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9-06 [As It Is] Soviet Nerve Agent Linked to Russian
Politician Il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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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ident 1 ['æksidənt] n.事故；意外；[法]意外事件；机遇

3 accusation 1 [,ækju:'zeiʃən] n.控告，指控；谴责

4 accuse 1 [ə'kju:z] vt.控告，指控；谴责；归咎于 vi.指责；控告

5 accused 1 [ə'kju:zd] n.被告 adj.被控告的 v.指责；控告（accus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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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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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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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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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2 agencies 1 ['eɪdʒənsi] n. 代理；代理处；政府机构

13 agent 6 ['eidʒənt] n.代理人，代理商；药剂；特工 vt.由…作中介；由…代理 adj.代理的 n.(Agent)人名；(罗)阿真特

14 agents 7 n.媒介；[法][贸易]代理人；药剂（agent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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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lexei 1 阿列克谢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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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lso 6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9 amount 2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20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21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2 an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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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a 1 ['ændʒilə] n.安吉拉（女子名）

24 announcement 1 [ə'naunsmənt] n.公告；宣告；发表；通告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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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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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nti 1 ['ænti, -tai] adj.反对的 n.反对者，反对论者 n.(Anti)人名；(意)安蒂；(阿拉伯)安提

28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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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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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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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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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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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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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attempted 2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36 banned 1 [bæn] v. 禁止；剥夺权利 n. 禁令；禁止

37 batch 3 [bætʃ] n.一批；一炉；一次所制之量 vt.分批处理 n.(Batch)人名；(英)巴奇

38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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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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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ottle 1 ['bɔtl] n.瓶子；一瓶的容量 vt.控制；把…装入瓶中 vi.（街头艺人演出后）收拢钱币

42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43 British 1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44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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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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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47 campaign 1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48 carried 1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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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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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en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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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hancellor 1 ['tʃɑ:nsələ, 'tʃæn-] n.总理（德、奥等的）；（英）大臣；校长（美国某些大学的）；（英）大法官；（美）首席法官
n.(Chancellor)人名；(英)钱塞勒

53 chemical 9 ['kemikəl] n.化学制品，化学药品 adj.化学的

54 chemicals 1 ['kemɪklz] n. 化学药品；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

55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56 class 2 n.阶级；班级；种类；班；等级 vt.分类；把…分等级；把…归入某等级，把…看作（或分类、归类）；把…编入某一班
级 adj.极好的；很好的，优秀的，出色的 vi.属于…类（或等级），被列为某类（或某级） n.（英、德）克拉斯（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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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lothing 1 ['kləuðiŋ] n.（总称）[服装]服装；帆装 v.覆盖（clothe的ing形式）；给…穿衣

59 collapsed 2 [kə'læpzd] adj. 倒塌的

60 coma 2 ['kəumə] n.[医]昏迷；[天]彗形像差 n.(Coma)人名；(法、西)科马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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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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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ontaining 1 [kən'teɪnɪŋ] n. 包含；包括 v. 容纳；包含；抑制；克制（动词contain的现在分词）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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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onvention 1 [kən'venʃən] n.大会；[法]惯例；[计]约定；[法]协定；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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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reated 3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68 creation 1 [kri:'eiʃən] n.创造，创作；创作物，产物

69 critic 1 ['kritik] n.批评家，评论家；爱挑剔的人

70 critical 1 ['kritikəl] adj.鉴定的；[核]临界的；批评的，爱挑剔的；危险的；决定性的；评论的

71 daughter 2 ['dɔ:tə] n.女儿；[遗][农学]子代 adj.女儿的；子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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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deadly 3 ['dedli] adj.致命的；非常的；死一般的 adv.非常；如死一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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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denied 1 [dɪ'naɪəd] adj. 被否认的；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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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design 1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78 designed 1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79 desired 1 [di'zaiəd] adj.渴望的；想得到的 v.渴望，要求（desire的过去分词形式）

80 destruction 2 [di'strʌkʃən] n.破坏，毁灭；摧毁

81 died 1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82 dmitry 1 n. 德米特里



83 doctors 1 英 ['dɒktə(r)] 美 ['dɑːktər] n. 博士；医生 v. 篡改，伪造；阉割

84 document 1 n.文件，公文；[计]文档；证件 vt.记录，记载

85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86 d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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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door 1 [dɔ:] n.门；家，户；门口；通道 n.(Door)人名；(英)多尔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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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drink 1 [driŋk] vt.喝，饮；吸收；举杯庆贺 vi.喝酒；饮水；干杯 n.酒，饮料；喝酒

90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91 economic 1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92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93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94 England 1 n.英格兰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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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97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98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99 experts 1 英 ['ekspɜːt] 美 ['ekspɜːr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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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few 2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02 fiercest 1 英 [fɪəs] 美 [fɪrs] adj. 强烈的；凶猛的；酷烈的

103 fir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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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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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flight 2 [flait] n.飞行；班机；逃走 vt.射击；使惊飞 vi.迁徙 n.(Flight)人名；(英)弗莱特

106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07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8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109 foreign 1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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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12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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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fuel 1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115 generation 1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116 George 1 [dʒɔ:dʒ] n.乔治（男子名）；自动操纵装置；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

117 German 1 ['dʒə:mən]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n.德语；德国人

118 Germany 1 ['dʒə:məni] n.德国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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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grade 1 [greid] n.年级；等级；成绩；级别；阶段 vt.评分；把…分等级 vi.分等级；逐渐变化 n.(Grade)人名；(英)格雷德；(法、
德、西、葡、塞、瑞典)格拉德

121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122 guns 1 ['ɡʌnz] 枪炮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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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hands 1 n.[解剖]手（hand的复数） v.给，传递（hand的单三形式） n.(Hands)人名；(英)汉兹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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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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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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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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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130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31 his 3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32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33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134 hospital 2 ['hɔspitəl] n.医院 n.(Hospital)人名；(英)霍斯皮特尔

135 house 1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名；(英)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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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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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identify 2 vt.确定；鉴定；识别，辨认出；使参与；把…看成一样vi.确定；认同；一致

139 illness 2 ['ilnis] n.病；疾病

140 impossible 1 [im'pɔsəbl] adj.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的；难以忍受的；不真实的 n.不可能；不可能的事

141 in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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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43 ingredients 1 [ɪŋ'riː diənts] n. 配料；作料；材料 名词ingredient的复数形式.

144 intelligence 2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145 intend 1 [in'tend] vt.打算；想要；意指 vi.有打算

146 intended 1 [in'tendid] adj.故意的，有意的；打算中的 n.已订婚者 v.打算；准备（intend的过去分词）

147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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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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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investigation 1 [in,vesti'geiʃən] n.调查；调查研究

151 investigators 1 [ɪn'vestɪɡeɪtəz] 侦查人员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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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4 i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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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items 1 ['aɪtəm] n. 项目；条款；一件商品（或物品）；一则或一条新闻 adv.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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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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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just 1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159 kill 1 [kil] vt.杀死；扼杀；使终止；抵消 vi.杀死 n.杀戮；屠杀 adj.致命的；致死的 n.(Kill)人名；(德)基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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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kilograms 1 ['kɪləgræm] 千克；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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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lab 2 [læb] n.实验室，研究室

164 laboratories 1 英 [lə'bɒrətri] 美 ['læbrətɔːri] n. 实验室



165 labs 1 abbr. 激光作用瞄准系统(=Laser Active Boresight System) abbr. 低空轰炸系统(=Low-Altitude Bombing System)

166 la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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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later 2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168 latest 1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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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leadership 1 ['li:dəʃip] n.领导能力；领导阶层

171 leading 1 ['li:diŋ] adj.领导的；主要的 n.领导；铅板；行距 v.领导（lead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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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lef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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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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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176 liquid 1 ['likwid] adj.液体的；清澈的；明亮的；易变的 n.液体，流体；流音

177 list 1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178 listed 1 ['listid] adj.列出的；表列的；已登录的 v.列出；登记（list的过去分词）

179 local 2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180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
(英)卢克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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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mad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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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184 manufactured 1 [mænjʊ'fæktʃəd] adj. 制成的；人造的 动词manufactu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5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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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measures 1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188 Merkel 1 n. 默克尔

189 metric 1 ['metrik] adj.公制的；米制的；公尺的 n.度量标准

190 military 2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191 milligram 1 ['miligræm] n.毫克

192 minutes 1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193 Moscow 2 ['mɔskəu] n.莫斯科（俄罗斯首都）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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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murder 1 ['mə:də] vt.谋杀，凶杀 n.谋杀，凶杀 vi.杀人，犯杀人罪

196 naryshkin 1 纳雷什金

197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98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99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200 nerve 12 [nə:v] n.神经；勇气；[植]叶脉 vt.鼓起勇气

201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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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n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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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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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odorless 2 ['əudəlis] adj.没有气味的

206 of 2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07 Omsk 1 [ɔ:msk] n.鄂木斯克（苏联城市）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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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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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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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opposition 1 [,ɔpə'ziʃən] n.反对；反对派；在野党；敌对

212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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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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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o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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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oversee 1 [,əuvə'si:] vt.监督；审查；俯瞰；偷看到，无意中看到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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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219 person 1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220 peskov 1 佩斯科夫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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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placed 2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3 poisoned 1 ['pɔɪzənd] adj. 中毒的 动词pois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24 poisoning 7 ['pɔizəniŋ] n.中毒 v.毒害（poison的ing形式）

225 poisons 1 ['pɔɪzn] n. 毒药；毒害；败坏道德之事 vt. 毒害；摧毁；中毒 adj. 有毒的；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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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politician 2 [,pɔli'tiʃən] n.政治家，政客

228 possible 4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29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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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progra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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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proving 1 ['pru:viŋ] v.证明；校对；发酵（prove的ing形式） n.证明；检查；校对 adj.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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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Putin 2 ['putin] n.普京（人名）

235 range 2 n.范围；幅度；排；山脉 vi.（在...内）变动；平行，列为一行；延伸；漫游；射程达到 vt.漫游；放牧；使并列；归类
于；来回走动

236 react 1 vi.反应，作出反应；产生（化学）反应；

237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238 recovering 1 [ri'kʌvəriŋ] n.恢复；再生；补偿 v.恢复；再生（recover的现在分词形式）

239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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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242 requirement 1 [ri'kwaiəmənt] n.要求；必要条件；必需品

243 research 4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244 returned 1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245 rifles 1 ['raɪfl] n. 步枪 v. 洗劫；抢劫

246 rule 1 [ru:l] vi.统治；管辖；裁定 n.统治；规则 vt.统治；规定；管理；裁决；支配 n.(Rule)人名；(英)鲁尔；(塞)鲁莱

247 rul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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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Russia 8 ['rʌʃə] n.俄罗斯

249 Russian 10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250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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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salisbury 1 ['sɔ:lzbəri] n.索尔兹伯里市（津巴布韦，原罗得西亚首都）

252 same 2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53 sample 1 ['sɑ:mpl, 'sæ-] vt.取样；尝试；抽样检查 n.样品；样本；例子 adj.试样的，样品的；作为例子的 n.(Sample)人名；(英)桑
普尔

254 samples 1 ['sɑːmplz] n. 采样；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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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scientist 1 ['saiəntist] n.科学家

257 scientists 1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58 secretive 1 [si'kri:tiv, 'sikrətiv] adj.秘密的；偷偷摸摸的；促进分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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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Sergei 2 n. 塞奇

261 service 1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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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hand 2 n. 尚德

264 share 1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265 shared 1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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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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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Siberia 3 [sai'biəriə] n.西伯利亚

269 silence 1 ['sailəns] n.沉默；寂静；缄默；不谈；无声状态 vt.使沉默；使安静；压制；消除噪音 int.安静！；别作声！

270 sm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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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old 1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272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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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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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outhwestern 1 [,sauθ'westən] adj.西南部的；向西南的；来自西南的

275 soviet 10 ['sauviət, 'sɔ-] adj.苏联的；苏维埃的；委员会的 n.苏维埃（代表会议）；委员会；代表会议

276 soviets 1 n. 布尔什维克；苏联人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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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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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py 2 [spai] vt.侦察；发现；暗中监视 vi.侦察；当间谍 n.间谍；密探

281 st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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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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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storage 1 ['stɔridʒ] n.存储；仓库；贮藏所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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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strongly 1 ['strɔŋli, 'strɔ:ŋ-] adv.强有力地；坚强地；激烈地；气味浓地

286 susan 2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87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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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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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th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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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the 5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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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94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95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296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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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Thursday 1 ['θə:zdi; -dei] n.星期四

298 to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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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Tomsk 1 [tɔmsk] n.托木斯克（西西伯利亚东南部城市）

300 tons 1 [tʌnz] ad. [口]极其；非常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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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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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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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treaty 1 ['tri:ti] n.条约，协议；谈判

305 true 1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306 uglev 1 乌格列夫

307 unconsciousness 1 [ʌn'kɔnʃəsnis] n.无意识；意识不清；[医]人事不省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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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union 3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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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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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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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14 verification 2 [,verifi'keiʃən] n.确认，查证；核实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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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victim 1 ['viktim] n.受害人；牺牲品；牺牲者

317 Vladimir 2 ['vlædimə] n.弗拉基米尔（古罗斯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的古都）

318 warned 1 英 [wɔːn] 美 [wɔː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319 was 1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20 watered 1 ['wɔ:təd, 'wɔ-] adj.掺水的；洒有水的，洒了水的；有波纹的；加虚股的（面值增加而实值未按比例增加） v.浇水，供
以水（wa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21 weapon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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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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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weste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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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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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whe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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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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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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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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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32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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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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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wrong 1 adv.错误地；邪恶地，不正当地 n.坏事；不公正 adj.错误的；失常的；不适当的 vt.委屈；无理地对待；诽谤 n.(Wrong)
人名；(英)朗

337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38 yulia 1 尤利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