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11 [As It Is] Ukraine Short on Doctors to Treat Coronavirus
Infections 词频表词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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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of 3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to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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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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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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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nd 13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7 h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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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 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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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Ukraine 9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11 bu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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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health 8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3 infections 8 [ɪn'fekʃnz] n.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

14 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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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number 8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16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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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patients 8 ['peɪʃənts] n.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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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hav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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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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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covid 6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22 medical 6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23 officials 6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24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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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virus 6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26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7 workers 6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28 condition 5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29 doctor 5 vt.修理；篡改，伪造；为…治病；授以博士学位 n.医生；博士 vi.就医；行医

30 government 5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31 hospital 5 ['hɔspitəl] n.医院 n.(Hospital)人名；(英)霍斯皮特尔

32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3 adj 4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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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coronavirus 4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36 could 4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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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hospitals 4 ['hɒspɪtlz] 医院

39 mo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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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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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莫雷

40 negative 4 ['negətiv] adj.[数]负的；消极的；否定的；阴性的 n.否定；负数；[摄]底片 vt.否定；拒绝

41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42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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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serious 4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44 who 4 pron.谁；什么人

45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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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access 3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47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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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associated 3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0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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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are 3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52 different 3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53 difficult 3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54 doctors 3 英 ['dɒktə(r)] 美 ['dɑːktər] n. 博士；医生 v. 篡改，伪造；阉割

55 h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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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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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home 3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58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59 money 3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60 month 3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61 oxygen 3 ['ɔksidʒən] n.[化学]氧气，[化学]氧

62 particular 3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63 pneumonia 3 [nju:'məunjə] n.肺炎

64 positive 3 ['pɔzətiv, -zi-] adj.积极的；[数]正的，[医][化学]阳性的；确定的，肯定的；实际的，真实的；绝对的 n.正数；[摄]正片

65 president 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66 pres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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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supplies 3 [səp'laɪz] n. 物资；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

68 system 3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69 tested 3 ['testid] adj.经受过考验的；经验定的 v.考验（test的过去分词）；测验

70 them 3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71 there 3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72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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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which 3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75 Alice 2 ['ælis] n.爱丽丝（女子名）

76 already 2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77 areas 2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78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79 began 2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80 Bryant 2 ['braiənt] n.布赖恩特（男子名，等于Brian）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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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cases 2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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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concern 2 vt.涉及，关系到；使担心 n.关系；关心；关心的事；忧虑

84 count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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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crisis 2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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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died 2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88 disease 2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89 doing 2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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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dr 2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92 economy 2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93 flexible 2 ['fleksibl] adj.灵活的；柔韧的；易弯曲的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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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germ 2 [dʒə:m] n.[植]胚芽，萌芽；细菌 vi.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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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grave 2 [greiv] adj.重大的；严肃的；黯淡的 n.墓穴，坟墓；死亡 vt.雕刻；铭记 n.(Grave)人名；(英)格雷夫；(德、瑞典)格拉弗；
(法)格拉夫；(俄、葡)格拉韦

98 gro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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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00 incre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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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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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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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la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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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l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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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limit 2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106 lockdown 2 ['lɔkdaun] n.一级防范禁闭（期）

107 make 2 [meik] vt.使得；进行；布置，准备，整理；制造；认为；获得；形成；安排；引起；构成 vi.开始；前进；增大；被制
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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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mu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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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needed 2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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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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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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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orders 2 英 ['ɔː də(r)] 美 ['ɔː rdər] n. 顺序；条理；订单；命令；秩序；阶层；[生]目；点的东西 v. 命令；定购；调整；整理；点餐；
预定，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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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presence 2 ['prezəns] n.存在；出席；参加；风度；仪态

117 provide 2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118 rising 2 ['raiziŋ] n.上升；起床；造反 adj.上升的；上涨的；新兴的 adv.接近 v.上升（rise的ing形式） n.(Rising)人名；(瑞典)里
辛；(英)赖辛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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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sh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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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shortage 2 ['ʃɔ:tidʒ] n.缺乏，缺少；不足

122 showing 2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123 situation 2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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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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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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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stay 2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128 stepanov 2 斯捷潘诺夫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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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substance 2 ['sʌbstəns] n.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131 summer 2 ['sʌmə] n.夏季；全盛时期 vi.避暑；过夏天 adj.夏季的 n.(Summer)人名；(德)祖默；(英)萨默

132 surgeon 2 ['sə:dʒən] n.外科医生 n.(Surgeon)人名；(法)叙尔容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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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135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136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37 town 2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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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way 2 [wei] n.方法；道路；方向；行业；习惯 adv.大大地；远远地 adj.途中的 n.(Way)人名；(中)见Wei；(英、缅)韦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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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weakened 2 ['wiː kən] v. 使 ... 弱，削弱； 变弱； 弄淡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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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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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wife 2 [waif] n.妻子，已婚妇女；夫人

145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146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47 able 1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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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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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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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152 admit 1 [əd'mit] vt.承认；准许进入；可容纳 vi.承认；容许

153 affects 1 [ə'fekt] vt. 影响；感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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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aggressive 1 [ə'gresiv] adj.侵略性的；好斗的；有进取心的；有闯劲的

156 aid 1 [eid] n.援助；帮助；助手；帮助者 vt.援助；帮助；有助于 vi.帮助 n.(Aid)人名；(阿拉伯、印、英)艾德

157 aiming 1 ['eɪmɪŋ] n. 瞄准；目的；引导 动词aim的现在分词形式.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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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60 andriy 1 安德里

161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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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anyway 1 ['eniwei]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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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assistance 1 [ə'sistəns] n.援助，帮助；辅助设备

166 August 1 ['ɔː gəst]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n.八月（简写为Aug） n.(August)人名；(法、葡、西、俄、罗、英、德、瑞典、挪)奥
古斯特

167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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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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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170 beds 1 n.床上用品，床组（bed复数） vt.安置；为…提供床铺（bed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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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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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174 blamed 1 [bleimd] adj.混蛋的，该死的 v.谴责

175 body 1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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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breathe 1 [bri:ð] vi.呼吸；低语；松口气；（风）轻拂 vt.呼吸；使喘息；流露；低声说

178 br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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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buy 1 [bai] vt.购买；获得；贿赂 vi.买，采购 n.购买，买卖；所购的物品 n.(Buy)人名；(法)比伊

180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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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certainly 1 ['sə:tənli] adv.当然；行（用于回答）；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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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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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closing 1 ['kləuziŋ] adj.收盘的；结束的；结尾的 n.结尾辞 v.关闭（close的ing形式）

186 confirmed 1 [kən'fə:md] adj.确认的；保兑的；坚定的；惯常的 v.确证；使坚定（confirm的过去分词）；批准

187 conflict 1 [kən'flikt, 'kɔnflikt] n.冲突，矛盾；斗争；争执 vi.冲突，抵触；争执；战斗

188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189 corruption 1 [kə'rʌpʃən] n.贪污，腐败；堕落

190 costly 1 ['kɔstli] adj.昂贵的；代价高的 n.(Costly)人名；(英)科斯特利

191 coworkers 1 n. 同事；合作人（coworker的复数形式）

192 cut 1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193 cutting 1 ['kʌtiŋ] n.[机]切断；剪辑；开凿 adj.锋利的；严寒的；尖酸刻薄的 v.削减（cut的ing形式）；采伐；切开 n.(Cutting)人
名；(英)卡廷

194 daily 1 ['deili] adj.日常的；每日的 n.日报；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日常地；每日；天天 n.(Daily)人名；(英)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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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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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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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depending 1 [dɪ'pendɪŋ] n. 依赖；信任；决定于 动词depend的现在分词形式.

199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200 die 1 [dai] vi.死亡；凋零；熄灭 vt.死，死于… n.冲模，钢模；骰子 n.(Die)人名；(西)迭；(阿拉伯)迪埃

201 divide 1 [di'vaid] vt.划分；除；分开；使产生分歧 vi.分开；意见分歧 n.[地理]分水岭，分水线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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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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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double 1 ['dʌbl] n.两倍；双精度型 adj.双重的；两倍的 vi.加倍，加倍努力；快步走 vt.使加倍 adv.双重地；两倍地；弓身地 n.
(Double)人名；(法)杜布勒；(英)道布尔

205 doubled 1 ['dʌbld] adj. 两倍的；快步走的；加倍努力的 动词doub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06 drugs 1 [drʌgz] n.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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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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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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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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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ffects 1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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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enacted 1 [ɪ'nækt] vt. 制定法律；扮演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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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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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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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ntire 1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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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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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plained 1 [ɪksp'leɪnd] v. 解释；说明 vbl. 解释；说明

222 explaining 1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223 families 1 ['fæməlɪz] n.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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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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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27 forced 1 adj.被迫的；强迫的；用力的；不自然的 v.强迫（force的过去式）

228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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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231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232 grows 1 英 [ɡrəʊ] 美 [ɡroʊ] v. 增加；生长；变成；种植；逐渐开始

233 harsh 1 [hɑ:ʃ] adj.严厉的；严酷的；刺耳的；粗糙的；刺目的 n.(Harsh)人名；(英)哈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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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hit 1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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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hospitalized 1 英 ['hɒspɪtəlaɪz] 美 ['hɑːspɪtəlaɪz] vt. 就医；使住院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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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240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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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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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incredibly 1 [in'kredəbli] adv.难以置信地；非常地

244 involve 1 [in'vɔlv] vt.包含；牵涉；使陷于；潜心于

245 iryna 1 伊琳娜

246 isolation 1 ['aisə'leiʃən] n.隔离；孤立；[电]绝缘；[化学]离析

247 Ivan 1 ['aivən] n.伊凡（男子名）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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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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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kyiv 1 [地名] [乌克兰] 基辅

251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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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lawmakers 1 n.立法者(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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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256 lessen 1 ['lesən] vt.使…变小；使…减轻；使…变少 vi.减少；减轻；变小 n.(Lessen)人名；(德、罗)莱森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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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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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little 1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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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lungs 1 ['lʌŋz] n. 肺 lung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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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march 1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263 maxim 1 ['mæksim] n.格言；准则；座右铭 n.(Maxim)人名；(英、罗、俄、哈萨)马克西姆

264 measure 1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265 medication 1 [,medi'keiʃən] n.药物；药物治疗；药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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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method 1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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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270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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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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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natalia 1 n. 纳塔莉亚(f

274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75 necessary 1 ['nesisəri]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必需品 n.(Necessary)人名；(英)内塞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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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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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normally 1 ['nɔ:məli] adv.正常地；通常地，一般地

279 not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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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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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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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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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operations 1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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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ordered 1 ['ɔ:dəd] adj.[数]有序的；整齐的；安排好的 v.命令；点餐（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7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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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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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overcrowding 1 [,əuvə'kraudiŋ] n.过度拥挤；挤满 v.过度拥挤（overcrowd的ing形式）；把…塞得过满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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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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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95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296 pays 1 n.（法）国家；[劳经]报酬（pay的复数） v.支付（pay的第三人称单数） n.(Pays)人名；(法)佩伊

297 percent 1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298 performs 1 英 [pə'fɔː m] 美 [pər'fɔː rm] v. 执行；履行；表演；运转；举行

299 petro 1 n.石油币（petromoneda）

300 point 1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301 poor 1 [puə, pɔ:] adj.贫穷的；可怜的；贫乏的；卑鄙的 n.(Poor)人名；(英、伊朗)普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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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poorly 1 ['puəli, 'pɔ:-] adv.贫穷地；贫乏地；不充分地 adj.身体不舒服的；心情恶劣的

303 poroshenko 1 波罗申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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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public 1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306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307 rate 1 [reit] n.比率，率；速度；价格；等级 vt.认为；估价；责骂 vi.责骂；被评价 n.(Rate)人名；(法、塞)拉特

308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309 reached 1 到达

310 reaching 1 [riː tʃ] v. 到达；伸出；达成；取得联系；延伸；（伸手）去够 n. 范围；影响力；河段；等级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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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records 1 [rɪ'kɔː ds] n.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

313 reforms 1 英 [rɪ'fɔː m] 美 [rɪ'fɔː rm] n. 改革；改良 v. 改革；革新；改造

314 remo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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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repair 1 [ri'pεə] vi.修理；修复 vt.修理；恢复；补救，纠正 n.修理，修补；修补部位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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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resource 1 [ri'sɔ:s, -'zɔ:s, 'ri:s-, 'ri:z-] n.资源，财力；办法；智谋

318 resources 1 [rɪ'sɔː sɪz] n. 资源；才智；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

319 restarting 1 [riː s'tɑ tːɪŋ] 再引弧,再起动

320 restricted 1 [ri'striktid] adj.受限制的；保密的 v.限制（restr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21 restrictions 1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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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324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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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separatists 1 n.分离主义者，独立派( separatist的名词复数 )

327 severe 1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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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330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331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332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333 simply 1 ['simpli] adv.简单地；仅仅；简直；朴素地；坦白地

334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335 slowed 1 英 [sləʊ] 美 [sloʊ] adj. 慢的 adv. 慢慢地 v. 放慢；减速

336 slowing 1 英 [sləʊɪŋ] 美 [sloʊɪŋ] n. 慢化；减速 动词slow的现在分词形式.

337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338 spend 1 [spend] vt.度过，消磨（时光）；花费；浪费；用尽 vi.花钱；用尽，耗尽 n.预算

339 spoke 1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340 spread 1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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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strong 1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343 struggled 1 ['strʌgəld] adj.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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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supply 1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346 supported 1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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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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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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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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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tests 1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353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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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topping 1 ['tɔpiŋ] n.糕点上的装饰配料；构成顶部的东西；除顶部；修剪树稍 adj.杰出的，一流的；高耸的 v.加顶；超越（top
的现在分词形式） n.(Topping)人名；(英)托平

356 towns 1 n. 汤斯

357 treat 1 [tri:t] vt.治疗；对待；探讨；视为 vi.探讨；请客；协商 n.请客；款待 n.(Treat)人名；(英)特里特

358 treating 1 [triː tɪŋ] n. 处理 动词treat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

359 treats 1 [triː t] v. 对待；视为；探讨；治疗；处理；请客 n. 款待；宴飨

360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361 underpaid 1 [,ʌndə'peid] adj.所得报酬过低的 v.[会计]未足额支付（underpay的过去分词）

362 up 1 [ʌp] adv.起来；上涨；向上 prep.在…之上；向…的较高处 adj.涨的；起床的；向上的 n.上升；繁荣

363 urged 1 ['ɜːdʒd] v. 催促；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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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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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volodymyr 1 弗拉基米尔

367 wages 1 ['weɪdʒɪz] n. 工资；报酬；代价 名词wage的复数；动词wage的第三人称单数.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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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warned 1 英 [wɔː n] 美 [wɔː 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370 warns 1 英 [wɔː n] 美 [wɔː 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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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week 1 [wi:k] n.周，星期

373 weekend 1 [,wi:k'end, 'wi:kend] n.周末，周末休假；周末聚会 adj.周末的，周末用的 vi.度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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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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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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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willing 1 ['wiliŋ] adj.乐意的；自愿的；心甘情愿的 v.决心；用意志力驱使；将（财产等）遗赠某人（will的现在分词） n.(Willing)
人名；(德、芬、瑞典)维林；(英)威林

378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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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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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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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83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384 zone 1 [zəun] n.地带；地区；联防 vi.分成区 vt.使分成地带；环绕 n.(Zone)人名；(塞)佐内

385 zones 1 英 [zəʊn] 美 [zoʊn] n. 地域；地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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