. 截取；妨碍；截距 vt. 拦截；阻止

140 int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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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involve 1 [in'vɔlv] vt.包含；牵涉；使陷于；潜心于

142 involved 1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3 Iraq 1 [i'rɑ:k; i'ræk] n.伊拉克（西南亚国家）

144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5 island 1 ['ailənd] n.岛；岛屿；安全岛；岛状物 adj.岛的 vt.孤立；使成岛状 n.(Island)人名；(英)艾兰

146 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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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its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48 japan 1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149 jurisdiction 1 [,dʒuəris'dikʃən] n.司法权，审判权，管辖权；权限，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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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kilometers 3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152 Korea 19 [kə'riə] n.韩国；朝鲜

153 Korea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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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koreas 1 科雷亚斯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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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landed 5 ['lændid] adj.拥有土地的；陆地上的 v.登陆，登岸（la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

157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58 launched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159 launches 4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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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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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least 2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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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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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limit 2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167 line 1 [lain] n.路线，航线；排；绳 vt.排成一行；划线于；以线条标示；使…起皱纹 vi.排队；站成一排 n.(Line)人名；(英)莱恩；
(俄)利涅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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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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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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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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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maritime 1 ['mæritaim] adj.海的；海事的；沿海的；海员的

172 matched 1 [mætʃt] adj. 匹配的 动词mat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73 meant 1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174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175 member 2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176 military 6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177 missile 7 ['misail, -səl] n.导弹；投射物 adj.导弹的；可投掷的；用以发射导弹的

178 missiles 7 ['mɪsaɪlz] 导弹

179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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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moving 2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182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183 nation 2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184 nations 2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85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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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needs 1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188 neutral 1 ['nju:trəl] adj.中立的，中性的；中立国的；非彩色的 n.中立国；中立者；非彩色；齿轮的空档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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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nll 2 ['en'el'el] (=nodular lepromatous leprosy) 结节性瘤型麻风,(=nodular lymphocytic lymphoma) 结节性淋巴细胞性淋巴瘤,(=normal
lower limit) 正常低限

191 north 2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192 northern 1 ['nɔ:ðən] adj.北部的；北方的 n.北部方言

193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94 novak 1 n.诺瓦克（人名）

195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196 nuclear 4 ['nju:kliə, 'nu:-] adj.原子能的；[细胞]细胞核的；中心的；原子核的

197 numb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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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199 of 1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00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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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official 3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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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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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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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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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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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our 3 ['auə, ɑ:] pron.我们的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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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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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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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overwhelming 2 [,əuvə'hwelmiŋ] adj.压倒性的；势不可挡的 v.压倒；淹没（overwhelm的ing形式）；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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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party 1 n.政党，党派；聚会，派对；当事人[复数parties] vi.参加社交聚会[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

214 paths 1 [pæθis] n.路径（path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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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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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18 possibly 1 ['pɔsəbli] adv.可能地；也许；大概

219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20 presidential 1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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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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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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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proportional 2 [prəu'pɔ:ʃənəl] adj.比例的，成比例的；相称的，均衡的 n.[数]比例项

225 proved 1 [p'ruːvd] v. 证明(证明是；检验；勘探；证明；试印)

226 provocative 2 [prəu'vɔkətiv] adj.刺激的，挑拨的；气人的 n.刺激物，挑拨物；兴奋剂

227 purely 1 ['pjuəli] adv.纯粹地；仅仅，只不过；完全地；贞淑地；清洁地

228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29 raid 2 n.袭击；突袭；搜捕；抢劫 vi.突袭 vt.袭击，突袭 n.(Raid)人名；(阿拉伯)拉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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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reckless 1 ['reklis] adj.鲁莽的，不顾后果的；粗心大意的 n.(Reckless)人名；(英)雷克利斯

232 record 1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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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re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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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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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resolutions 1 [ˌrezə'lu ʃːn] n. 决心；决定；解决；决议；坚决；分辨率

238 responses 2 [rɪs'pɒnsɪz] 名词response的复数形式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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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41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42 ruling 1 ['ru:liŋ] adj.统治的；主要的；支配的；流行的，普遍的 n.统治，支配；裁定

243 said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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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ea 3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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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se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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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ejong 1 [地名] [韩国] 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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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shells 1 ['ʃelz] n. 贝壳 名词shell的复数形式.

250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51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52 since 2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53 siren 1 ['saiərən] n.汽笛；迷人的女人；歌声动人的女歌手 adj.迷人的 vi.响着警报器行驶 vt.引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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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256 slowly 1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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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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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sokcho 1 [地名] [韩国] 束草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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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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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sounded 1 ['saʊndɪd] vbl. 听起来

263 south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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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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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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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started 2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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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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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till 1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270 stop 2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271 storm 3 [stɔ:m] n.暴风雨；大动荡 vi.起风暴；横冲直撞；狂怒咆哮 vt.猛攻；怒骂 n.(Storm)人名；(瑞典)斯托姆；(德)施托姆；
(英、西、芬)斯托姆

272 sto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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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suk 1 [su:k] n.苏克人；苏克族

274 surge 1 n.汹涌；大浪，波涛；汹涌澎湃；巨涌 v.汹涌；起大浪，蜂拥而来

275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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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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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tensions 1 ['tenʃn] n. 紧张；拉力；张力；紧张状态；[电]电压 vt. 使拉紧；使绷紧

279 territorial 3 [,teri'tɔ:riəl] adj.领土的；区域的；土地的；地方的 n.地方自卫队士兵

280 territory 2 ['teritəri] n.领土，领域；范围；地域；版图

281 test 2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282 tested 1 ['testid] adj.经受过考验的；经验定的 v.考验（test的过去分词）；测验

283 tests 2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284 th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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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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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the 5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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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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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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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threat 1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291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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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Thursday 1 ['θə:zdi; -dei] n.星期四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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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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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97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98 to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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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toward 1 [英 [tɔ:d, təʊrd, tə̍ wɔ:d] 美 [tɔrd, tord, təˈwɔrd]] prep.向；对于；为了；接近 adj.即将来到的，进行中的 n.(Toward)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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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towards 1 [tə'wɔ:dz, tu-, 'təuədz, twɔ:dz] prep.朝，向；对于；有助于

301 tragedy 1 ['trædʒidi] n.悲剧；灾难；惨案

302 training 1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303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304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05 ulleung 2 [地名] [韩国] 郁陵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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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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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309 us 1 pron.我们

310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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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usual 1 ['ju:ʒuəl] adj.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312 vigilant 2 ['vidʒilənt] adj.警惕的；警醒的；注意的；警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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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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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nings 2 n. 警告信息（warning的复数形式）

317 warplanes 3 n.军用机( warplane的名词复数 )

318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19 Waters 3 ['wɔ:təz] n.沃特斯（姓氏）

320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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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weapon 1 ['wepən] n.武器，兵器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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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324 Wednesday 3 ['wenzdi; -dei] n.星期三

325 weekend 1 [,wi:k'end, 'wi:kend] n.周末，周末休假；周末聚会 adj.周末的，周末用的 vi.度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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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were 4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28 weste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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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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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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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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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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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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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334 workers 1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335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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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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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yoon 1 n. 尹

340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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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zone 2 [zəun] n.地带；地区；联防 vi.分成区 vt.使分成地带；环绕 n.(Zone)人名；(塞)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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