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0-02 [As It Is] Europe's Governments Set to Spend Billions as
Energy Crisis Deep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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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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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i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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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ergy 13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6 ga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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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 th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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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r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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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nd 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1 increas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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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urope 7 ['juərəp] n.欧洲

13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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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prices 6 [praɪs] n. 价格；代价；价值 v. 给…定价；估价；贴价格标签；比较价格

15 thi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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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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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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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natural 5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19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0 price 5 [prais] n.价格；价值；代价 vt.给……定价；问……的价格 n.(Price)人名；(英)普赖斯；(法)普里斯；(葡、瑞典)普里塞

21 Russia 5 ['rʌʃə] n.俄罗斯

22 som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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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stat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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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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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lectricity 4 [,ilek'trisəti] n.电力；电流；强烈的紧张情绪

27 European 4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28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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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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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its 4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31 officials 4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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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situation 4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34 through 4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35 wi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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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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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ritish 3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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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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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considering 3 [kən'sidəriŋ] prep.考虑到；就...而论 conj.考虑到 v.考虑到（consider的ing形式）

41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42 government 3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43 increases 3 [ɪn'kriː s] v. 增加；提高 n. 增加；增强；提高

44 perc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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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three 3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46 Ukraine 3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47 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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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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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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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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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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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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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bankrupt 2 ['bæŋkrʌpt] adj.破产的 vt.使破产 n.[经]破产者

54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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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billions 2 ['bɪljənz] n.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

57 Britain 2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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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apacity 2 [kə'pæsəti] n.能力；容量；资格，地位；生产力

60 caused 2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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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dollars 2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63 due 2 [dju:, du:] adj.到期的；预期的；应付的；应得的 n.应付款；应得之物 adv.正（置于方位词前） n.(Due)人名；(英)迪尤

64 emergency 2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65 enough 2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66 extortion 2 [ik'stɔ:ʃən] n.勒索；敲诈；强夺；被勒索的财物

67 families 2 ['fæməlɪz] n.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

68 flow 2 [fləu] vi.流动，涌流；川流不息；飘扬 vt.淹没，溢过 n.流动；流量；涨潮，泛滥 n.(Flow)人名；(英)弗洛

69 gazprom 2 n.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

70 governments 2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71 Gregory 2 ['gregəri] n.格雷戈里（男子名，古代罗马教皇之名）

72 increasing 2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73 industry 2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74 Italy 2 ['itəli] n.意大利（欧洲南部国家）

75 ministers 2 英 ['mɪnɪstə(r)] 美 ['mɪnɪstər] n. 外交使节；部长；大臣；牧师 v. 照顾；给予帮助

76 money 2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77 months 2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78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79 owned 2 [əund] v.拥有；承认（own的过去分词） adj.自身拥有的

80 parliament 2 ['pɑ:ləmənt] n.议会，国会

81 pipelines 2 ['paɪplaɪn] n. 管道；管线；渠道 v. 用管道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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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production 2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84 reality 2 [ri'æləti, ri:-] n.现实；实际；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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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saying 2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86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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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should 2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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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Spain 2 [spein] n.西班牙

90 stachel 2 n. 施塔赫尔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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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suppliers 2 n. 供应商；供应者

93 supplies 2 [səp'laɪz] n. 物资；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

94 supply 2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95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96 tru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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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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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99 warm 2 [wɔ:m] adj.温暖的；热情的 vi.同情；激动；变温暖 vt.使…兴奋；使…温暖；使…感兴趣 n.取暖；加热 n.(Warm)人名；
(英)沃姆；(德)瓦姆

100 winter 2 ['wintə] n.冬季；年岁；萧条期 vi.过冬 adj.冬天的；越冬的 n.(Winter)人名；(英、德、匈、罗、捷、西、芬、瑞典、法)
温特

101 accusing 1 [ə'kju:ziŋ] adj.指责的；非难的；归咎的 v.指责；指控（accuse的ing形式）

102 acting 1 ['æktiŋ] adj.代理的；装腔作势的 n.演技；演戏；假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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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advantage 1 [əd'vɑ:ntidʒ, əd'væn-] n.优势；利益；有利条件 vi.获利 vt.有利于；使处于优势

105 adviser 1 [əd'vaizə] n.顾问；劝告者；指导教师（等于advisor）

106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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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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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10 Amos 1 ['eimɔs] n.阿摩司（前八世纪的希伯来先知）；阿摩司书

111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12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13 answers 1 英 ['ɑːnsə(r)] 美 ['ænsər] v. 回答；答复；接电话 n. 答案；回答；答复

114 approval 1 [ə'pru:vəl] n.批准；认可；赞成

115 Asia 1 ['eiʃə] n.亚洲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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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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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verage 1 n.平均；平均数；海损 adj.平均的；普通的；通常的 vt.算出…的平均数；将…平均分配；使…平衡 vi.平均为；呈中
间色

119 backed 1 [bækt] adj.有背的；有财力支持的 v.支持；使后退（back的过去分词）

120 bankruptcy 1 ['bæŋkrəptsi] n.破产

121 behaving 1 [bɪ'heɪv] v. 表现；行为；举止

122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123 billion 1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124 bills 1 [bɪls] n. 账单；纸钞；汇票；法案 名词bill的复数形式.

125 bloomberg 1 n. 彭博（通讯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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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128 businesses 1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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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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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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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133 commission 1 [kə'miʃən] n.委员会；佣金；犯；委任；委任状 vt.委任；使服役；委托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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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competition 1 [,kɔmpi'tiʃən] n.竞争；比赛，竞赛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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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concerned 1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138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139 consistent 1 [kən'sistənt] adj.始终如一的，一致的；坚持的

140 consistently 1 [kən'sistəntli] adv.一贯地；一致地；坚实地

141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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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crime 1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144 crisis 1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145 customers 1 ['kʌstəməz] n. 顾客；<口>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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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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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debts 1 ['dets] n. 债券 名词debt的复数形式.

149 decided 1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150 deepens 1 ['diː pən] vt. 使 ... 加深； 使 ... 强烈 vi. 加深； 变浓

151 demand 1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152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153 dettmer 1 n. 德特默

154 difficulties 1 ['dɪfɪkəlti] n. 困难；争议；麻烦

155 distant 1 adj.遥远的；冷漠的；远隔的；不友好的，冷淡的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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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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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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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ffects 1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160 elections 1 n. 选举，选举制；投票（election的复数形式）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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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u 1 abbr.欧盟（EuropeanUnion）；能量单位（EnergyUnit）；熵的单位（EntropyUnit）；等效单位（EquivalentUnit） n.(Eu)人
名；(中)余(普通话·威妥玛)；(英)尤

163 examine 1 [ig'zæmin] vt.检查；调查；检测；考试 vi.检查；调查

164 exists 1 [ɪɡ'zɪst] v. 存在；生存；活着

165 exports 1 ['ekspɔː rts] n. 出口货；输出额 名词export的复数形式.

166 face 1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167 factories 1 ['fæktri] n. 工厂；制造厂

168 factory 1 ['fæktəri] n.工厂；制造厂；代理店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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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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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full 1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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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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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76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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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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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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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help 1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普

181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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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hochstein 1 n. 霍克斯坦

184 homes 1 英 [həʊm] 美 [hoʊm] n. 家；家庭；收容所；栖息地；发源地 adv. 在家；回家；在国内；回国；正中目标 adj. 家用的；国
内的；总部的；（比赛）主场的 v. 提供住处；朝向

185 households 1 ['haʊshəʊldz] 农户

186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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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imports 1 [ɪm'pɔː ts] n. 进口商品；进口货 名词import的复数形式.

189 inflation 1 [in'fleiʃən] n.膨胀；通货膨胀；夸张；自命不凡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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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intervene 1 [,intə'vi:n] vi.干涉；调停；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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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Italian 1 adj.意大利的；意大利语的；意大利文化的 n.意大利人；意大利语

194 itself 1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195 jamie 1 n.杰米（男子名）

196 jumping 1 ['dʒʌmpiŋ] adj.跳跃的 n.障碍 vi.跳（jump的ing形式）

197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198 kwasi 1 夸西

199 largely 1 ['lɑ:dʒli] adv.主要地；大部分；大量地

200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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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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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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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lights 1 [laits] n.灯光（light的复数）；（供食用的）家畜的肺脏 v.点亮（light的三单形式）

205 loans 1 ['ləʊnz] 贷款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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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low 1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208 majority 1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209 managed 1 ['mænɪdʒ] v. 管理；经营；做成；设法对付；提供；有空

210 market 1 ['mɑ:kit] n.市场；行情；股票市场；市面；集市；销路；商店 vt.在市场上出售 vi.做买卖 n.(Market)人名；(塞)马尔凯特

211 markets 1 英 ['mɑːkɪt] 美 ['mɑ rːkɪt] n. 市场；集市 v. 销售；推销；买卖

212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213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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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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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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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needs 1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217 neighbors 1 ['neɪbɔː z] n. 邻居 名词neighbor的复数形式. =neighbours.

218 newly 1 ['nju:li] adv.最近；重新；以新的方式

219 nord 1 [nɔ:d] n.北方，北部 n.(Nord)人名；(瑞典)努德；(德、英、俄、葡)诺德；(法)诺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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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Norway 1 ['nɔ:wei] n.挪威（北欧国家名）

222 offered 1 ['ɒfəd] v. 提供；奉献；提议 vbl. 提供；奉献；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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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25 pass 1 [pɑ:s, pæs] n.及格；经过；护照；途径；传球 vi.经过；传递；变化；终止 vt.通过；经过；传递 n.(Pass)人名；(英、法、
德、俄)帕斯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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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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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pipeline 1 n.管道；输油管；传递途径

229 politicians 1 [pɒlɪ'tɪʃnz] 政治家

230 Portugal 1 ['pɔ:tjugəl] n.葡萄牙（欧洲西南部国家）

231 possibility 1 [,pɔsə'biləti] n.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232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33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234 produced 1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235 produces 1 英 [prə'djuːs] 美 [prə'duːs] v. 生产；引起；提出；制片；分娩 n. 产品；农产品

236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37 ready 1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人名；(英)雷迪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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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recovery 1 [ri'kʌvəri] n.恢复，复原；痊愈；重获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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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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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relief 1 n.救济；减轻，解除；安慰；浮雕

243 remain 1 [ri'mein] vi.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n.遗迹；剩余物，残骸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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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representatives 1 [reprɪ'zentətɪvz] n. 众议院议员；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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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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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s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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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sa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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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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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ea 1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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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senior 1 ['si:njə] adj.高级的；年长的；地位较高的；年资较深的，资格较老的 n.上司；较年长者；毕业班学生 n.(Senior)人名；
(英)西尼尔

255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256 seven 1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257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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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shand 1 n. 尚德

259 shortages 1 ['ʃɔː tɪdʒɪz] 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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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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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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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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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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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stream 1 [stri:m] n.溪流；流动；潮流；光线 vi.流；涌进；飘扬 vt.流出；涌出；使飘动

266 struggles 1 ['strʌɡl] vi. 努力；奋斗；斗争；挣扎 n. 斗争；竞争；奋斗

267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68 talks 1 ['tɔː ks] 会谈

269 taxes 1 [tæksi:z] n.税收，税金；税务；[税收]税捐

270 taxpayers 1 ['tækspeɪəz] 纳税人

271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272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73 thirds 1 [θɜːdz] n. 三号 名词third的复数形式.

274 threats 1 [θret] n. 威胁；恐吓；凶兆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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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77 TV 1 ['ti:'vi:] abbr.电视（television）

278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79 Ukrainian 1 [ju:'kreiniən; -'krai-] adj.乌克兰的；乌克兰人的 n.乌克兰人；乌克兰语

280 unable 1 [ʌn'eibl] adj.不会的，不能的；[劳经]无能力的；不能胜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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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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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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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voice 1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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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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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warnings 1 n. 警告信息（warning的复数形式）

289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90 w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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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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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well 1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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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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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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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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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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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worsening 1 ['wə:səniŋ] n.恶化；变坏 adj.日益恶化的 v.恶化（worsen的ing形式）；使变得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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