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04 [As It Is] Ethiopian Government, Tigray Forces Agree to
End 'Hostilitie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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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13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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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be 8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6 wil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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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greement 7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8 Ethiopian 7 [,i:θi'əupiən] adj.埃塞俄比亚的；黑人的 n.埃塞俄比亚人；黑人

9 forces 7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10 i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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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government 6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2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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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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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deal 5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西)
迪尔

15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6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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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says 4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8 talks 4 ['tɔː ks] 会谈

19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0 after 3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21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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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days 3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23 end 3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24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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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is 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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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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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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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frican 2 ['æfrikən] adj.非洲的，非洲人的 n.非洲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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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3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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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difficult 2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35 Ethiopia 2 [,i:θi'əupiə] n.埃塞俄比亚

36 Federal 2 ['fedərəl] adj.联邦的；同盟的 n.北部联邦同盟盟员；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37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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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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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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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hostilities 2 英 [hɒ'stɪləti] 美 [hɑ 'ːstɪləti] n. 敌意；敌对状态；公开战争

40 incursion 2 [in'kə:ʃən] n.入侵；侵犯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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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nations 2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43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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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official 2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45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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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peace 2 [pi:s] n.和平；平静；和睦；秩序 n.(Peace)人名；(英)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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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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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provocation 2 [,prɔvə'keiʃən] n.挑衅；激怒；挑拨

50 signed 2 [saind] adj.有符号的；已签字的；有正负之分的 v.署名；写下；预示；示意（sign的过去分词）

51 signing 2 ['sainiŋ] n.签署；签字 v.签字；写下；示意（sign的ing形式）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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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terrorist 2 ['terərist] n.恐怖主义者，恐怖分子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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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thousands 2 ['θaʊzndz] n. 数千

56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57 union 2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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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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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VOA 2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61 weapon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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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Wednesday 2 ['wenzdi; -dei] n.星期三

63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64 accepted 1 [ək'septid] adj.公认的；录取的；可接受的；已承兑的 v.接受（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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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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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68 Africa 1 ['æfrikə] n.非洲

69 agree 1 [ə̍ ɡriː ] vt.同意，赞成；承认；约定，商定 vi.vi.同意，意见一致；约定，商定

70 agrees 1 [ə'ɡriː ] v. 同意；赞成；承认；符合；一致

71 Ahmed 1 n.艾哈迈德（男子名）

72 airports 1 ['eəpɔː ts] 机场

73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74 alongside 1 [ə'lɔŋ'said] adv.在旁边 prep.在……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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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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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angry 1 ['æŋgri] adj.生气的；愤怒的；狂暴的；（伤口等）发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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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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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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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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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83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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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85 blockade 1 [blɔ'keid] vt.封锁 n.阻塞

86 bord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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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Borders 1 n.鲍德斯（公司名，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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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buildings 1 ['bɪldɪŋz] n.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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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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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93 Caty 1 卡蒂

94 causes 1 [kɔː zɪz] n. 原因，理由；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

95 ceased 1 ['siː st] adj. 停止的；终了的 动词c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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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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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99 concession 1 [kən'seʃən] n.让步；特许（权）；承认；退位

100 concessions 1 [kən'seʃənz] n. (票价)优惠；让步；特许权 名词concess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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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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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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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date 1 [deit] n.日期；约会；年代；枣椰子 vi.过时；注明日期；始于（某一历史时期） vt.确定…年代；和…约会 n.(Date)人名；
(日)伊达(姓)；(英)戴特

105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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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deadline 1 ['dedlain] n.截止期限，最后期限

107 deadlines 1 ['dedlaɪn] n. 最后期限；(鉴于边上的)警戒线；截止时间

108 deployed 1 [dɪ'plɔɪ] v. 部署；展开；进入战斗位置；配置

109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110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1 designation 1 [,dezig'neiʃən] n.指定；名称；指示；选派

112 disarmament 1 [dis'ɑ:məmənt] n.裁军

113 disarmed 1 [dɪs'ɑ rːmd] adj. 缴械的；无防备的 动词disarm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4 displaced 1 [dis'pleist] adj.无家可归的；位移的；被取代的 n.无家可归者 v.取代（displace的过去分词）；移动…的位置；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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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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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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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ither 1 adj.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任何一个 conj.也（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根本 pron.任一，两方，随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119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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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nsure 1 [in'ʃuə] vt.保证，确保；使安全

122 Eritrea 1 [,eri'triə] n.厄立特里亚国（东非国家）；厄立特里亚省（埃塞俄比亚北部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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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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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126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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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final 1 ['fainl] adj.最终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 n.决赛；期末考试；当日报纸的末版

128 finished 1 ['finiʃt] adj.完结的，完成的；精巧的 v.完成；结束；毁掉（finish的过去分词形式）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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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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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fought 1 [fɔ:t] v.战斗（fight的过去分词）；打架

132 front 1 [frʌnt] n.前面；正面；前线 vt.面对；朝向；对付 vi.朝向 adj.前面的；正面的 adv.在前面；向前 n.(Front)人名；(法)弗龙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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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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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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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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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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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gunfire 1 ['gʌn,faiə] n.炮火；炮火声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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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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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hearts 1 英 [hɑ tː] 美 [hɑ rːt] n. 心；内心；中心；要点；红桃 v. 将…记在心里，铭记；鼓励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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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highways 1 ['haɪweɪz] 高速公路

144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45 humanitarian 1 [hju:,mæni'tεəriən] adj.人道主义的；博爱的；基督凡人论的 n.人道主义者；慈善家；博爱主义者；基督凡人论者

146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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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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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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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issu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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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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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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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la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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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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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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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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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liberation 1 [,libə'reiʃən] n.释放，解放

159 light 1 n.光；光线；灯；打火机；领悟；浅色；天窗 adj.轻的；浅色的；明亮的；轻松的；容易的；清淡的 vi.点着；变亮；着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160 Linda 1 ['lində] n.琳达（女子名）

161 little 1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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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64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165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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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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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movement 1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169 much 1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170 must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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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171 negotiations 1 [nɪɡəʊʃ'ɪeɪʃnz] n. 协商；谈判；磋商 名词negotiation的复数形式.

172 negotiator 1 [ni'gəuʃieitə, -si-] n.谈判者；磋商者；交涉者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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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75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76 observers 1 [əb'zɜːvəz] 观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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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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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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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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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83 painful 1 ['peinfl] adj.痛苦的；疼痛的；令人不快的

184 parties 1 英 ['pɑ tːi] 美 ['pɑ rːti] n. 聚会；宴会；政党；一伙人；[律]当事人 vi. 开派对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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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187 percent 1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188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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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pleased 1 [pli:zd] adj.高兴的；喜欢的；乐意做某事 v.满意；愿意（please的过去分词形式）

190 Pretoria 1 [pri:'tɔ:ri:ə] n.比勒陀利亚

191 prime 1 [praim] adj.主要的；最好的；基本的 adv.极好地 n.初期；青年；精华；全盛时期 vt.使准备好；填装 vi.作准备 n.(Prime)
人名；(英)普赖姆；(德)普里梅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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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proposal 1 [prəu'pəuzəl] n.提议，建议；求婚

194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195 ready 1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人名；(英)雷迪

196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197 reporting 1 英 [rɪ'pɔː tɪŋ] 美 [rɪ'pɔː 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198 representatives 1 [reprɪ'zentətɪvz] n. 众议院议员；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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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01 saved 1 ['seɪvd] adj. 保存了的；获救的 v. 救；节省；保存（动词s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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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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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205 sets 1 n.[数]集合，设置（set的复数） v.放置（set单三形式）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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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shire 1 ['ʃaiə] n.郡 休息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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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sides 1 [saɪdz] n.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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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sounds 1 ['saʊndz] n. 声音，响声（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 v. 听起来；感觉起来；发出声音；发音（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
形式）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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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southern 1 ['sʌðən] adj.南的；南方的 n.南方人 n.(Southern)人名；(英)萨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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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spokesman 1 ['spəuksmən] n.发言人；代言人

215 starting 1 ['stɑ tː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216 step 1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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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sudden 1 ['sʌdən] adj.突然的，意外的；快速的 n.突然发生的事

219 surrender 1 [sə'rendə] vt.使投降；放弃；交出；听任 vi.投降；屈服；自首 n.投降；放弃；交出；屈服

220 take 1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221 temporary 1 ['tempərəri] adj.暂时的，临时的 n.临时工，临时雇员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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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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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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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Thursday 1 ['θə:zdi; -dei] n.星期四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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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town 1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228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29 unnamed 1 [ˌʌn'neɪmd] adj. 未命名的；不知名的；无名的；没有提及的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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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32 vehicles 1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233 visit 1 ['vizit] n.访问；参观；逗留 vt.访问；参观；视察 vi.访问；暂住；闲谈 n.(Visit)人名；(老)维西；(泰)威实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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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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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welcome 1 ['welkəm] adj.受欢迎的 n.欢迎 vt.欢迎 int.欢迎 n.(Welcome)人名；(英)韦尔科姆

237 welco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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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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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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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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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whose 1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242 widely 1 ['waidli] adv.广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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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word 1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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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worker 1 ['wə:kə] n.工人；劳动者；职蚁 n.(Worker)人名；(英)沃克

247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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