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9-2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ights Group Urges Social
Media to Save Evidence of War Cr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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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ss 2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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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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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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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9 air 1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0 airlines 1 ['erlaɪns] n. 航空公司

11 airplane 1 ['εəplein] n.飞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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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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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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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rchive 3 ['ɑ:kaiv] n.档案馆；档案文件 vt.把…存档

17 a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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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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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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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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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ware 1 [ə'wεə] adj.意识到的；知道的；有…方面知识的；懂世故的 n.(Aware)人名；(阿拉伯、索)阿瓦雷

22 back 1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后
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23 be 7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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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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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27 being 2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28 belk 2 n. 贝尔克

29 block 1 n.块；街区；大厦；障碍物 vt.阻止；阻塞；限制；封盖 adj.成批的，大块的；交通堵塞的 n.(Block)人名；(英、法、
德、西、葡、芬、罗)布洛克

30 broadcasting 1 ['brɔ:d,kɑ:stiŋ, -,kæstiŋ] n.播放；广播节目 v.广播（broadcast的ing形式）

31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32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33 buk 1 布克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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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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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call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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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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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39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40 charges 1 [t'ʃɑːdʒɪz] n.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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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hemical 1 ['kemikəl] n.化学制品，化学药品 adj.化学的

42 collect 1 [kə'lekt] vt.收集；募捐 vi.收集；聚集；募捐 adv.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由收件人付款的 n.(Collect)人名；(英)科莱克特

43 collected 2 [kə'lektid] adj.镇定的；收集成的 v.收集；聚集（collect的过去式）

44 collecting 1 [kə'lekt] v. 收集；聚集；募捐；运走；使（自己）镇定

45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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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ompanies 8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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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ontained 1 [kən'teind] adj.泰然自若的，从容的；被控制的 v.包含；遏制（contain的过去分词）；容纳

50 content 8 ['kɔntent] n.内容，目录；满足；容量 adj.满意的 vt.使满足 n.(Content)人名；(法)孔唐

51 could 5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52 crashed 1 [kræʃt] adj.失事的 v.碰撞，坠落，破产，垮台（crash的过去式）；崩溃

53 creating 1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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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rimes 4 [k'raɪmz] 犯罪

56 criminal 1 ['kriminəl] n.罪犯 adj.刑事的；犯罪的；罪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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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decide 1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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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destroyed 1 [dis'trɔid] adj.被毁，毁坏；遭破坏的 v.破坏（destroy的过去分词）

61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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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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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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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dow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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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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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Dutch 1 [dʌtʃ] adj.荷兰的；荷兰人的；荷兰语的 n.荷兰人；荷兰语 adv.费用平摊地；各自付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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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astern 1 ['i:stən] adj.东方的；朝东的；东洋的 n.东方人；（美国）东部地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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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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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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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vidence 8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74 examined 1 [ɪg'zæmɪnd] adj. 检查过的；诊察过的；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5 executing 1 ['eksɪkju tː] vt. 执行；实行；处决；完成

76 extremist 1 [ik'stri:mist] n.极端主义者，过激分子

77 facebook 3 ['feɪsbʊk] n. 肖像影集；脸谱网或脸书网（知名社交网站） v.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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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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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fifty 1 ['fifti] n.五十；五十个；编号为50的东西 adj.五十的；五十个的；众多的

81 fi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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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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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4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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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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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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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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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gets 2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89 gone 1 [gɔn] adj.离去的；死去的；用光的 v.去（go的过去分词）

90 governments 1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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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group 7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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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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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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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hatred 1 ['heitrid] n.憎恨；怨恨；敌意

97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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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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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Henry 1 ['henri] n.亨利（男子名）

101 her 1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102 hour 1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103 human 7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104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05 illegal 2 adj.[法]非法的；违法的；违反规则的 n.非法移民，非法劳工

106 images 3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107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08 i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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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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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incite 1 [in'sait] vt.煽动；激励；刺激

111 incites 1 [ɪn'saɪt] v. 煽动；刺激；激励

112 including 2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13 increasing 1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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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16 internation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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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Internet 4 ['intənet] n.因特网

118 intervention 1 [,intə'venʃən] n.介入；调停；妨碍

119 investigate 1 [in'vestigeit] v.调查；研究

120 investigation 2 [in,vesti'geiʃən] n.调查；调查研究

121 investigations 1 [ɪnvestɪ'ɡeɪʃnz] 调查

122 investigative 2 [in'vestigeitiv] adj.研究的；调查的；好调查的

123 investigators 1 [ɪn'vestɪɡeɪtəz] 侦查人员

124 involvement 1 n.参与；牵连；包含；混乱；财政困难

125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6 Islamic 2 [iz'læmik] adj.穆斯林的；伊斯兰教的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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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job 1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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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合；接合；使有接头 vi.贴合；生节 n.(Joint)人名；(法)茹安

130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131 keeping 1 ['ki:piŋ] n.保管；一致；协调；遵守 v.保持；遵守（keep的ing形式）

132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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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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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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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launcher 1 ['lɔ:ntʃə, 'lɑ:n-] n.发射器；发射台；发射者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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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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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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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41 let 1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142 li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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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live 3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144 loo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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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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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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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machines 1 [mə'ʃiː n] n. 机器；做事效率高的人；工具；车辆 v. 以机器制造

149 Malaysian 1 [mə'leiʒən; -ziən] adj.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人的 n.马来西亚人（等于Ma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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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material 8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152 media 12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153 methods 1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154 mh 1 ['em'etʃ] n. 报文处理程序

155 minute 1 [ˈmɪnɪt] n.分，分钟；片刻，一会儿；备忘录，笔记；会议记录 vt.将…记录下来 adj.微小的，详细的[maɪˈnjuːt;US-
ˈnuːt;maɪˋn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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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missile 1 ['misail, -səl] n.导弹；投射物 adj.导弹的；可投掷的；用以发射导弹的

158 monitor 1 n.监视器；监听器；监控器；显示屏；班长 vt.监控

159 monitors 1 英 ['mɒnɪtə(r)] 美 ['mɑːnɪtər] v. 监视；监督；监听 n. 班长；监视器；监听员；[计算机]显示器

160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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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movie 1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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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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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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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noted 2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7 notice 3 ['nəutis] n.通知，布告；注意；公告 vt.通知；注意到；留心 vi.引起注意

168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69 of 1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70 offensive 3 [ə'fensiv] adj.攻击的；冒犯的；无礼的；讨厌的 n.攻势；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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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O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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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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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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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online 2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175 opportunity 1 [,ɔpə'tju:niti] n.时机，机会

176 or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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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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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79 page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杰；(法)帕日

180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181 particularly 1 [pə'tikjuləli] adv.特别地，独特地；详细地，具体地；明确地，细致地

182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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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persons 1 ['pɜːsnz] n. 人们 名词person的复数形式.

185 piece 2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186 policies 1 英 ['pɒləsi] 美 ['pɑ lː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187 possible 2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188 post 1 [pəust] n.岗位；邮件；标杆 vt.张贴；公布；邮递；布置 vi.快速行进 n.(Post)人名；(英、西、捷、瑞典、荷)波斯特

189 posted 1 英 ['pəʊstɪd] 美 ['poʊstɪd] adj. 有职位的；消息灵通的；发布的 动词po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0 prepare 1 [pri'pεə] vt.准备；使适合；装备；起草 vi.预备；做好思想准备

191 presented 2 ['preznt] n. 礼物；现在 adj. 出席的；现在的；当前的；存在的 v. 提出；赠送；呈现

192 pressure 1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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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propaganda 1 [,prɔpə'gændə] n.宣传；传道总会

195 publish 1 ['pʌbliʃ] vt.出版；发表；公布 vi.出版；发行；刊印

196 purposes 1 英 ['pɜːpəs] 美 ['pɜ rːpəs] n. 目的；决心；意图；议题 v. 打算；决意

197 putting 1 ['putiŋ] n.投掷；（高尔夫球）打球入洞 v.放置（put的ing形式）；轻击球；使球入洞的轻击（putt的ing形式）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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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record 1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200 registry 1 ['redʒistri] n.注册；登记处；挂号处；船舶的国籍

201 removal 1 [ri'mu:vəl] n.免职；移动；排除；搬迁

202 remove 4 [ri'mu:v] vt.移动，迁移；开除；调动 vi.移动，迁移；搬家 n.移动；距离；搬家

203 removed 2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204 removing 1 [riː 'muːvɪŋ] n. 消除；排除；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205 report 4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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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208 researcher 1 [ri:'sə:tʃə] n.研究员

209 researchers 1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210 responsible 1 [ri'spɔnsəbl] adj.负责的，可靠的；有责任的

211 ridgwell 1 [人名] 里奇韦尔

212 right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213 rights 8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14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215 Russian 1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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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17 save 3 vt.节省；保存；储蓄；解救 vi.节省；挽救 prep.除...之外 n.救援 n.(Save)人名；(法)萨夫；(意、保、西、罗、塞、瑞典)
萨薇(女名)，萨韦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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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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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21 section 1 n.截面；部分；部门；地区；章节 vi.被切割成片；被分成部分 vt.把…分段；将…切片；对…进行划分

222 se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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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224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225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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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27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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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so 2 ['səu, 弱 sə] adv.如此，这么；确是如此 conj.所以；因此 pron.这样 n.(So)人名；(柬)索

230 social 12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231 soldiers 1 ['səuldʒə] n.[军]士兵；战士数量（soldier的复数）

232 solution 1 [sə'lju:ʃən] n.解决方案；溶液；溶解；解答

233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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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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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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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peech 1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237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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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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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streaming 2 ['stri:miŋ] n.流；（英）按能力分组 v.流动（stream的ing形式）

241 such 3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42 suddenly 1 ['sʌdnli] adv.突然地；忽然

243 supports 1 [sə'pɔː ts] n. 支持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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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46 systems 1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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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talks 1 ['tɔː ks] 会谈

249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250 terror 2 ['terə] n.恐怖；恐怖行动；恐怖时期；可怕的人 n.(Terror)人名；(南非)特罗尔

251 th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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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the 3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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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55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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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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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9 to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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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told 3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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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trials 1 n.审判( trial的名词复数 ); （对能力、质量、性能等的）试验; 测试;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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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twitter 1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264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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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understands 1 英 [ˌʌndə'stænd] 美 [ˌʌndər'stænd] v. 懂得；明白；理解；认识到；听说；获悉

267 urges 1 英 [ɜːdʒ] 美 [ɜ rːdʒ] vt. 驱策；鼓励；催促；力陈 vi. 极力主张 n. 冲动；强烈愿望

268 urging 1 [ɜːdgɪŋ] adj. 催促的；紧迫的 动词urge的现在分词.

269 us 1 pron.我们

270 us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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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used 3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72 user 1 ['ju:zə] n.用户 n.使用者 n.(User)人名；(土)乌塞尔

273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74 video 6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275 videos 4 英 ['vɪdiəʊ] 美 ['vɪdioʊ] n. 录像；视频 v. 录制电视节目 adj. 视频的；录像的

276 violates 1 ['vaɪəleɪt] v. 侵犯；违反；扰乱；亵渎；强奸

277 violence 2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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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VOA 3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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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war 3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282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83 watc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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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w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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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weapon 1 ['wepən] n.武器，兵器

286 weapon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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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went 2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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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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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91 whose 1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292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293 wille 5 n. 威尔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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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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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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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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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299 writing 1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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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02 YouTube 1 英 ['ju tːjuːb] 美 ['ju tːuːb] n.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

303 Zealand 1 ['zi:lənd] n.西兰岛（丹麦最大的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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