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2-28 [As It Is] North Korean Drones Fly into South Korean
Airspac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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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id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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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drones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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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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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Korea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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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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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nd 1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9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 i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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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i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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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Korea 8 [kə'riə] n.韩国；朝鲜

13 north 8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14 military 7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15 not 7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6 they 7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7 were 7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8 drone 5 n.雄蜂；嗡嗡的声音；懒惰者 n.无人机（非正式） vi.嗡嗡作声；混日子 vt.低沉地说 n.n.(Drone)人名；(法)德罗纳

19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0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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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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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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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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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dow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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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group 4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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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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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unmanned 4 [,ʌn'mænd] adj.无人的；无人操纵的；被阉割的 v.使失去男子气质（unm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9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0 airspace 3 ['εəspeis] n.空域；领空；空间

31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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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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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feel 3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34 flying 3 ['flaiiŋ] adj.飞行的 n.飞行 v.飞（fly的ing形式）

35 leaders 3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36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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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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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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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pinkston 3 n. 平克斯顿

39 Seoul 3 [səul; 'sjə:ul] n.汉城，首尔（韩国首都）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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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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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surveillance 3 [sə:'veiləns, sə-] n.监督；监视

43 those 3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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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Tuesday 3 ['tju:zdi; -dei] n.星期二

46 vehicles 3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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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49 would 3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50 ac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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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adapt 2 [ə'dæpt] vt.使适应；改编 vi.适应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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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aircraft 2 ['εəkrɑ:ft] n.飞机，航空器

54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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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57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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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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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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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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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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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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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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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f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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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fly 2 [flai] vi.飞；驾驶飞机；飘扬 vt.飞行；飞越；使飘扬 n.飞行；苍蝇；两翼昆虫 adj.敏捷的 n.(Fly)人名；(法)弗利；(英)弗莱

68 follo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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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future 2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70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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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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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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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74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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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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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79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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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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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pictures 2 ['pɪktʃəz] n.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

83 plans 2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84 report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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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Russia 2 ['rʌʃə] n.俄罗斯

86 sent 2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87 shoo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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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sm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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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speci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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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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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92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93 t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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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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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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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track 2 [træk] n.轨道；足迹，踪迹；小道 vt.追踪；通过；循路而行；用纤拉 vi.追踪；走；留下足迹

97 trying 2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98 Ukraine 2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99 uncomfortable 2 [,ʌn'kɔmfətəbl] adj.不舒服的；不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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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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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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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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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works 2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106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07 yoon 2 n. 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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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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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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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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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ahead 1 adj.向前；在前的；领先 adv.向前地；领先地；在（某人或某事物的）前面；预先；在将来，为未来

113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14 answer 1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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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arm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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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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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ttempts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119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120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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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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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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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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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caf 1 abbr. 加拿大武装部队(=Canadian Armed Forces) abbr. 成本加运费(=cost and freight)

126 carefully 1 ['kɛəfəli] adv.小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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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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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carrying 1 ['kærɪɪŋ] adj. 运送的；运输的 n. 运送；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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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131 citizens 1 ['sɪtɪzənz] 公民

132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
除；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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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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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concern 1 vt.涉及，关系到；使担心 n.关系；关心；关心的事；忧虑

136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137 crossed 1 [krɔst] adj.交叉的；划掉的；十字形的 v.交叉；越过（cro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8 crossing 1 ['krɔ:siŋ] n.十字路口；杂交；横渡；横道 v.横越（cross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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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dean 1 n.院长；系主任；教务长；主持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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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143 devices 1 [dɪ'vaɪsɪz] n. 设备

144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45 discussed 1 [dɪs'kʌst] adj. 被讨论的；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6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147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148 doubt 1 [daut] n.怀疑；疑问；疑惑 v.怀疑；不信；恐怕；拿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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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ase 1 [i:z] vt.减轻，缓和；使安心 n.轻松，舒适；安逸，悠闲 vi.减轻，缓和；放松；灵活地移动

151 effective 1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152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153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154 failure 1 ['feiljə] n.失败；故障；失败者；破产

155 faith 1 [feiθ] n.信仰；信念；信任；忠实 n.(Faith)人名；(匈)福伊特；(英)费思，费丝(女名)；(瑞典)法伊特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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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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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fighting 1 ['faitiŋ] adj.战斗的；好战的；适于格斗的 n.战斗，搏斗 v.奋斗（fight的ing形式）；打仗；与…进行拳击

159 fired 1 n.因祸得福（电影名） f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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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flights 1 [flaɪt] n. 飞行；航班；镖尾；逃走，逃离，溃逃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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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form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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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65 friedell 1 n. 弗里德尔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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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gallo 1 [gæləu] adj.法国的

168 ganghwa 1 n. 江华(在北朝鲜；东经 126º30' 北纬 37º45')

169 glad 1 adj.高兴的；乐意的 vt.使......高兴 n.(Glad)人名；(塞、瑞典)格拉德；(英)格莱德；(法、挪)格拉

170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171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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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greatly 1 ['greitli] adv.很，大大地；非常

173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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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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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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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177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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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incorrect 1 [,inkə'rekt] adj.错误的，不正确的；不适当的；不真实的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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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82 lack 1 [læk] vt.缺乏；不足；没有；需要 vi.缺乏；不足；没有 n.缺乏；不足 n.(Lack)人名；(老)拉；(英、法、意、葡、匈)拉
克；(匈)洛克

183 lacking 1 ['lækiŋ] adj.缺乏的；没有的；不足的 v.缺少；不足（lack的ing形式）

184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185 lee 1 [li:] n.保护；背风处 adj.保护的；庇荫的；避风的 n.(Lee)人名；(朝)李；(中)李(普通话·威妥玛)；(柬)利；(中)李(广东话·威
妥玛)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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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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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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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90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191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192 made 1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193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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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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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meeting 1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197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198 meters 1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199 missed 1 [mɪs] n. [M-]小姐 vt. 想念 vt. 错过；漏掉

200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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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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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observe 1 vt.庆祝 vt.观察；遵守；说；注意到；评论 vi.观察；说；注意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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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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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08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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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part 1 n.部分；角色；零件；一些；片段 vt.分离；分配；分开 vi.断裂；分手 adv.部分地 adj.部分的 n.(Part)人名；(英、瑞典)帕
特；(泰)巴；(法)帕尔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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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permission 1 [pə'miʃən] n.允许，许可

213 permitted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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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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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plan 1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216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17 political 1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218 preparedness 1 [pri'pεəridnis, -pεəd-] n.有准备；已准备；做好准备(尤指作战准备)

219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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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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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regrets 1 [rɪ'ɡret] v. 后悔；惋惜；为 ... 感到遗憾 n. 遗憾；抱歉；后悔

224 relations 1 [ri'leʃənz] n.关系；交往；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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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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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runs 1 [rʌnz] n.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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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seeing 1 ['si:iŋ] n.看见；视觉；观看；视力 conj.因为；由于；鉴于 adj.看见的；有视觉的 v.看见（see的ing形式）

230 shim 1 [ʃim] vt.用木片或夹铁填；夹铁 n.填隙用木片；夹铁 n.(Shim)人名；(朝)沈

231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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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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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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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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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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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suk 1 [su:k] n.苏克人；苏克族

238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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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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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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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243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44 trained 1 [treɪnd] adj.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5 troy 1 [trɔi] n.特洛伊（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古城）；特洛伊（美国纽约州一城市）

246 turning 1 ['tə:niŋ] n.转向；旋转；回转；转弯处 v.旋转（turn的ing形式）

247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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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50 violation 1 [,vaiə'leiʃən] n.违反；妨碍，侵害；违背；强奸

251 violations 1 [vaɪə'leɪʃnz] n. 侵害，违反（名词violation的复数形式）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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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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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watching 1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255 week 1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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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William 1 ['wiljəm] n.威廉（男子名）；钞票，纸币

258 with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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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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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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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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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62 worry 1 ['wʌri, 'wə:ri] n.担心；烦恼；撕咬 vt.担心；发愁；折磨 vi.担心；烦恼；撕咬

263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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