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1-11 [As It Is] US, Russia Hold Talks to Ease Tensions over
Ukrain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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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2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4 Russia 19 ['rʌʃə] n.俄罗斯

5 i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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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of 1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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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sai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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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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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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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O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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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r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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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be 8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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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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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nato 7 ['neitəu] abbr.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AtlanticTreatyOrganization） n.(Nato)人名；(意)纳托

18 talks 7 ['tɔː ks] 会谈

19 w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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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not 6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1 Russian 6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22 State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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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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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united 5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25 wi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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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lliance 4 [ə'laiəns] n.联盟，联合；联姻

27 allie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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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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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Geneva 4 [dʒi'ni:və] n.日内瓦（瑞士西南部城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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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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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33 ov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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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row 4 [rəu] n.行，排；划船；街道；吵闹 vt.划船；使……成排 vi.划船；争吵 n.(Row)人名；(英)罗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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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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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agree 3 [ə̍ ɡriː ] vt.同意，赞成；承认；约定，商定 vi.vi.同意，意见一致；约定，商定

38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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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40 bord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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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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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ount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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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deputy 3 ['depjuti] n.代理人，代表 adj.副的；代理的

44 European 3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45 fir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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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its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47 meetings 3 ['miː tɪŋz] n. 会议 名词meeting的复数形式.

48 mu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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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officials 3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50 president 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51 security 3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52 stoltenberg 3 斯托尔滕贝格

53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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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55 w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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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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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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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59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60 ag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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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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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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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biden 2 n. 拜登(姓氏)

64 Brussels 2 ['brʌslz] n.布鲁塞尔（比利时首都）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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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oncern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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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68 countries 2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69 diplomatic 2 [,diplə'mætik] adj.外交的；外交上的；老练的

70 discussions 2 [dɪs'kʌʃnz] 讨论

71 e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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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limination 2 [i,limi'neiʃən] n.消除；淘汰；除去

73 expansion 2 [ik'spænʃən] n.膨胀；阐述；扩张物

74 flexibility 2 [,fleksi'biliti] n.灵活性；弹性；适应性

75 gain 2 [gein] n.增加；利润；收获 vt.获得；增加；赚到 vi.增加；获利 n.(Gain)人名；(英、匈、法)盖恩

76 guarantees 2 [ˌɡærən'tiː ] n. 保证；保证书；担保；担保人；抵押品 vt. 保证；担保

77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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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79 invasion 2 [in'veiʒən] n.入侵，侵略；侵袭；侵犯

80 jr 2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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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legal 2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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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line 2 [lain] n.路线，航线；排；绳 vt.排成一行；划线于；以线条标示；使…起皱纹 vi.排队；站成一排 n.(Line)人名；(英)莱恩；
(俄)利涅

84 mario 2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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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minister 2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87 mission 2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88 need 2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89 nonstarter 2 [nɔn'stɑ:tə] n.早就无成功希望的人；弃权出赛的马

90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91 ow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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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pessimistic 2 [,pesi'mistik] adj.悲观的，厌世的；悲观主义的

93 pres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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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Putin 2 ['putin] n.普京（人名）

95 rea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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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ritter 2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97 seats 2 ['siː ts] n.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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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Sherman 2 ['ʃə:mən] n.谢尔曼（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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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sides 2 [saɪdz] n.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

102 since 2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103 sovereignty 2 ['sɔvrənti, 'sʌv-] n.主权；主权国家；君主；独立国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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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support 2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106 tensions 2 ['tenʃn] n. 紧张；拉力；张力；紧张状态；[电]电压 vt. 使拉紧；使绷紧

107 theater 2 ['θiətə, 'θi:ə-] n.电影院，戏院，剧场；戏剧；手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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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troops 2 n.[军]部队；[军]军队（troop的复数形式）

110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11 Ukrainian 2 [ju:'kreiniən; -'krai-] adj.乌克兰的；乌克兰人的 n.乌克兰人；乌克兰语

112 us 2 pron.我们

113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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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wants 2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1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16 week 2 [wi:k] n.周，星期

117 west 2 [west] n.西；西方；西部 adj.西方的；朝西的 adv.在西方；向西方；自西方 n.(West)人名；(英、德、芬、瑞典)韦斯特

118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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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while 2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120 will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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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accept 1 [ək'sept] vt.接受；承认；承担；承兑；容纳 vi.承认；同意；承兑

122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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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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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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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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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aggressive 1 [ə'gresiv] adj.侵略性的；好斗的；有进取心的；有闯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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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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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answering 1 ['a:nsəriŋ] n.[通信]应答；回应 v.回答；回击；起反应（answer的ing形式） adj.应答的；回应的

131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2 aspire 1 [ə'spaiə] vi.渴望；立志；追求

133 aspires 1 英 [ə'spaɪə(r)] 美 [ə'spaɪər] v. 热望；立志

134 attempts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135 authority 1 [ɔ:'θɔrəti] n.权威；权力；当局

136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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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ban 1 [bæn] vt.禁止，取缔 n.禁令，禁忌 n.(Ban)人名；(日)蕃(名)；(缅、老、柬)班；(东南亚国家华语)万；(法)邦；(中)饼(广东
话·威妥玛)；(德、塞、罗、阿拉伯)巴恩；(英)班恩

139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40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141 begun 1 [bi'gʌn] v.开始（begin的过去分词） n.(Begun)人名；(俄)别贡；(英)贝根

142 behavior 1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143 Belarus 1 n.白罗斯（白罗斯共和国，欧洲国家）

144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145 breakdown 1 ['breikdaun] n.故障；崩溃；分解；分类；衰弱；跺脚曳步舞

146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147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48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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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chose 1 [英[tʃəʊz] 美[tʃoz]] v.choose的过去式,选择 n.【法律】物体；动产 n.(Chose)人名；(法)肖兹

151 cold 1 [kəuld] adj.寒冷的；冷淡的，不热情的；失去知觉的 n.寒冷；感冒 adv.完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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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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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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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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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159 Crimea 1 [krai'miə] n.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半岛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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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defend 1 [di'fend] vt.辩护；防护 vi.保卫；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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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denies 1 [dɪ'naɪ] vt. 否认；拒绝承认；拒绝给予；自制

164 deployment 1 [di:'plɔimənt] n.调度，部署

165 deployments 1 n.部署，调度( deployment的名词复数 )

166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67 diplomat 1 ['dipləmæt] n.外交家，外交官；有外交手腕的人；处事圆滑机敏的人

168 directly 1 [英 [də̍ rektli] 美 [dɪˈrɛktli, daɪ-]] adv.直接地；立即；马上；正好地；坦率地 conj.一…就

169 disagree 1 [,disə'gri:] vi.不同意；不一致；争执；不适宜

170 discuss 1 [dis'kʌs] vt.讨论；论述，辩论

171 discussion 1 [dis'kʌʃən] n.讨论，议论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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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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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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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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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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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ight 1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178 emma 1 ['emə] n.艾玛（女子名）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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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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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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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184 everything 1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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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pect 1 [ik'spekt] vt.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期待；预期

187 expecting 1 [ɪk'spekt] v. 预期；期待；盼望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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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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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Farge 1 n.(Farge)人名；(西)法尔赫；(英)法奇；(法)法尔热；(德)法尔格

191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192 flexible 1 ['fleksibl] adj.灵活的；柔韧的；易弯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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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form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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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forward 1 ['fɔ:wəd] adj.向前的；早的；迅速的 adv.向前地；向将来 vt.促进；转寄；运送 n.前锋 n.(Forward)人名；(英)福沃德

196 friendly 1 ['frendli] adj.友好的；亲切的；支持的；融洽的，和睦的 adv.友善地；温和地 n.(Friendly)人名；(英)弗兰德利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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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fully 1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199 further 1 ['fə:ðə] adv.进一步地；而且；更远地 adj.更远的；深一层的 vt.促进，助长；增进

200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201 g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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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gathered 1 ['gæðəɒ] adj. 聚集的；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03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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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206 govern 1 ['gʌvən] vt.管理；支配；统治；控制 vi.居支配地位；进行统治 n.(Govern)人名；(英)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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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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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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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212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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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215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216 hoping 1 ['həʊpɪŋ] n.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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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impose 1 [im'pəuz] vi.利用；欺骗；施加影响 vt.强加；征税；以…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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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independent 1 [,indi'pendənt] adj.独立的；单独的；无党派的；不受约束的 n.独立自主者；无党派者

220 interested 1 ['intristid, 'intər-] adj.感兴趣的；有权益的；有成见的 v.使…感兴趣（interes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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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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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issue 1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224 issued 1 ['ɪʃu ]ː n. 议题；问题；期刊号；一次发行额；发行；<律>子女 v. 发表；公布；正式发给；发行；流出

225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226 itself 1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227 Jens 1 延斯

228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229 join 1 [dʒɔin] vt.参加；结合；连接 vi.加入；参加；结合 n.结合；连接；接合点 n.(Join)人名；(法)茹安

230 joined 1 [dʒɔɪnd]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31 Kazakhstan 1 [,ka:za:k'sta:n] n.哈萨克斯坦（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已于1991年宣布独立）

232 kyiv 1 [地名] [乌克兰] 基辅

233 l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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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lar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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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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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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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limit 1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239 listen 1 ['lisən] vi.听，倾听；听从，听信 n.听，倾听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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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major 1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242 man 1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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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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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246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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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migrant 1 ['maigrənt] n.候鸟；移居者；随季节迁移的民工 adj.移居的；流浪的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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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251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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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most 1 [məust] adv.最；非常，极其；最多；几乎 adj.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n.大部分，大多数 n.(Most)人名；(德、俄、
法、芬、捷、英)莫斯特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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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256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257 nearest 1 ['nɪərɪst] adj. 最近的

258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59 negotiating 1 [nɪ'ɡəʊʃɪeɪtɪŋ] n. 谈判 动词negotiate的现在分词.

260 negotiations 1 [nɪɡəʊʃ'ɪeɪʃnz] n. 协商；谈判；磋商 名词negoti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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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neighbors 1 ['neɪbɔː z] n. 邻居 名词neighbor的复数形式. =neighbours.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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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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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non 1 [nɔn] adv.非，不 n.投反对票的人，反对票 n.(Non)人名；(柬)嫩；(俄)诺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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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olga 1 ['ɔlgə] n.奥尔加（女子名）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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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partner 1 ['pɑ:tnə] n.伙伴；合伙人；配偶 vi.合伙；合股；成为搭档 vt.使合作；与…合伙 n.(Partner)人名；(英、德)帕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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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party 1 n.政党，党派；聚会，派对；当事人[复数parties] vi.参加社交聚会[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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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pathway 1 ['pɑ:θwei, 'pæθ-] n.路，道；途径，路径

274 peninsula 1 [pi'ninsjulə] n.半岛

275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76 performance 1 n.性能；绩效；表演；执行；表现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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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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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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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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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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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present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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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prime 1 [praim] adj.主要的；最好的；基本的 adv.极好地 n.初期；青年；精华；全盛时期 vt.使准备好；填装 vi.作准备 n.(Prime)
人名；(英)普赖姆；(德)普里梅

284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285 promise 1 ['prɔmis] n.许诺，允诺；希望 vt.允诺，许诺；给人以…的指望或希望 vi.许诺；有指望，有前途

286 proposals 1 [prə'pəʊzlz] 建议

287 punishments 1 ['pʌnɪʃmənts] 处分

288 questioned 1 ['kwestʃən] n. 问题；疑问 v. 询问；怀疑

289 rejected 1 ['riː dʒekt] vt. 拒绝；排斥；驳回；丢弃 n. 不合格产品；被拒之人

290 relations 1 [ri'leʃənz] n.关系；交往；事务

291 remained 1 [rɪ'meɪn] v. 剩余；逗留；留下；依然；保持 n. 剩余物；遗迹；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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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repeatedly 1 [rɪ'piː tɪdli] adv. 重复地；再三地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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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republic 1 [ri'pʌblik] n.共和国；共和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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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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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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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seized 1 ['siː zd] adj. 查封的，扣押的 v. 逮住，抓住，咬住（动词seize的过去式,动词seize的过去分词）

302 Sergei 1 n. 塞奇

303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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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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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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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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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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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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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310 side 1 [said] n.方面；侧面；旁边 vi.支持；赞助；偏袒 adj.旁的，侧的 vt.同意，支持 n.(Side)人名；(英)赛德

311 sitting 1 ['sitiŋ] n.入席，就坐；开庭；孵卵；坐着的一段时间 adj.坐着的；孵卵中的；在任期中的 v.坐；坐落（sit的ing形式） n.
(Sitting)人名；(英)西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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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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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sovi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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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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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statements 1 [s'teɪtmənts] n. 报表；陈述；声明（名词statement的复数形式）

317 streets 1 [st'riː ts] 街道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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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substantial 1 [səb'stænʃəl] adj.大量的；实质的；内容充实的 n.本质；重要材料

320 successful 1 [sək'sesful] adj.成功的；一帆风顺的

321 supplying 1 [sə'plaɪ] n. 供应；补给；贮备 vt. 供应；提供；补充

322 Switzerland 1 ['switsələnd] n.瑞士（欧洲国家）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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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tanks 1 [tæks] n. 坦克 名词tank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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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tense 1 [tens] adj.紧张的；拉紧的 vt.变得紧张；使拉紧 vi.拉紧，变得紧张 n.时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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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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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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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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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332 ties 1 [taɪz] tie的复数形式

333 time 1 [taim] n.时间；时代；次数；节拍；倍数 vt.计时；测定…的时间；安排…的速度 adj.定时的；定期的；分期的 n.(Time)人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334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35 tried 1 adj.可靠的；试验过的 v.尝试，审问，审理，审讯，审判（try的过去分词）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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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tweet 1 n.小鸟叫声；自录音再现装置发出的高音；推特 vi.吱吱地叫；啾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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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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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uprising 1 ['ʌp,raiziŋ] n.起义；升起 adj.升起的 v.起义（uprise的ing形式）；升起

341 viable 1 ['vaiəbl] adj.可行的；能养活的；能生育的

342 Vienna 1 [vi'enə] n.维也纳（奥地利首都）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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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Vladimir 1 ['vlædimə] n.弗拉基米尔（古罗斯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的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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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war 1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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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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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wendy 1 ['wendi] n.温迪（女子名）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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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52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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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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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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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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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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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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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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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