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4-23 [As It Is] On Earth Day, Activists Protest Russian Oil
and Gas Imports 词汇表词汇表

1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2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3 activists 6 ['æktɪvɪsts] 积极分子

4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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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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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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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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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greed 1 [ə'gri:d] adj.同意的；通过协议的 v.同意；赞成（agree的过去式）

10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1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2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3 and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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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15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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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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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shley 2 n.艾希莉（人名）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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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20 badly 1 ['bædli] adv.非常，很；严重地，厉害地；恶劣地

21 b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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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basic 1 ['beisik] adj.基本的；基础的 n.基础；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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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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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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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lood 1 [blʌd] n.血，血液；血统 vt.从…抽血；使先取得经验 n.(Blood)人名；(英、西)布拉德

28 bombs 1 英 [bɒm] 美 [bɑːm] n. 炸弹 vt. 轰炸；投弹于 vi. 投弹；失败

29 Bridges 1 ['bridʒiz] n.布里奇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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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32 buildings 1 ['bɪldɪŋz] n.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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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uying 2 n.买进 v.购买；获得；收买（buy的ing形式）

35 buys 1 [baɪ] vt. 购买；买；获得；收买；<俚>相信 vi. 买 n. 购买；便宜货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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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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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elebrate 1 vt.庆祝；举行；赞美；祝贺；宣告 vi.庆祝；过节；举行宗教仪式

39 change 3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40 chie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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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hoose 1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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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43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44 climate 5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45 coal 1 [kəul] vi.上煤；加煤 vt.给…加煤；把…烧成炭 n.煤；煤块；木炭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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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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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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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onstruct 2 [kən'strʌkt] vt.建造，构造；创立 n.构想，概念

50 consumer 1 [kən'sju:mə] n.消费者；用户，顾客

51 consumers 1 [kən'sjuːməs] n. 顾客 名词consumer的复数形式.

52 continued 1 [kən'tinju:d] adj.继续的；持久的 v.继续；逗留；维持原状（continue的过去分词）

53 continues 1 [kən'tɪnju ]ː v. 继续；连续；维持；持续

54 cost 1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55 costs 1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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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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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riticism 1 ['krɪtɪsɪzəm] n.批评；考证；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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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day 3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土)达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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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demanding 1 [di'mɑ:ndiŋ] adj.苛求的；要求高的；吃力的 v.要求；查问（demand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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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demonstrators 2 n.游行示威者( demonstrator的名词复数 ); 证明者，示范者

65 depending 1 [dɪ'pendɪŋ] n. 依赖；信任；决定于 动词depend的现在分词形式.

66 divided 1 [di'vaidid] adj.分裂的；分开的；有分歧的 v.分开（divide的过去分词）；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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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arth 3 n.地球；地表，陆地；土地，土壤；尘事，俗事；兽穴 vt.把（电线）[电]接地；盖（土）；追赶入洞穴 vi.躲进地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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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conomies 2 [ɪ'kɒnəmɪz] 节约；经济（名词econom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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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mbargo 3 [em'bɑ:gəu, im-] vt.禁止出入港口；禁止或限制贸易；征用或扣押 n.禁令；禁止；封港令

73 embassy 1 ['embəsi] n.大使馆；大使馆全体人员

74 emission 1 [i'miʃən] n.（光、热等的）发射，散发；喷射；发行 n.(Emission)人名；(英)埃米申

75 emissions 1 [i'mɪʃn] n. 散发；发行；排放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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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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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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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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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u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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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urope 2 ['juərəp] n.欧洲

82 European 5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83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84 examining 1 adj.审查的；考试的 v.检查；审讯；进行考试（examine的ing形式）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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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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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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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fossil 2 ['fɔsəl] n.化石；僵化的事物；顽固不化的人 adj.化石的；陈腐的，守旧的

90 Friday 2 ['fraidi] n.星期五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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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fuel 3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93 fuels 1 [fjʊəlz] n. 燃料 名词fuel的复数形式.

94 fu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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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ga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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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gathered 2 ['gæðəɒ] adj. 聚集的；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97 German 1 ['dʒə:mən]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n.德语；德国人

98 Germany 6 ['dʒə:məni] n.德国

99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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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102 goods 1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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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governmental 1 [,gʌvən'mentəl] adj.政府的；政治的；统治上的

105 greenhouse 1 ['gri:nhaus] n.温室 造成温室效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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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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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halt 1 [hɔ:lt] vi.停止；立定；踌躇，犹豫 n.停止；立定；休息 vt.使停止；使立定 n.(Halt)人名；(德、芬)哈尔特

110 hand 1 [hænd] n.手，手艺；帮助；指针；插手 vt.传递，交给；支持；搀扶 n.(Hand)人名；(英、瑞典)汉德

111 handed 1 ['hændid] adj.有手的；用...手的 v.帮助（hand的过去分词）；递送

112 harm 2 [hɑ:m] n.伤害；损害 vt.伤害；危害；损害 n.(Harm)人名；(德)哈尔姆

113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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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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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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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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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humaneness 1 [hju:'meinis] n.深情；慈悲

119 Hungary 1 ['hʌŋgəri] n.匈牙利（欧洲国家名）

120 immediate 2 [i'mi:diət] adj.立即的；直接的；最接近的

121 imports 6 [ɪm'pɔː ts] n. 进口商品；进口货 名词import的复数形式.

122 impose 1 [im'pəuz] vi.利用；欺骗；施加影响 vt.强加；征税；以…欺骗

123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124 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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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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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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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infrastructure 2 ['infrə,strʌktʃə] n.基础设施；公共建设；下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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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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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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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Italy 1 ['itəli] n.意大利（欧洲南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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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killed 1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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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killings 1 n.谋杀( killing的名词复数 ); 突然发大财，暴发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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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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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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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legal 1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140 letter 2 ['letə] n.信；字母，文字；证书；文学，学问；字面意义 vt.写字母于 vi.写印刷体字母 n.(Letter)人名；(英)莱特

141 little 1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142 lviv 2 (=left ventricular infarct volume) 左心室梗塞面积(体积)

143 machines 1 [mə'ʃiː n] n. 机器；做事效率高的人；工具；车辆 v. 以机器制造

144 main 2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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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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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marked 1 [mɑ:kt] adj.显著的；有记号的 v.表示（mark的过去分词）；作记号；打分数

148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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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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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missiles 1 ['mɪsaɪlz] 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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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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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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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natalia 1 n. 纳塔莉亚(f

156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57 nations 2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58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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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61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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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of 1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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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66 oil 9 [ɔil] n.油；石油；油画颜料 vt.加油；涂油；使融化 vi.融化；加燃油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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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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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only 1 ['əunli] adv.只，仅仅；不料 adj.唯一的，仅有的；最合适的 conj.但是；不过；可是

170 opposes 1 英 [ə'pəʊz] 美 [ə'poʊz] v. 反对；对抗；使对立

171 o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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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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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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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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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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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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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parliament 1 ['pɑ:ləmənt] n.议会，国会

179 paying 1 ['pei'ŋ] adj.支付的；赢利的；合算的 n.支付；填缝；放送绳链 v.支付；报答（pay的ing形式）

180 pays 1 n.（法）国家；[劳经]报酬（pay的复数） v.支付（pay的第三人称单数） n.(Pays)人名；(法)佩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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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perc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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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person 2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184 phrasal 1 ['freizl] adj.短语的；习惯用语的，成语的

185 pl 1 abbr.分界线（PartingLine）；合用线（PartyLine）；有效负载（PayLoad）；信号灯（PilotLamp）；复数（plural，等于pl）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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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plac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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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planet 1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189 planned 1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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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politicians 1 [pɒlɪ'tɪʃnz] 政治家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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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pressure 1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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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protest 1 [prəu'test, 'prəu-] vi.抗议；断言 vt.抗议；断言 n.抗议 adj.表示抗议的；抗议性的

196 protested 1 英 [prəʊ'testɪd] 美 [proʊ'testɪd] adj. 抗拒的；反对的 动词prot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97 protesters 1 n.抗议者( protester的名词复数 ); 反对者; 拒绝者; 断言者

198 protests 2 英 ['prəʊtest] 美 ['proʊtest] n. 抗议；反对 v. 抗议；反对；申明；断言

199 public 1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200 purchases 1 ['pɜ tːʃəsɪz] n. 购买；购买的物品 vt. 购买；通过努力而获得

201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202 red 1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203 reducing 1 英 [rɪ'djuːsɪŋ] 美 [rɪ'duːsɪŋ] n. 减低；还原；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204 region 1 ['ri:dʒən] n.地区；范围；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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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released 1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7 replacing 1 [rɪ'pleɪsɪn] adj. 更换的；替代的 动词replace的现在分词形式.

208 re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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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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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211 represent 1 [,repri'zent] vt.代表；表现；描绘；回忆；再赠送 vi.代表；提出异议

212 requires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213 restriction 1 [ri'strikʃən] n.限制；约束；束缚

214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15 roads 1 n. 路；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 罗兹(姓氏)

216 Russia 5 ['rʌʃə] n.俄罗斯

217 Russian 13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218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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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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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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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221 send 1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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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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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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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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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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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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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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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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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232 sponsor 2 ['spɔnsə] n.赞助者；主办者；保证人 vt.赞助；发起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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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stop 2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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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trikes 1 [straɪk] n. 罢工；打击；殴打 v. 打；撞；罢工；划燃

237 structures 1 [st'rʌktʃəz] n.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

238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39 sup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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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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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t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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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the 2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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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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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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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Thompson 2 ['tɔmpsn] n.汤普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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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thus 1 adv.因此；从而；这样；如此 conj.因此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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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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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253 troubles 1 英 ['trʌbl] 美 ['trʌbəl] n. 困难；烦恼；麻烦 v. 使烦恼；麻烦；苦恼；费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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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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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ukrainians 2 乌克兰人

257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258 union 2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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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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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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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62 voluntarily 1 ['vɔləntərili] adv.自动地；以自由意志

263 war 2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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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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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week 1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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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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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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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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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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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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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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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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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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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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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worldwide 2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280 worst 1 [wə:st, 'wə:st] adj.最差的，最坏的；最不利的；效能最低的 n.最坏；最坏的时候 adv.最坏地；最不利地 n.(Worst)人名；
(英、德)沃斯特

281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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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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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