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08 [As It Is] North Korea_ Missile Tests Are Preparation for
an Attack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Korea 18 [kə'riə] n.韩国；朝鲜

3 and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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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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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north 15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6 of 1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7 south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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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military 9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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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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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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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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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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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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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drills 6 [drɪlz] n. 钻；训练；演习；斜纹布 名词drill的复数形式.

16 Korea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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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missile 6 ['misail, -səl] n.导弹；投射物 adj.导弹的；可投掷的；用以发射导弹的

18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9 exercises 5 ['eksəsaiz] n.练习题，演习；运动

20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1 its 5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2 missiles 5 ['mɪsaɪlz] 导弹

23 nuclear 5 ['nju:kliə, 'nu:-] adj.原子能的；[细胞]细胞核的；中心的；原子核的

24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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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som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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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were 5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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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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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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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tests 4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31 allies 3 ['ælaiz] n.（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同盟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协约国

32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33 answer 3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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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could 3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36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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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including 3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38 la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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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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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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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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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week 3 [wi:k] n.周，星期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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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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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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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aimed 2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46 air 2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47 andrew 2 ['ændru:] n.安德鲁（男子名）

48 annual 2 ['ænjuəl] adj.年度的；每年的 n.年刊，年鉴；一年生植物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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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atta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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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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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bases 2 ['beisi:z] n.基础（base的复数形式）；根据；主要成分 n.(Bases)人名；(西)巴塞斯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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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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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arry 2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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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nding 2 ['endiŋ] n.结局；结尾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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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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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flew 2 [flu:] v.飞，飞翔（fly的过去式） n.(Flew)人名；(英)弗卢

61 for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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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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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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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Kim 2 [kim] n.金姆（人名）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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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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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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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meant 2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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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71 preparation 2 [,prepə'reiʃən] n.预备；准备

72 regime 2 [rei'ʒi:m, ri-, ri'dʒi:m] n.政权，政体；社会制度；管理体制

73 showed 2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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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smith 2 [smiθ] n.铁匠；锻工；制作者 vt.锻制 vi.锻打金属；当锻工

76 staff 2 [stɑ:f, stæf] n.职员；参谋；棒；支撑 adj.职员的；行政工作的 vt.供给人员；给…配备职员 vi.雇用工作人员 n.(Staff)人名；
(德、匈)施塔夫；(瑞典、英)斯塔夫

77 statement 2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78 Stat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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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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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81 technology 2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82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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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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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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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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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87 warned 2 英 [wɔː n] 美 [wɔː 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88 warplanes 2 n.军用机( warplane的名词复数 )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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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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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yoon 2 n. 尹

92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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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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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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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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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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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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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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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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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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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any 1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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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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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attacks 1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107 Austin 1 ['ɔ:stin] n.奥斯丁（人名）；英国制汽车牌名

108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09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110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111 bombers 1 n. 轰炸机；喷射机；扔炸弹的人（bomber的复数形式）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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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bs 1 [bi:z] abbr.英国标准（BritishStandard）；理学士（BachelorofScience）

114 canceled 1 ['kænsl] v. 取消；作废；注销；抵消；删除 n. 取消；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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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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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118 chiefs 1 n. 首领（chief的复数）

119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20 coastal 1 ['kəustəl] adj.沿海的；海岸的

121 command 1 [kə'mɑ:nd] vi.命令，指挥；控制 vt.命令，指挥；控制；远望 n.指挥，控制；命令；司令部 n.(Command)人名；(法)
科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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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continued 1 [kən'tinju:d] adj.继续的；持久的 v.继续；逗留；维持原状（continu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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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cruise 1 [kru:z] vi.巡航，巡游；漫游 vt.巡航，巡游；漫游 n.巡航，巡游；乘船游览 n.(Cruise)人名；(德)克鲁伊泽；(英)克鲁斯

126 danger 1 ['deindʒə] n.危险；危险物，威胁 n.(Danger)人名；(法)当热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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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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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de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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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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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defense 1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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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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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destruction 1 [di'strʌkʃən] n.破坏，毁灭；摧毁

135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136 diplomatic 1 [,diplə'mætik] adj.外交的；外交上的；老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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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distances 1 ['dɪstəns] n. 距离；路程；远方 vt. 与 ... 保持距离；把(对手)甩在后面

139 drill 1 n.训练；钻孔机；钻子；播种机；演习 vi.钻孔；训练 vt.钻孔；训练；条播 n.(Drill)人名；(德、英)德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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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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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43 electromagnetic 1 [i,lektrəumæg'netik] adj.电磁的

144 e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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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nemy 1 ['enimi] n.敌人，仇敌；敌军 adj.敌人的，敌方的

146 energy 1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147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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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panding 1 英 [ɪks'pændɪŋ] 美 [ɪk'spændɪŋ] adj. 扩展的；扩充的 动词expand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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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plodes 1 英 [ɪk'spləʊd] 美 [ɪk'sploʊd] vi. 爆炸；激增；爆发 vt. 使爆炸；驳倒

152 fall 1 [fɔ:l] vi.落下；变成；来临；减弱 n.下降；秋天；瀑布 vt.砍倒；击倒 adj.秋天的 n.(Fall)人名；(法、芬、瑞典)法尔；(英、
匈)福尔；(阿拉伯)法勒

153 Falls 1 [fɔ:ls] n.[水文]瀑布；陨石 v.下降（fall的第三人称单数） n.(Falls)人名；(英)福尔斯

154 fell 1 [fel] adj.凶猛的；毁灭性的 vt.砍伐；打倒；击倒 n.[林]一季所伐的木材；折缝；兽皮 v.掉下；摔倒；下垂；变坏（fall的过
去式） n.(Fell)人名；(英、法、德)费尔

155 fighter 1 ['faitə] n.战士，斗争者；斗士；奋斗者；好战者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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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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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159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160 form 1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161 forward 1 ['fɔ:wəd] adj.向前的；早的；迅速的 adv.向前地；向将来 vt.促进；转寄；运送 n.前锋 n.(Forward)人名；(英)福沃德

162 Friday 1 ['fraidi] n.星期五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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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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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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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grou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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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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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happening 1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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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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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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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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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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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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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increase 1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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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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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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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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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jets 1 [dʒet] n. 喷气式飞机；喷口；喷射；喷气式发动机 v. 喷射；喷出；搭乘喷射式飞机

182 jin 1 [dʒin] n.（汉语）斤（重量单位）；神灵（等于jinni） n.(Jin)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仁；(英)吉恩

183 joint 1 [dʒɔint] n.关节；接缝；接合处，接合点；（牛，羊等的腿）大块肉 adj.共同的；连接的；联合的，合办的 vt.连接，贴
合；接合；使有接头 vi.贴合；生节 n.(Joint)人名；(法)茹安

184 kilometers 1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185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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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Lloyd 1 [lɔid] n.劳埃德（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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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militaries 1 英 ['mɪlətri] 美 ['mɪləteri] adj. 军事的 n. 军队

190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191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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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observers 1 [əb'zɜːvəz] 观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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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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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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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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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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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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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paralyze 1 ['pærəlaiz] vt.使麻痹；使瘫痪

203 paralyzing 1 英 ['pærəlaɪz] 美 ['pærə̩ laɪz] vt. 使 ... 瘫痪； 使目瞪口呆 =paralyse（英）

204 partners 1 英 ['pɑ tːnə(r)] 美 ['pɑ rːtnər] n. 伙伴；搭档；伴侣；合伙人 v. 同 ... 合作；做 ... 的搭档

205 path 1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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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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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planned 1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209 planning 1 ['plæniŋ] n.规划；计划编制 v.计划；设计；预期（plan的ing形式）

210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11 position 1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212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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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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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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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program 1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217 promised 1 英 ['prɒmɪs] 美 ['prɑːmɪs] n. 诺言；预示；约定；(有)希望 v. 允诺；发誓；答应；有希望

218 provocation 1 [,prɔvə'keiʃən] n.挑衅；激怒；挑拨

219 provocations 1 n.挑衅( provocation的名词复数 ); 激怒; 刺激; 愤怒的原因

220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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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readiness 1 ['redinis] n.敏捷，迅速；准备就绪；愿意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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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25 reduced 1 [ri'dju:st] adj.减少的；[数]简化的；缩减的

226 reduction 1 n.减少；下降；缩小；还原反应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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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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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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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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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aturday 1 ['sætədi; -dei] n.星期六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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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sea 1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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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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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self 1 [self] n.自己，自我；本质；私心 adj.同一的 vt.使自花授精；使近亲繁殖 vi.自花授精 n.(Self)人名；(英)塞尔夫

238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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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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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southeastern 1 [,sauθ'i:stən] adj.东南方的；朝东南的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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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triking 1 ['straikiŋ] adj.显著的，突出的，惊人的；打击的；罢工的 v.打（strike的ing形式）

244 stronger 1 [英[strɒŋə(r)] 美[strɒŋə]] adj.更强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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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suggest 1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247 suk 1 [su:k] n.苏克人；苏克族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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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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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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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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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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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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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55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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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threaten 1 ['θretən] vt.威胁；恐吓；预示 vi.威胁；可能来临

257 Thursday 1 ['θə:zdi; -dei] n.星期四

258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59 towards 1 [tə'wɔ:dz, tu-, 'təuədz, twɔ:dz] prep.朝，向；对于；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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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travels 1 ['trævəlz] n. 漫游；旅行 名词travel的复数形式.

262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63 Ulsan 1 n.韩国蔚山

264 unacceptable 1 [,ʌnək'septəbl] adj.不能接受的；不受欢迎的

265 unclear 1 英 [ˌʌn'klɪə(r)] 美 [ˌʌn'klɪr] adj. 不清楚的；含混的

266 upset 1 vt.使心烦；颠覆；扰乱 vi.翻倒 adj.心烦的；混乱的；弄翻的 n.混乱；翻倒；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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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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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warhead 1 ['wɔ:hed] n.弹头

270 warheads 1 ['wɔː hedz] 战斗部

271 warn 1 [wɔ:n] vt.警告，提醒；通知 vi.发出警告，发出预告 n.(Warn)人名；(英)沃恩；(德)瓦恩

272 warnings 1 n. 警告信息（warning的复数形式）

273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74 Waters 1 ['wɔ:təz] n.沃特斯（姓氏）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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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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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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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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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81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82 yearly 1 ['jə:li, 'jiə-] adj.每年的 adv.每年；一年一次 n.年刊；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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