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4-13 [As It Is] Putin Defends War, Ukraine Investigates
Reports of Chemical Weapon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2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and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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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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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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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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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ussian 9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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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chemical 7 ['kemikəl] n.化学制品，化学药品 adj.化学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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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been 6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12 mariupol 6 [,mɑ:ri:'u:pɔljə] n.马里乌波尔（苏联乌克兰东南部港市，日丹诺夫的旧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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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war 6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15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6 city 5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7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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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9 rape 5 [reip] n.强奸，掠夺；[园艺]油菜；葡萄渣 vt.强奸；掠夺，抢夺 vi.犯强奸罪

20 Russia 5 ['rʌʃə] n.俄罗斯

21 told 5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2 us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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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weapons 5 n.武器（weapon的复数）；武装切换；斗争工具 v.武装（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

24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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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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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defense 4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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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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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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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tin 4 ['putin] n.普京（人名）

32 Ukrainian 4 [ju:'kreiniən; -'krai-] adj.乌克兰的；乌克兰人的 n.乌克兰人；乌克兰语

33 used 4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4 violence 4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35 against 3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36 areas 3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37 around 3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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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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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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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civilians 3 n. 平民；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

41 drone 3 n.雄蜂；嗡嗡的声音；懒惰者 n.无人机（非正式） vi.嗡嗡作声；混日子 vt.低沉地说 n.n.(Drone)人名；(法)德罗纳

42 forces 3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43 group 3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44 kyiv 3 [地名] [乌克兰] 基辅

45 noble 3 ['nəubl] adj.高尚的；贵族的；惰性的；宏伟的 n.贵族 vt.抓住；逮捕 n.(Noble)人名；(英、法、意)诺布尔；(西)诺夫莱；
(阿拉伯)努布莱

46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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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49 phosphorous 3 ['fɔsfərəs] adj.磷的，含磷的；发磷光的

50 possible 3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51 president 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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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troops 3 n.[军]部队；[军]军队（troop的复数形式）

54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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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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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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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banned 2 [bæn] v. 禁止；剥夺权利 n. 禁令；禁止

58 camp 2 [kæmp] vi.露营；扎营 vt.扎营；使扎营 n.露营 n.(Camp)人名；(英)坎普；(瑞典)坎普；(法)康

59 claim 2 [kleim] vi.提出要求 vt.要求；声称；需要；认领 n.要求；声称；索赔；断言；值得

60 convention 2 [kən'venʃən] n.大会；[法]惯例；[计]约定；[法]协定；习俗

61 counci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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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crimes 2 [k'raɪmz] 犯罪

63 deputy 2 ['depjuti] n.代理人，代表 adj.副的；代理的

64 Donetsk 2 [də'netsk] n.顿涅茨克（苏联顿涅茨煤田区城市）

65 dropped 2 [drɒpt] v. 降下(减少；划线；停止；除去)

66 eastern 2 ['i:stən] adj.东方的；朝东的；东洋的 n.东方人；（美国）东部地区的人

67 execution 2 [,eksi'kju:ʃən] n.执行，实行；完成；死刑

68 fa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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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fighters 2 歼击机

70 for 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1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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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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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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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leader 2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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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ministry 2 ['ministri] n.（政府的）部门

77 Monday 2 ['mʌndi] n.星期一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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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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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official 2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81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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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protect 2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83 report 2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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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r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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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security 2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86 separatist 2 ['sepərətist] n.分离主义者；独立派 adj.分离主义者的

87 soldiers 2 ['səuldʒə] n.[军]士兵；战士数量（soldier的复数）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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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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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tank 2 [tæŋk] n.坦克；水槽；池塘 vt.把…贮放在柜内；打败 vi.乘坦克行进 n.(Tank)人名；(德、土、阿塞、土库、挪)汤克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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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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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Tuesday 2 ['tju:zdi; -dei] n.星期二

94 under 2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95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96 weapon 2 ['wepən] n.武器，兵器

97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98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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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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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absolutely 1 ['æbsəlju:tli, ,æbsə'lju:tli] adv.绝对地；完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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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accusations 1 n.指责( accusation的名词复数 ); 指控; 控告; （被告发、控告的）罪名

103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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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admire 1 [əd'maiə] vt.钦佩；赞美 vi.钦佩；称赞

106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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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aim 1 vt.目的在于；引导；把…对准 vi.打算；对准目标；瞄准 n.目的；目标；对准

109 aircraft 1 ['εəkrɑ:ft] n.飞机，航空器

110 airstrike 1 ['erˌstraɪk] n. 空袭

111 ambassador 1 [æm'bæsədə] n.大使；代表；使节

112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13 anniversary 1 [,æni'və:səri] n.周年纪念日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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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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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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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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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azov 1 ['a:zɔf; 'a:zɔv] n.亚速海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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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baho 1 巴胡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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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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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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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belong 1 [bi'lɔŋ] vi.属于，应归入；居住；适宜；应被放置

127 British 1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128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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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bucha 1 布哈

130 burning 1 ['bə:niŋ] adj.燃烧的；强烈的；发热的 n.燃烧 vi.燃烧（burn的现在分词）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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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capital 1 ['kæpitə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Capital)人名；(法)卡皮塔尔

133 capture 1 vt.俘获；夺得；捕捉，拍摄,录制 n.捕获；战利品，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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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centered 1 ['sentəd] adj.居中的；有圆心的 v.集中；居中（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36 ceremony 1 ['seriməuni] n.典礼，仪式；礼节，礼仪；客套，虚礼

137 charges 1 [t'ʃɑːdʒɪz] n. 费用

138 children 1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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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141 civilian 1 [si'viljən] adj.民用的；百姓的，平民的 n.平民，百姓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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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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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cnn 1 [ˌsiː en'en] abbr. 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145 come 1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146 comment 1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147 confirm 1 [kən'fə:m] vt.确认；确定；证实；批准；使巩固

148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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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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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count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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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153 defended 1 [dɪ'fend] v. 防守；防护；辩护

154 defending 1 [dɪ'fend] v. 防守；防护；辩护

155 defends 1 [dɪ'fend] v. 防守；防护；辩护

156 denied 1 [dɪ'naɪəd] adj. 被否认的；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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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destroyed 1 [dis'trɔid] adj.被毁，毁坏；遭破坏的 v.破坏（destroy的过去分词）

159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160 directed 1 [di'rektid, dai-] adj.定向的；经指导的；被控制的 v.指导；管理（dir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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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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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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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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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duard 1 n. 爱德华

166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67 Evans 1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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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plosive 1 [ik'spləusiv] adj.爆炸的；爆炸性的；爆发性的 n.炸药；爆炸物

170 factory 1 ['fæktəri] n.工厂；制造厂；代理店

171 failing 1 ['feiliŋ] n.失败；缺点，过失；弱点 prep.如果没有… adj.失败的 v.失败；不及格（fail的ing形式） n.(Failing)人名；(英)费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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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false 1 [fɔ:ls] adj.错误的；虚伪的；伪造的 adv.欺诈地

173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174 feel 1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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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fishing 1 ['fiʃiŋ] n.渔业；捕鱼（术）；试探；装配 adj.钓鱼的；钓鱼用的 v.捕鱼（fish的ing形式）

177 flies 1 [flaiz] n.苍蝇（fly的复数）；舞台上空，吊景区；裤子前面的开口 v.飞行；时间飞逝；乘飞机；飘动（fly的第三人称单
数）

178 following 1 ['fɔləuiŋ] adj.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n.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v.跟随；沿行（follow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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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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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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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goals 1 ['ɡəʊlz] n.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

183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84 governor 1 ['gʌvənə] n.主管人员；统治者，管理者；[自]调节器；地方长官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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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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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巴基)哈伊

187 Hanna 1 ['hænə] n.汉纳（姓氏）

188 haven 1 ['heivən] n.港口；避难所，安息所 vt.为……提供避难处；安置……于港中 n.(Haven)人名；(英)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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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hearing 1 ['hiəriŋ] n.听力；审讯，听讯 v.听见（hear的ing形式） n.(Hearing)人名；(英)希尔林

191 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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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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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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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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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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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increasingly 1 [in'kri:siŋli] adv.越来越多地；渐增地

197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98 injure 1 ['indʒə] vt.伤害，损害

199 injured 1 ['indʒəd] adj.受伤的；受损害的

200 interfax 1 n. 国际文传电讯社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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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invaders 1 [ɪn'veɪdəz] n. 入侵者；闯入者 名词invad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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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investigate 1 [in'vestigeit] v.调查；研究

205 investigates 1 [ɪn'vestɪɡeɪt] v. 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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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john 1 [dʒɔn] n.厕所

208 Jonathan 1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209 kateryna 1 卡捷琳娜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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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killing 1 ['kiliŋ] adj.杀害的；迷人的；使人筋疲力尽的 n.杀戮；谋杀；猎获物 v.杀死；消磨；毁掉（kill的ing形式） n.(Killing)人
名；(德)基林

212 kirby 1 n.卡比（男子名）

213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214 kyrylenko 1 基里连科

215 la 1 [lɑ:] n.全音阶中的第6个音；A音的唱名 n.(La)人名；(中)辣(广东话·威妥玛)；(越)罗；(朝)罗；(缅、老)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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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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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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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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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liz 1 [liz] n.莉斯（女子名）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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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looked 1 [lʊkt]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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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marking 1 ['mɑ:kiŋ] n.标志；打分；做记号；斑纹 v.注意；作记号于；给…打分数（mark的ing形式） n.(Marking)人名；(西)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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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metal 1 ['metəl] n.金属；合金 vt.以金属覆盖 adj.金属制的 n.(Metal)人名；(捷)梅塔尔；(瑞典)梅塔尔

226 midnight 1 ['midnait] n.午夜，半夜12点钟 adj.半夜的；漆黑的

227 military 1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228 million 1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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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mission 1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231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32 munitions 1 [mju:'niʃnz] n.[军]军需品（尤指武器弹药）；必需品（munition的复数） v.供应…军需品；从事军需品生产（munition
的三单形式）

233 murder 1 ['mə:də] vt.谋杀，凶杀 n.谋杀，凶杀 vi.杀人，犯杀人罪

234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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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37 night 1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238 occupation 1 [,ɔkju'peiʃən] n.职业；占有；消遣；占有期

239 offensive 1 [ə'fensiv] adj.攻击的；冒犯的；无礼的；讨厌的 n.攻势；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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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42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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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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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pavlo 1 帕夫洛

246 pilot 1 ['pailət] n.飞行员；领航员 adj.试点的 v.驾驶；领航；试用 n.(Pilot)人名；(意、印)皮洛特；(法)皮洛

247 placed 1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8 plant 1 [plɑ:nt, plænt] n.工厂，车间；植物；设备；庄稼 vt.种植；培养；栽培；安置 vi.种植 n.(Plant)人名；(英、西、意)普兰
特；(法)普朗

249 poisonous 1 ['pɔizənəs] adj.有毒的；恶毒的；讨厌的

250 population 1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251 prepares 1 英 [prɪ'peə(r)] 美 [prɪ'per] v. 预备；准备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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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production 1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254 pulled 1 ['pʊld] adj. 牵引的 v. 拉；拖；牵；拔（动词pu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55 putting 1 ['putiŋ] n.投掷；（高尔夫球）打球入洞 v.放置（put的ing形式）；轻击球；使球入洞的轻击（putt的ing形式）

256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257 quarter 1 ['kwɔ:tə] n.四分之一；地区；季度；一刻钟；两角五分；节 vi.住宿；驻扎 vt.将…四等分；供某人住宿 num.四分之一

258 regiment 1 ['redʒimənt] vt.把…编成团；严格地管制 n.团；大量

259 repeated 1 [ri'pi:tid] adj.再三的，反复的 v.重复；复述（repea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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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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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report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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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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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requests 1 [rɪ'kwest] n. 请求；要求 vt. 请求；要求

264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65 RFE 1 abbr. Radio Free Europe 自由欧洲广播电台(总部设于西德慕尼黑 专对东欧广播).

266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67 rl 1 n. 无线电定位(轨条；研究用图书室；电阻-电感线路)

268 secretary 1 ['sekrətəri] n.秘书；书记；部长；大臣

269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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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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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exual 1 ['seksjuəl, -ʃuəl] adj.性的；性别的；有性的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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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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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sima 1 ['saimə] n.硅镁层 n.(Sima)人名；(塞、卢、喀、罗、泰、瑞典、赤几)西玛(女名)，西马；(卢旺)西马，西玛(女名)

276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77 small 1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
人名；(英)斯莫尔

278 smoke 1 [sməuk] n.烟；抽烟；无常的事物 vi.冒烟，吸烟；抽烟；弥漫 vt.吸烟；抽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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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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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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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southern 1 ['sʌðən] adj.南的；南方的 n.南方人 n.(Southern)人名；(英)萨瑟恩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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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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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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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st 1 [es ti:] abbr.标准时间（standardtime）；Shipping装货单（ShippingTicket）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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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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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steel 1 [sti:l] n.钢铁；钢制品；坚固 vt.钢化；使冷酷 adj.钢制的；钢铁业的；坚强的 n.(Steel)人名；(德)施特尔；(英)斯蒂尔

292 storage 1 ['stɔridʒ] n.存储；仓库；贮藏所

293 strada 1 斯特拉达牌汽车

294 surrounding 1 [sə'raundiŋ] adj.周围的，附近的 n.环境，周围的事物

295 television 1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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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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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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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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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01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302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303 touched 1 adj.受感动的；神经兮兮的 v.触摸（tou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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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towns 1 n. 汤斯

305 toy 1 [tɔi] n.玩具；小装饰品；不值钱的东西 vi.玩弄；调情；随随便便地对待 adj.作为玩具的；玩物似的 n.(Toy)人名；(英、土)
托伊；(法)图瓦

306 truss 1 [trʌs] n.束；构架；捆 vt.捆绑；用构架支撑 n.(Truss)人名；(德)特鲁斯；(英)特拉斯

307 ukrainians 1 乌克兰人

308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309 unknown 1 ['ʌn'nəun] adj.未知的；陌生的，默默无闻的 n.未知数；未知的事物，默默无闻的人

310 unwell 1 [,ʌn'wel] adj.不舒服的；生病的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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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urgently 1 ['ə:dʒəntli] adv.迫切地；紧急地；急切地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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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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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16 wire 1 ['waiə] n.电线；金属丝；电报 vt.拍电报；给…装电线 vi.打电报 n.(Wire)人名；(英)怀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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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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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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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321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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