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16 [As It Is] NATO Chief Urges Russia to Explain Military
Buildup Near Ukraine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abo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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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tivities 2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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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dded 4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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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fter 4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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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llies 1 ['ælaiz] n.（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同盟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协约国

10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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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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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nnex 1 [ə'neks, 'æneks] vt.附加；获得；并吞 n.附加物；附属建筑物

15 annexed 1 [ə'nekst] [法] 附加的, 附属的

16 ano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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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ntony 1 ['æntəni] n.安东尼（男子名）

18 anyone 2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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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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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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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23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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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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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ecomes 1 [bɪ'kʌm] v. 变成；成为；变得；适合（某人）；使（人）显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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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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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Belgium 1 ['beldʒəm] n.比利时（西欧国家，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

31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32 blinken 3 n. 布林肯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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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roke 1 [brəuk] adj.一文不名的，破产的 v.打破，断掉（break的过去式） n.(Broke)人名；(英)布罗克

35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36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37 buildup 1 ['bildʌp] n.增强；发展；形成；组合；树立名誉

38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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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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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apability 1 [,keipə'biləti] n.才能，能力；性能，容量

42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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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chie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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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hoice 1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45 claims 1 [kleɪm] n. 要求；要求权；主张；断言；声称；要求物 vt. 要求；请求；主张；声称；断言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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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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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ommitted 1 [kə'mitid] adj.坚定的；效忠的；承担义务的 v.承诺；委托；干坏事；付诸（commit的过去分词）

49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50 completing 1 [kəm'pliː t] adj. 完整的；完成的；彻底的 vt. 完成；使完美；使圆满；填（表格等）

51 concentration 1 [,kɔnsən'treiʃən] n.浓度；集中；浓缩；专心；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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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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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onduct 1 ['kɔndʌkt, kən'dʌkt] vi.导电；带领 vt.管理；引导；表现 n.进行；行为；实施

55 contact 1 n.接触，联系 vt.使接触，联系 vi.使接触，联系

56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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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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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rimean 1 [krai'miən] adj.克里米亚半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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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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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dismissed 1 [dɪs'mɪst] adj. 解散的；摒弃的；解雇的 动词dismi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3 dmitry 1 n. 德米特里

64 dmytro 1 德米特罗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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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d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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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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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ast 1 [i:st] n.东方；东风；东方国家 adj.东方的；向东的；从东方来的 adv.向东方，在东方 n.(East)人名；(英)伊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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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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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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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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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scalation 1 [,eskə'leiʃən] n.增加；扩大；逐步上升

75 escalations 1 n.扩大，增加( escalation的名词复数 )

76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77 European 1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78 exercises 1 ['eksəsaiz] n.练习题，演习；运动

79 explain 1 [ik'splein] v.说明；解释

80 faceboo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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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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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feared 1 v.畏惧(f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为…忧虑（或担心、焦虑）；敬畏（神等）；感到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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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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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Friday 1 ['fraidi] n.星期五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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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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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general 1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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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government 2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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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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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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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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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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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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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honest 1 ['ɔnist] adj.诚实的，实在的；可靠的；坦率的

98 illness 1 ['ilnis] n.病；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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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i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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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independence 1 [,indi'pendəns] n.独立性，自立性；自主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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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invade 1 [in'veid] vt.侵略；侵袭；侵扰；涌入 vi.侵略；侵入；侵袭；侵犯

104 invasion 1 [in'veiʒən] n.入侵，侵略；侵袭；侵犯

105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6 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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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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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Jens 1 延斯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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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large 2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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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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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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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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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military 6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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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ministry 1 ['ministri] n.（政府的）部门

119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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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movement 2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122 moves 1 [muːv] n.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

123 nato 4 ['neitəu] abbr.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AtlanticTreatyOrganization） n.(Nato)人名；(意)纳托

124 near 4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125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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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noticeable 1 ['nəutisəbl] adj.显而易见的，显著的；值得注意的

128 numb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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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of 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30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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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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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open 2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133 option 1 ['ɔpʃən] n.[计]选项；选择权；买卖的特权

134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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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organize 1 ['ɔ:gənaiz] vt.组织；使有系统化；给予生机；组织成立工会等 vi.组织起来；成立组织

136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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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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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partners 1 英 ['pɑ tːnə(r)] 美 ['pɑ rːtnər] n. 伙伴；搭档；伴侣；合伙人 v. 同 ... 合作；做 ... 的搭档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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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peninsula 1 [pi'ninsjulə] n.半岛

142 peskov 1 佩斯科夫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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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planning 1 ['plæniŋ] n.规划；计划编制 v.计划；设计；预期（plan的ing形式）

145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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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power 1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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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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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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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153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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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rebel 1 ['rebəl, ri'bel] vi.反叛；反抗；造反 n.反叛者；叛徒 adj.反抗的；造反的 n.(Rebel)人名；(德)雷贝尔；(英)里贝尔；(法)勒贝
尔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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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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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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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resilience 1 [ri'ziliəns, -jəns] n.恢复力；弹力；顺应力

161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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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Russia 10 ['rʌʃə] n.俄罗斯

164 Russian 3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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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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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secretary 2 ['sekrətəri] n.秘书；书记；部长；大臣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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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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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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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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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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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separatist 1 ['sepərətist] n.分离主义者；独立派 adj.分离主义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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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shock 1 [ʃɔk] n.休克；震惊；震动；打击；禾束堆 vt.使休克；使震惊；使震动；使受电击；把…堆成禾束堆 vi.感到震惊；受到
震动；堆成禾束堆 adj.浓密的；蓬乱的 n.(Shock)人名；(英)肖克

175 significant 2 [sig'nifikənt] adj.重大的；有效的；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意味深长的 n.象征；有意义的事物

176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177 situations 1 [sɪtʃ'ʊeɪʃnz] 现状

178 someth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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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spokesman 2 ['spəuksmən] n.发言人；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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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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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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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stationed 1 ['steɪʃn] n. 站；火车站；电视台；社会地位；牧羊场；驻地；岗位 v. 驻扎；安置

184 stoltenberg 2 斯托尔滕贝格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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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strengthen 1 ['streŋθən, 'streŋkθən] vt.加强；巩固 vi.变强；变坚挺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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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suggesting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189 supported 1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90 supporting 1 [sə'pɔ:tiŋ] adj.支持的；辅助性的；次要的 n.支持；支承面 v.支持；供养（support的ing形式）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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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talks 2 ['tɔː ks] 会谈

193 TENS 1 十位

194 tensions 1 ['tenʃn] n. 紧张；拉力；张力；紧张状态；[电]电压 vt. 使拉紧；使绷紧

195 territorial 1 [,teri'tɔ:riəl] adj.领土的；区域的；土地的；地方的 n.地方自卫队士兵

196 territory 1 ['teritəri] n.领土，领域；范围；地域；版图

197 t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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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the 1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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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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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03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204 threaten 1 ['θretən] vt.威胁；恐吓；预示 vi.威胁；可能来临

205 t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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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07 transparent 2 [træns'pærənt, -'pεə-, trænz-, trɑ:n-] adj.透明的；显然的；坦率的；易懂的

208 troops 3 n.[军]部队；[军]军队（troop的复数形式）

209 Ukraine 13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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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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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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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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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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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us 1 pron.我们

216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217 violent 1 ['vaiələnt] adj.暴力的；猛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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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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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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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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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22 Washington 1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223 w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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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week 2 [wi:k] n.周，星期

225 weste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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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w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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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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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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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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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worse 1 [wə:s, 'wə:s] adj.更坏的；更差的；更恶劣的（bad的比较级）；（病情）更重的（ill的比较级） adv.更糟；更坏；更恶劣
地；更坏地 n.更坏的事；更恶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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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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