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4-05 [As It Is] Biden, World Leaders Condemn Russian 'War
Crimes' in Ukrain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2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i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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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said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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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ussian 16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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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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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to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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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for 11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 h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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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from 9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2 war 8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13 bodies 7 英 ['bɒdi] 美 ['bɑːdi] n. 身体；主体；正文；主要部分；尸体；躯体；团体 v. 赋…以形体

14 were 7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5 around 6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6 bucha 6 布哈

17 ha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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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his 6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9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0 Russia 6 ['rʌʃə] n.俄罗斯

21 thei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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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3 troops 6 n.[军]部队；[军]军队（troop的复数形式）

24 Ukraine 6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25 ab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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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rea 5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7 been 5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28 civilians 5 n. 平民；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

29 crimes 5 [k'raɪmz] 犯罪

30 its 5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31 kyiv 5 [地名] [乌克兰] 基辅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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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resident 5 adj.居住的；定居的 n.居民；住院医生

34 s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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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shot 5 n.发射；炮弹；射手；镜头 adj.用尽的；破旧的；杂色的，闪光的 v.射击（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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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against 4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38 a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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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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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ap 4 abbr.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Press）；空气污染（AirPollution）；大气规划（AirProgram）；汇编程序
（AssemblyProgram） n.(Ap)人名；(中)鸭(广东话·威妥玛)

41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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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alle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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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forces 4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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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images 4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46 Monday 4 ['mʌndi] n.星期一

47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48 president 4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49 told 4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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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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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biden 3 n. 拜登(姓氏)

53 civilian 3 [si'viljən] adj.民用的；百姓的，平民的 n.平民，百姓

54 genocide 3 ['dʒenəusaid] n.种族灭绝；灭绝整个种族的大屠杀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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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h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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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him 3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58 hole 3 [həul] n.洞，孔；洞穴，穴；突破口 vi.凿洞，穿孔；（高尔夫球等）进洞 vt.凿洞 n.(Hole)人名；(瑞典、挪)霍勒；(英)霍尔

59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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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least 3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61 minister 3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62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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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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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Putin 3 ['putin] n.普京（人名）

65 saw 3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66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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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then 3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68 tied 3 [taid] v.系（ti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系住的

69 town 3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70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71 actions 2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72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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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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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ano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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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appeared 2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7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8 behind 2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79 br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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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building 2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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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crime 2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83 dead 2 [ded] adj.无生命的；呆板的；废弃了的 adv.完全地 n.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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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denied 2 [dɪ'naɪəd] adj. 被否认的；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5 gather 2 ['gæðə] vt.收集；收割；使…聚集；使…皱起 vi.聚集；化脓；皱起 n.聚集；衣褶；收获量 n.(Gather)人名；(德)加特

86 hands 2 n.[解剖]手（hand的复数） v.给，传递（hand的单三形式） n.(Hands)人名；(英)汉兹

87 human 2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88 internation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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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killed 2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90 kilometers 2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91 la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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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leaders 2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93 m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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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mayor 2 ['mεə] n.市长 n.(Mayor)人名；(英)梅厄；(法、西、俄)马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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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ministry 2 ['ministri] n.（政府的）部门

97 mu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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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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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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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particular 2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101 places 2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02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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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pr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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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purpose 2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105 reporters 2 媒体记者

106 reporting 2 英 [rɪ'pɔː tɪŋ] 美 [rɪ'pɔː 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107 residents 2 ['rezɪdənts] 居民

108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09 rights 2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110 several 2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111 showed 2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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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114 towns 2 n. 汤斯

115 trial 2 ['traiəl] n.试验；审讯；努力；磨炼 adj.试验的；审讯的 n.(Trial)人名；(法)特里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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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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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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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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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21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122 above 1 [ə'bʌv] prep.超过；在……上面；在……之上 adv.在上面；在上文 adj.上文的 n.上文

123 accountable 1 [ə'kauntəbl] adj.有责任的；有解释义务的；可解释的

124 accusation 1 [,ækju:'zeiʃən] n.控告，指控；谴责

125 accusations 1 n.指责( accusation的名词复数 ); 指控; 控告; （被告发、控告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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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127 actual 1 ['æktʃuəl] adj.真实的，实际的；现行的，目前的

128 adding 1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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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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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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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albin 1 n.阿尔宾（男子名）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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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anti 1 ['ænti, -tai] adj.反对的 n.反对者，反对论者 n.(Anti)人名；(意)安蒂；(阿拉伯)安提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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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appeal 1 [ə'pi:l] vi.呼吁，恳求；上诉；诉诸，求助；有吸引力，迎合爱好；（体育比赛中）诉诸裁判 n.呼吁，请求；吸引力，
感染力；上诉；诉诸裁判 vt.将…上诉，对…上诉

137 army 1 ['ɑ:mi] n.陆军，军队

138 arrange 1 [ə'reindʒ] vt.安排；排列；整理 vi.安排；排列；协商

139 attacked 1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140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141 bachelet 1 n. 巴奇莱特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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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backs 1 n.后背，脊背；后卫（back的复数形式） v.后退（back的三单形式） n.(Backs)人名；(德)巴克斯

144 base 1 [beis] n.基础；底部；垒 adj.卑鄙的；低劣的 vt.以…作基础 n.(Base)人名；(日)马濑(姓)

145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146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147 bit 1 n.[计]比特（二进位制信息单位）；少量；马嚼子；辅币；老一套；一点，一块 vt.控制 adj.很小的；微不足道的 adv.有点
儿；相当 vt.咬（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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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bone 1 [英[bəʊn] 美[bon]] n.骨；骨骼 vt.剔去...的骨；施骨肥于 vi.苦学；专心致志 n.(Bone)人名；(英)博恩；(法、西、罗、塞)博
内；(老)奔

150 boot 1 [bu:t] vt.引导；踢；解雇；使穿靴 n.靴子；踢；汽车行李箱 n.(Boot)人名；(英)布特；(德)博特

151 burying 1 ['beriiŋ] n.埋；埋葬 v.埋（bury的ing形式）；掩藏 adj.埋葬的

152 calling 1 ['kɔ:liŋ] n.职业；欲望；点名；召集；邀请 v.召；呼唤（call的现在分词）；称之为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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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captured 1 英 ['kæptʃə(r)] 美 ['kæptʃər] vt. 捕获；占领；夺取；吸引；(用照片等)留存 n. 捕获；战利品

155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156 clai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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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
除；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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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clothes 1 [kləuðz] n.衣服

160 commissioner 1 [kə'miʃənə] n.理事；委员；行政长官；总裁

161 completely 1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162 condemn 1 [kən'dem] vt.谴责；判刑，定罪；声讨

163 condemned 1 [kən'demd] adj.已被定罪的；被责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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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controlling 1 [kən'trəuliŋ] n.控制 v.控制；管理（control的ing形式）；验证

166 council 1 ['kaunsəl] n.委员会；会议；理事会；地方议会；顾问班子 n.(Council)人名；(英)康斯尔

167 covered 1 ['kʌvəd] adj.覆盖了的；隐蔽着的；有屋顶的 v.覆盖；包括；掩护（cover的过去分词）

168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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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criminal 1 ['kriminəl] n.罪犯 adj.刑事的；犯罪的；罪恶的

170 crushing 1 ['krʌʃiŋ] adj.压倒的；决定性的；不能站起来；支离破碎的 v.压破，征服，冲入（cr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71 deaths 1 ['deθs] 死亡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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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deputy 1 ['depjuti] n.代理人，代表 adj.副的；代理的

174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5 detail 1 ['di:teil, di'teil] n.细节，详情 vt.详述；选派 vi.画详图

176 discovered 1 英 [dɪ'skʌvə(r)] 美 [dɪ'skʌvər] v. 发现；偶然撞见；发觉

177 discuss 1 [dis'kʌs] vt.讨论；论述，辩论

178 distance 1 ['distəns] n.距离；远方；疏远；间隔 vt.疏远；把…远远甩在后面

179 dmitry 1 n. 德米特里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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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d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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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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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ither 1 adj.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任何一个 conj.也（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根本 pron.任一，两方，随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184 emmanuel 1 [i'mænjuəl] n.以马内利（耶稣基督的别称）；伊曼纽尔（男子名，等于Immanuel）

185 enforcement 1 [in'fɔ:smənt] n.执行，实施；强制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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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88 Evans 1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189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190 examination 1 [ig,zæmi'neiʃən] n.考试；检查；查问

191 executed 1 ['eksɪkju tː] vt. 执行；实行；处决；完成

192 eyes 1 n.眼睛（eye的复数） n.(Eyes)人名；(英)艾斯

193 faced 1 [feist] adj.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有…表面的 v.面对（face的过去分词）

194 false 1 [fɔ:ls] adj.错误的；虚伪的；伪造的 adv.欺诈地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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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feelings 1 ['fiː lɪŋs] n.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

197 fell 1 [fel] adj.凶猛的；毁灭性的 vt.砍伐；打倒；击倒 n.[林]一季所伐的木材；折缝；兽皮 v.掉下；摔倒；下垂；变坏（fall的过
去式） n.(Fell)人名；(英、法、德)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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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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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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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202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203 French 1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204 fuel 1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205 Germany 1 ['dʒə:məni] n.德国

206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207 gr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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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Graves 1 [grɑ:v] n.（法国）格拉夫葡萄酒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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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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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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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巴基)哈伊

212 Hanna 1 ['hænə] n.汉纳（姓氏）

213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4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215 heating 1 ['hi:tiŋ] n.[热]加热；[建]供暖；暖气设备 adj.加热的；供热的 v.[热]加热（heat的现在分词）

216 heel 1 [hi:l] n.脚后跟；踵 vt.倾侧 vi.倾侧 n.(Heel)人名；(德)黑尔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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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hiding 1 ['haidiŋ] n.隐匿；躲藏处；殴打 n.(Hiding)人名；(瑞典)希丁

219 high 1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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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horrified 1 ['hɔrifaid] adj.惊骇的；带有恐怖感的 v.惊骇（horr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使…战悚

222 humanitarian 1 [hju:,mæni'tεəriən] adj.人道主义的；博爱的；基督凡人论的 n.人道主义者；慈善家；博爱主义者；基督凡人论者

223 husband 1 ['hʌzbənd] vt.节约地使用（或管理） n.丈夫 n.(Husband)人名；(英)赫斯本德

224 improvise 1 ['imprəvaiz] vt.即兴创作；即兴表演；临时做；临时提供 vi.即兴创作；即兴表演；临时凑合

225 improvised 1 ['imprəvaizd] adj.即兴的；临时准备的 v.即兴创作；临时做，临时提供（improvise的过去分词）

226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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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229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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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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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investigating 1 [ɪn'vestɪɡeɪt] v. 调查；研究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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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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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Jonathan 1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237 justice 1 ['dʒʌstis] n.司法，法律制裁；正义；法官，审判员 n.(Justice)人名；(英)贾斯蒂斯，贾斯蒂丝(女名)

238 kill 1 [kil] vt.杀死；扼杀；使终止；抵消 vi.杀死 n.杀戮；屠杀 adj.致命的；致死的 n.(Kill)人名；(德)基尔

239 Kosovo 1 ['kɔ:səvəu] n.科索沃（南斯拉夫自治省名）

240 kurti 1 库尔蒂

241 lavrov 1 n. 拉夫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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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left 1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244 leg 1 [leg] n.腿；支柱

245 legs 1 ['leɡz] n.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

246 li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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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local 1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248 lying 1 adj.说谎的；躺着的，卧着的 n.说谎；横卧

249 macron 1 ['mækrɔn, 'mei-] n.长音符号（加于元音上） n.(Macron)人名；(法)马克龙

250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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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manipulation 1 [mə,nipju'leiʃən] n.操纵；操作；处理；篡改

252 manipulations 1 n. 操作（manipulation的复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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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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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55 massacre 1 ['mæsəkə] vt.残杀；彻底击败 n.大屠杀；惨败 n.(Massacre)人名；(法)马萨克尔

256 materials 1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257 Mateusz 1 马特乌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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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Michelle 1 [mi:'ʃel] n. 米歇尔(女子名)

260 morawiecki 1 莫拉维茨基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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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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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264 neighbor 1 ['neibə] n.邻居 adj.邻近的 vi.友好；毗邻而居 vt.邻接 n.(Neighbor)人名；(英)内伯

265 neighboring 1 ['neibəriŋ] adj.邻近的；附近的（等于neighbouring） v.与…为邻；位于附近（neighbor的ing形式）

266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67 nine 1 [nain] n.九，九个 num.九；九个 adj.九的，九个的 n.(Nine)人名；(塞)尼内

268 northwest 1 [,nɔ:θ'west] adj.西北的；向西北的；来自西北的 n.西北 adv.在西北；向西北；来自西北

269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70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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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operation 1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273 organizations 1 [ˌɔː ɡənaɪ'zeɪʃnz] n. 组织机构（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

274 outrage 1 ['autreidʒ] n.愤怒，愤慨；暴行；侮辱 vt.凌辱，强奸；对…施暴行；激起愤怒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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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Paris 1 ['pæris] n.巴黎（法国首都）；帕里斯（特洛伊王子）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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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peskov 1 佩斯科夫

279 phones 1 英 [fəʊn] 美 [foʊn] n. 电话；电话机；听筒；耳机；[语]音素 v. 打电话 suf. 表示“声音”或“说 ... 语言的人”

280 photo 1 ['fəutəu] n.照片

281 pictures 1 ['pɪktʃəz] n.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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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plastic 1 ['plæstik,'plɑ:s-] adj.塑料的；（外科）造型的；可塑的 n.塑料制品；整形；可塑体

284 Poland 1 ['pəulənd] n.波兰（欧洲国家）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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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pressures 1 英 ['preʃə(r)] 美 ['preʃər] n. 压强；压力；压迫 v. 施压

287 provided 1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288 publication 1 [,pʌbli'keiʃən] n.出版；出版物；发表

289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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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range 1 n.范围；幅度；排；山脉 vi.（在...内）变动；平行，列为一行；延伸；漫游；射程达到 vt.漫游；放牧；使并列；归类
于；来回走动

292 recaptured 1 英 [ˌriː 'kæptʃə(r)] 美 [ˌriː 'kæptʃər] v. 重新获得；再次经历；重温；再俘获 n. 重获；重获之物；再捕获

293 refused 1 [rɪ'fjuːz] v. 拒绝 n. 垃圾；废物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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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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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reporter 1 [ri'pɔ:tə] n.记者

297 repor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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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response 1 [ri'spɔns] n.响应；反应；回答

299 safety 1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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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searched 1 ['sɜ tːʃt] 动词search的过去式，动词search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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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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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Serbian 1 ['sə:biən] adj.塞尔维亚人（语）的；塞尔维亚的 n.塞尔维亚人（语）

304 sergey 1 谢尔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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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shoot 1 [ʃu:t] vt.射击，射中；拍摄；发芽；使爆炸；给…注射 vi.射击；发芽；拍电影 n.射击；摄影；狩猎；急流

307 sh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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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309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310 single 1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311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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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s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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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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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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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son 1 [sʌn] n.儿子；孩子（对年轻人的称呼）；男性后裔 n.(Son)人名；(土、老、柬)松；(法、罗)索恩；(日)存(名)；(日)孙
(姓)；(越)山

317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318 spokesman 1 ['spəuksmən] n.发言人；代言人

319 stage 1 [steidʒ] n.阶段；舞台；戏剧；驿站 vt.举行；上演；筹划 vi.举行；适于上演；乘驿车旅行 n.(Stage)人名；(英)斯特奇

320 staged 1 [steidʒd] adj.分期的 v.stage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321 streets 1 [st'riː ts] 街道

322 suffered 1 ['sʌfəd] v. 遭受，允许，宽恕（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23 Sunday 1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324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325 taras 1 n. 塔拉斯

326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327 threw 1 [θru:] v.抛（throw的过去式）；丢弃

328 tie 1 [tai] vt.系；约束；打结；与…成平局 vi.打结；不分胜负；被用带（或绳子等）系住 n.领带；平局；鞋带；领结；不分胜负
n.(Tie)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治；(英)泰伊；(柬)狄

329 tons 1 [tʌnz] ad. [口]极其；非常

330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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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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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35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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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vide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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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violations 1 [vaɪə'leɪʃnz] n. 侵害，违反（名词violation的复数形式）

339 violent 1 ['vaiələnt] adj.暴力的；猛烈的

340 visited 1 v.拜访，访问（visit的过去式）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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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volodymyr 1 弗拉基米尔

343 w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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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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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we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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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346 whatever 1 [hwɔt'evə, 'hwət-] adj.不管什么样的 pron.无论什么；诸如此类 conj.无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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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49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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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withdrawal 1 [wið'drɔ:əl, wiθ-] n.撤退，收回；提款；取消；退股

351 wood 1 [wud] n.木材；木制品；树林 vi.收集木材 vt.植林于；给…添加木柴 n.(Wood)人名；(英、法、西、葡、阿拉伯)伍德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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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work 1 n.工作；[物]功；产品；操作；职业；行为；事业；工厂；著作；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 vt.使工作；操作；经营；使缓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354 worker 1 ['wə:kə] n.工人；劳动者；职蚁 n.(Worker)人名；(英)沃克

355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56 wrongdoing 1 ['rɔŋ'du:ŋ, 'rɔ:ŋ-] n.坏事；不道德的行为

357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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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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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