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20 [As It Is] Israel Uses Robotic Weapons in West Bank 词词
汇表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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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bove 1 [ə'bʌv] prep.超过；在……上面；在……之上 adv.在上面；在上文 adj.上文的 n.上文

3 absence 1 ['æbsəns] n.没有；缺乏；缺席；不注意

4 Abu 1 abbr.亚洲广播联盟（AsianBroadcastUnion） n.(Abu)人名；(葡、哈萨、塔吉、吉尔、乌兹、阿塞、土库)阿布

5 abuse 1 [ə'bju:z, ə'bju:s] n.滥用；虐待；辱骂；弊端；恶习，陋习 vt.滥用；虐待；辱骂 n.(Abuse)人名；(英)阿比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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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ccess 1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8 according 1 adj.相符的；一致的；相应的；和谐的；调和的 adv.依照；根据；按照 v.给予(accord的现在分词)；使和谐一致；使
符合；使适合

9 accuracy 2 ['ækjurəsi] n.[数]精确度，准确性

10 accurate 1 ['ækjurət] adj.精确的

11 activist 1 ['æktivist] n.积极分子；激进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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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15 advanced 1 [əd'vɑ:nst, -'vænst] adj.先进的；高级的；晚期的；年老的 v.前进；增加；上涨（adva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6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17 aim 1 vt.目的在于；引导；把…对准 vi.打算；对准目标；瞄准 n.目的；目标；对准

18 al 4 [ɑ:l] abbr.美国联盟（AmericanLeague）；美国军团（AmericanLegion）；阿尔巴尼亚（Albania，欧洲一国家名）；美国亚拉
巴马州（Alabama） n.(Al)人名；(英)阿尔(Albert在美国的昵称)

19 alliance 1 [ə'laiəns] n.联盟，联合；联姻

20 allowed 1 adj.允许，容许的 v.允许；认可（allow的过去分词）

21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22 along 2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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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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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27 amro 1 (=Association of Medical Record Officers) 医学档案员协会

28 and 2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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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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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rms 1 [a:mz] n.臂（arm的复数）；[军]武器；纹章 v.武装；配备（arm的三单形式） n.(Arms)人名；(英)阿姆斯

32 army 4 ['ɑ:mi] n.陆军，军队

33 around 3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34 artificial 1 [,ɑ:ti'fiʃəl] adj.人造的；仿造的；虚伪的；非原产地的；武断的

35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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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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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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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automated 3 英 ['ɔː təʊmeɪtɪd] 美 ['ɔː toʊmeɪtɪd] adj. 自动化的 动词autom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0 awareness 1 n.意识，认识；明白，知道 n.人群对品牌或产品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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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ank 6 [bæŋk] n.银行；岸；浅滩；储库 vt.将…存入银行；倾斜转弯 vi.堆积；倾斜转弯 n.(Bank)人名；(英、德、俄)班克；(法、
匈)邦克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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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44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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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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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benjamin 1 ['bendʒəmin] n.本杰明（男子名）；受宠爱的幼子

48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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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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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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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breaking 1 ['breikiŋ] n.破坏；阻断 v.破坏（break的ing形式）

53 built 2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54 bullet 1 ['bulit] n.子弹；只选某党全部候选人的投票；豆子 vi.射出；迅速行进 n.(Bullet)人名；(法)比莱

55 bullets 4 ['bʊlɪts] n. 弹药；军火 名词bullet的复数形式.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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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button 1 n.按钮；纽扣 vt.扣住；扣紧；在…上装纽扣 vi.扣住；装有纽扣；扣上纽扣 n.(Button)人名；(英)巴顿

58 by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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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ameras 1 ['kæmərəz] 照相机； 暗箱； 摄像机； 摄影机

60 camp 3 [kæmp] vi.露营；扎营 vt.扎营；使扎营 n.露营 n.(Camp)人名；(英)坎普；(瑞典)坎普；(法)康

61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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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capable 1 ['keipəbl] adj.能干的，能胜任的；有才华的

63 car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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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ause 2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65 center 1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66 chie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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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y 2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68 civil 1 ['sivəl] adj.公民的；民间的；文职的；有礼貌的；根据民法的 n.(Civil)人名；(土)吉维尔；(法)西维尔

69 civilians 1 n. 平民；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

70 clash 1 [klæʃ] n.冲突，不协调；碰撞声，铿锵声 vi.冲突，抵触；砰地相碰撞，发出铿锵声 vt.使碰撞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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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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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come 1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74 comm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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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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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compan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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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79 computers 2 [kəm'pju tːəz] n.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

80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81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82 control 4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83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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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creating 1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85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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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damage 1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88 dangerous 1 ['deindʒərəs] adj.危险的 危险地

89 deadliest 1 ['dedli] adj. 致命的；如死一样的 adv. 非常地；如死一般地

90 deadly 2 ['dedli] adj.致命的；非常的；死一般的 adv.非常；如死一般地

91 deals 1 [diː l] n. 协定；交易；大量 v. 应付；分配；处理；交易；经营

92 deaths 1 ['deθs] 死亡人口

93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94 declined 1 [dɪ'klaɪn] v. 下降；减少；变弱；拒绝；倾斜 n. 衰微；跌落；晚年

95 dehumanization 1 [di:,hju:-mənai'zeiʃən, -ni'z-] n.非人化；灭绝人性；人性丧失

96 deploy 1 [di:'plɔi] vt.配置；展开；使疏开 vi.部署；展开 n.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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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digital 1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99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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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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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drones 2 英 [drəʊn] 美 [droʊn] n. 雄蜂；游手好闲者；无人驾驶飞机 n. 嗡嗡声；单调的声音 vi. 嗡嗡叫；混日子 vt. 单调低沉地说

103 dror 1 德罗尔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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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lsewhere 1 [,els'hwεə] adv.在别处；到别处

106 emotion 1 [i'məuʃən] n.情感；情绪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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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n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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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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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quipped 3 [ɪk'wɪpt] v. 装备；整装；预备 vbl. 装备；整装；预备

111 etc 2 adv.等等，及其他

112 ethical 1 ['eθikəl] adj.伦理的；道德的；凭处方出售的 n.处方药

113 Ethiopia 1 [,i:θi'əupiə] n.埃塞俄比亚

114 ev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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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ness 1 [ig'zæktnis] n.正确；精确

116 executive 1 adj.行政的；经营的；执行的，经营管理的 n.总经理；执行委员会；执行者；经理主管人员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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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treme 1 [ik'stri:m] adj.极端的；极度的；偏激的；尽头的 n.极端；末端；最大程度；极端的事物

119 factory 1 ['fæktəri] n.工厂；制造厂；代理店

120 fast 1 [fɑ:st, fæst] adj.快速的，迅速的；紧的，稳固的 adv.迅速地；紧紧地；彻底地 vi.禁食，斋戒 n.斋戒；绝食 n.(Fast)人名；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121 faster 1 ['fa:stə] adj.更快的 adv.更快地 n.(Faster)人名；(德、捷)法斯特

122 fear 1 [fiə] n.害怕；恐惧；敬畏；担心 vt.害怕；敬畏；为…担心 vi.害怕；敬畏；为…担心

123 fence 1 ['fens] n.栅栏；围墙；剑术 vt.防护；用篱笆围住；练习剑术 vi.击剑；搪塞；围以栅栏；跳过栅栏

124 files 1 [faɪlz] n. [计算机] DOS命令 : 设置允许同时打开的最多文件数 名词file的复数形式.

125 fire 4 ['faiə] n.火；火灾；炮火；炉火；热情；激情；磨难 vt.点燃；解雇；开除；使发光；烧制；激动；放枪 vi.着火；射击；开
枪；激动；烧火

126 firebombs 1 英 ['faɪəbɒm] 美 ['faɪərbɑːm] n. 燃烧弹 v. 投燃烧弹

127 fires 2 [fɑɪrs] n. 火力 名词fir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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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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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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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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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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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gas 4 [gæs] n.气体；[矿业]瓦斯；汽油；毒气 vt.加油；毒（死） vi.加油；放出气体；空谈 n.(Gas)人名；(法、德、西)加斯

135 gaza 1 ['geizə] n.加沙（地中海岸港市）

136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37 grenades 1 n. 手榴弹（grenade的复数） v. 扔手榴弹；用催泪弹攻击（grena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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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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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guard 2 [gɑ:d] n.守卫；警戒；护卫队；防护装置 vi.警惕 vt.保卫；监视 n.(Guard)人名；(英)格尔德

142 guided 1 ['gaidid] adj.有指导的；有向导的 v.指导（guide的过去分词）

143 gun 2 n.枪支；枪状物；持枪歹徒 vi.用枪射击；加大油门快速前进 vt.向…开枪；开大油门 n.(Gun)人名；(瑞典)贡；(英)冈；
(俄、意)古恩

144 guns 2 ['ɡʌnz] 枪炮

145 hack 1 vt.砍，猛踢 vi.砍，非法侵入（他人计算机系统） n.雇佣文人；杂务人员；砍 n.(Hack)人名；(英、西、芬、阿拉伯、毛
里求)哈克；(法)阿克

146 hacked 1 [hækt] 生气

147 h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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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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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h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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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headquarters 1 [,hed'kwɔ:təz] n.总部；指挥部；司令部

151 Hebron 3 ['hi:brən] n.希伯伦（即哈利勒，位于耶路撒冷南约40公里的小镇）

152 human 3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153 in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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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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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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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8 increasingly 1 [in'kri:siŋli] adv.越来越多地；渐增地

159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60 injuries 1 ['ɪndʒəri] n. 伤害；损害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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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instead 2 adv.代替；反而；相反

163 intelligence 1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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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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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is 1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7 Israel 9 ['izreiəl] n.以色列（亚洲国家）；犹太人，以色列人

168 Israeli 5 [iz'reili] adj.以色列的；以色列人的 n.以色列人

169 issa 1 n. (东北非的)伊萨人

170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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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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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its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72 john 2 [dʒɔn] n.厕所

173 kamel 1 卡梅

174 keg 2 [keg] n.小桶

175 kibbutz 1 [ki:'bu:ts] n.基布兹（以色列的集体农场）

176 killer 1 ['kilə] n.杀手；致死；止痛药；宰杀的器具；断路器 n.(Killer)人名；(德、匈、捷)基勒

177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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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Korea 2 [kə'riə] n.韩国；朝鲜

180 launching 1 ['lɔ:ntʃiŋ, 'lɑ:n] n.发射；下水；创设 v.发射；发动；开始从事（launch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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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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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legitimate 2 [li'dʒitimət, li'dʒitimeit] adj.合法的；正当的；合理的；正统的 vt.使合法；认为正当（等于legitimize）

184 lethal 3 ['li:θəl] adj.致命的，致死的 n.致死因子

185 lethality 1 [li'θæləti] n.杀伤力；致命性；毁坏性

186 li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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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88 limits 1 ['lɪmɪts] n.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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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located 2 英 [ləʊ'keɪtɪd] 美 ['loʊkeɪtɪd] adj. 处于；位于

191 lower 1 ['ləuə] vt.减弱，减少；放下，降下；贬低 vi.降低；减弱；跌落 adj.下游的；下级的；下等的 n.(Lower)人名；(英、意)洛
厄

192 machine 1 [mə'ʃi:n] n.机械，机器；机构；机械般工作的人 vt.用机器制造 n.(Machine)人名；(意)马基内

193 machines 3 [mə'ʃiː n] n. 机器；做事效率高的人；工具；车辆 v. 以机器制造

194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195 making 2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196 man 1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197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98 matter 1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199 mcneil 1 n. 麦克尼尔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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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michal 1 n.米甲（女子名）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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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militaries 2 英 ['mɪlətri] 美 ['mɪləteri] adj. 军事的 n. 军队

204 military 3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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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missiles 1 ['mɪsaɪlz] 导弹

207 misused 1 [ˌmɪs'juːs] vt. 误用；滥用 n. 误用；滥用

208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09 mor 1 [mɔ:] n.[土壤]粗腐殖质 n.(Mor)人名；(英、意、法、罗、塞、几、土)莫尔

210 moral 1 ['mɔrəl, 'mɔ:-] adj.道德的；精神上的；品性端正的 n.道德；寓意 n.(Moral)人名；(德、法、西、葡、土)莫拉尔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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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movement 2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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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214 nearby 1 ['niə'bai] adj.附近的，邻近的 adv.在附近 prep.在…附近

215 Netanyahu 1 n.内塔尼亚胡（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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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network 1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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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219 nightly 1 ['naitli] adj.夜间的；每夜的 adv.每夜

220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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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non 2 [nɔn] adv.非，不 n.投反对票的人，反对票 n.(Non)人名；(柬)嫩；(俄)诺恩

222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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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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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occupied 2 ['ɔkjupaid] adj.已占用的；使用中的；无空闲的 v.占有（occupy的过去分词）

226 of 1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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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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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Omar 1 ['əumɑ:] n.奥马尔（男子名）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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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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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on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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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operate 1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235 operated 1 ['ɒpəreɪtɪd] v. 操作；运动；运算；作战；见效；完成；开刀 动词op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6 or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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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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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otherwise 1 adv.否则；另外；在其他方面 adj.另外的；其他方面的；原本，本来 conj.其他；如果不；然后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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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overlooking 1 英 [ˌəʊvə'lʊk] 美 [ˌoʊvər'lʊk] v. 俯瞰；远眺；没注意到；忽视 n. 忽视；远眺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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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Palestine 1 ['pælistain] n.巴勒斯坦（西南亚地区名）

243 Palestinian 4 adj. 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人的 n. 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

244 palestinians 1 [ˌpælɪs'tɪnɪənz] n. 巴勒斯坦人 名词palestinian的复数形式.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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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patrol 1 [pə'trəul] n.巡逻；巡逻队；侦察队 vt.巡逻；巡查 vi.巡逻；巡查

247 Paul 1 [pɔ:l] n.保罗（男子名）

248 penetration 1 [,peni'treiʃən] n.渗透；突破；侵入；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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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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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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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population 1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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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powder 2 ['paudə] n.粉；粉末；[化工][军]火药；尘土 vt.使成粉末；撒粉；搽粉于 vi.搽粉；变成粉末

256 precise 1 [pri'sais] adj.精确的；明确的；严格的

257 precision 2 [pri'siʒən] n.精度，[数]精密度；精确 adj.精密的，精确的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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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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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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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262 producers 1 生产性

263 projectile 1 [prəu'dʒektail, -til] adj.抛射的；抛掷的；供抛射用的；（触角等）能伸出的 n.射弹；抛射体；自动推进武器

264 protesters 2 n.抗议者( protester的名词复数 ); 反对者; 拒绝者; 断言者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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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267 radar 1 ['reidə] n.[雷达]雷达，无线电探测器 n.(Radar)人名；(塞)拉达尔

268 raised 1 [[reizd] adj.凸起的；发酵的；浮雕的 v.提高（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举起；抚育，抚养

269 real 1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270 rebel 1 ['rebəl, ri'bel] vi.反叛；反抗；造反 n.反叛者；叛徒 adj.反抗的；造反的 n.(Rebel)人名；(德)雷贝尔；(英)里贝尔；(法)勒贝
尔

271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272 reduces 1 英 [rɪ'djuːs] 美 [rɪ'duːs] v. 减少；缩小；使落魄；简化；还原

273 refugee 2 [,refju'dʒi:, 'refjudʒi:] n.难民，避难者；流亡者，逃亡者

274 regarding 1 [ri'gɑ:diŋ, ri:-] prep.关于，至于

275 remote 2 [ri'məut] adj.遥远的；偏僻的；疏远的 n.远程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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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requires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278 residents 2 ['rezɪdənts] 居民

279 rights 3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80 risen 1 ['rizən] adj.升起的 v.升高；站起来；反抗（rise的过去分词）

281 robotic 5 [rəu'bɔtik] adj.机器人的，像机器人的；自动的 n.机器人学

282 robots 2 ['rəʊbɒts] 机器人

283 rules 2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84 run 1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285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286 said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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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Sam 1 n.萨姆（男子名）

288 saves 1 [seɪv] v. 救；节省；保存 n. 救援，救助

289 s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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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says 3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91 secretly 1 ['si:kritli] adv.秘密地；背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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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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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selected 1 [si'lektid] adj.挑选出来的

295 selection 1 [si'lekʃən] n.选择，挑选；选集；精选品

296 sensors 1 ['sensəz] 传感器

297 settler 1 ['setlə] n.移居者；殖民者 n.(Settler)人名；(德)泽特勒

298 s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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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shoot 1 [ʃu:t] vt.射击，射中；拍摄；发芽；使爆炸；给…注射 vi.射击；发芽；拍电影 n.射击；摄影；狩猎；急流

300 shooter 1 ['ʃu:tə] n.射手；枪炮

301 shooting 1 ['ʃu:tiŋ] n.射击；打猎；摄影；射门 v.射击（shoot的ing形式）

302 shots 1 英 [ʃɒt] 美 [ʃɑ tː] n. 注射；投篮；发射；拍摄；开枪；子弹 adj. (织物)闪色的；精疲力尽的；完了的 动词shoot的过去式和
过去分词.

303 simulation 1 [,simju'leiʃən] n.仿真；模拟；模仿；假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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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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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306 situational 1 [sitju'eiʃənəl, -tʃu-] adj.环境形成的；情形的

307 skin 1 [skin] n.皮肤；外皮 vt.剥皮 vi.愈合；长皮

308 slide 2 n.滑动；幻灯片；滑梯；雪崩 vi.滑动；滑落；不知不觉陷入 vt.滑动；使滑动；悄悄地迅速放置

309 small 1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
人名；(英)斯莫尔

310 smart 1 [smɑ tː] adj.聪明的；巧妙的；敏捷的；厉害的；潇洒的；剧烈的；时髦的 n.(Smart)人名；(法)斯马尔；(英、德)斯马特

311 soldiers 7 ['səuldʒə] n.[军]士兵；战士数量（soldier的复数）

312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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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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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southern 1 ['sʌðən] adj.南的；南方的 n.南方人 n.(Southern)人名；(英)萨瑟恩

315 speaking 1 ['spi:kiŋ] adj.演讲的；富于表情的，雄辩的 n.说话；演讲 v.讲（speak的ing形式）

316 spokeswoman 1 ['spəuks,wumən] n.女代言人，女代言人

317 sponge 5 [spʌndʒ] vt.抹掉；用海绵擦拭；讨得 vi.采集海绵；过寄生生活；海绵般地吸收 n.海绵；海绵状物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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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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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stone 1 [stəun] n.石头；结石；[宝]宝石 adj.石的，石制的 vt.向扔石块；用石头铺 n.(Stone)人名；(捷)斯托内；(瑞典)斯托内；
(英)斯通

321 stones 1 n.石子（stone的复数）；小石头 v.向…扔石子；用石块铺（stone的三单形式） n.(Stones)人名；(英)斯通斯

322 stopped 1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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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streets 1 [st'riː ts] 街道

325 strikes 1 [straɪk] n. 罢工；打击；殴打 v. 打；撞；罢工；划燃

326 strip 1 [strip] vt.剥夺；剥去；脱去衣服 n.带；条状；脱衣舞 vi.脱去衣服

327 student 1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328 stun 1 [stʌn] vt.使震惊；打昏；给以深刻的印象 n.昏迷；打昏；惊倒；令人惊叹的事物

329 such 4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330 supposedly 1 [sə'pəuzidli] adv.可能；按照推测；恐怕

331 Syrian 1 ['si:riən; 'si-] adj.叙利亚的；叙利亚语的；叙利亚人的 n.叙利亚人；叙利亚语

332 system 6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33 systems 7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334 target 1 n.目标，指标；（攻击的）对象；靶子 v.把...作为目标；面向，对准（某群体） n.（Target）美国塔吉特公司

335 targets 3 英 ['tɑːɡɪt] 美 ['tɑ rːɡɪt] n. 目标；对象；靶 vt. 把 ... 作为目标；瞄准

336 tear 4 [tɛə,tiə] n.眼泪,（撕破的）洞或裂缝,撕扯 vt.撕掉,扯下,扰乱 vi.流泪,撕破 n.(Tear)人名；(英)蒂尔

337 technologies 2 英 [tek'nɒlədʒi] 美 [tek'nɑ lːədʒi] n. 技术；工艺；工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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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tensions 2 ['tenʃn] n. 紧张；拉力；张力；紧张状态；[电]电压 vt. 使拉紧；使绷紧

340 test 1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341 testing 1 ['testiŋ] n.[试验]测试 adj.试验的；棘手的 v.测验；考查；受考验（test的ing形式）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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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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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the 5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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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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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48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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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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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351 throwing 2 英 ['θrəʊɪŋ] 美 ['θroʊɪŋ] n. 投掷运动 动词throw的现在分词形式.

352 ties 1 [taɪz] tie的复数形式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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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tipped 4 adj.焊接在尖头上的，镶齿的 v.使倾斜（tip的过去分词）；轻拍

355 to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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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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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touch 1 [tʌtʃ] vt.接触；触动；使轻度受害 vi.触摸；涉及；接近；提到 n.接触；触觉；格调；少许 n.(Touch)人名；(柬)杜；(英)
陶奇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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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特沃德

359 tower 2 ['tauə] n.塔；高楼；堡垒 vi.高耸；超越 n.(Tower)人名；(英)托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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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62 Ukraine 1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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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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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underground 1 ['ʌndəgraund] adv.在地下；秘密地 adj.地下的；秘密的；先锋派的 n.地下；地铁；地道；地下组织；秘密活动；
先锋派团体

366 underwater 1 ['ʌndə'wɔ:tə] adj.在水中的；水面下的 adv.在水下 n.水下

367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368 unrest 1 [,ʌn'rest] n.不安；动荡的局面；不安的状态

369 u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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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71 uses 2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372 using 3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73 vehicle 1 ['viː ɪk(ə)l] n.[车辆]车辆；工具；交通工具；运载工具；传播媒介；媒介物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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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victory 1 ['viktəri] n.胜利；成功；克服 n.(Victory)人名；(西)维多利；(英)维克托里

376 violence 3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377 violent 1 ['vaiələnt] adj.暴力的；猛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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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warning 1 ['wɔ:niŋ] n.警告；预兆；预告 adj.警告的；引以为戒的 v.警告（warn的ing形式） n.(Warning)人名；(德)瓦宁

380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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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w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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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weapon 2 ['wepən] n.武器，兵器

384 weapon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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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 wes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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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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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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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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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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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 with 9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91 without 2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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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witnesses 1 ['wɪtnəs] n. 目击者；证人 vt. 目击；经历；见证；出席；观察 vi. 证明；为(宗教信仰)做见证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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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 world 4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95 worse 1 [wə:s, 'wə:s] adj.更坏的；更差的；更恶劣的（bad的比较级）；（病情）更重的（ill的比较级） adv.更糟；更坏；更恶劣
地；更坏地 n.更坏的事；更恶劣的事

396 yagur 1 n. 亚古尔(位于巴勒斯坦地区；东经 35º05' 北纬 32º44')

397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98 young 1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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