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5-03 [As It Is] First Civilians Evacuated from Mariupol Steel
Plant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2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an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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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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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i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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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mariupo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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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t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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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city 7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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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Ukrainian 7 [ju:'kreiniən; -'krai-] adj.乌克兰的；乌克兰人的 n.乌克兰人；乌克兰语

11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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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civilians 6 n. 平民；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

13 factory 6 ['fæktəri] n.工厂；制造厂；代理店

14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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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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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stee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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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were 5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9 ab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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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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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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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3 children 3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24 control 3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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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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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pla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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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pla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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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reported 3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30 s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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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s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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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someone 3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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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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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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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attacks 2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37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8 brief 2 [bri:f] adj.简短的，简洁的；短暂的，草率的 n.摘要，简报；概要，诉书 vt.简报，摘要；作…的提要 n.(Brief)人名；(英)布
里夫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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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ar 2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41 catastrophe 2 [kə'tæstrəfi] n.大灾难；大祸；惨败

42 contro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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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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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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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46 evacuation 2 [i,vækju'eiʃən] n.疏散；撤离；排泄

47 evacuees 2 n.被疏散者( evacuee的名词复数 )

48 groups 2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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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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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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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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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is 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54 lef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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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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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officials 2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57 operation 2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58 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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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orlov 2 n.(Orlov)人名；(俄、塞、芬、罗、捷)奥尔洛夫

60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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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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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Russia 2 ['rʌʃə] n.俄罗斯

64 safe 2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65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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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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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territory 2 ['teritəri] n.领土，领域；范围；地域；版图

68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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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t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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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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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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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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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troops 2 n.[军]部队；[军]军队（troop的复数形式）

74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75 VOA 2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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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wor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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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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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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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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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83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84 ambulances 1 救护车

85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86 apparently 1 [ə'pærəntli] adv.显然地；似乎，表面上

87 arrival 1 [ə'raivəl] n.到来；到达；到达者

88 arrive 1 vi.到达；成功；达成；出生 n.(Arrive)人名；(法)阿里夫

89 arrived 1 [a'raɪvd] adj.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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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bbc 1 [ˌbiː biː 'siː ] abbr. 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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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94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95 bombing 1 ['bɔmiŋ] n.[军]轰炸，[军]投弹 v.轰击；引爆炸弹（bomb的ing形式）

96 break 1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晓；
（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97 Bryan 1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98 buses 1 ['bʌsiz] n.公共汽车（bus的复数形式） v.乘公共汽车；用公共汽车运送（bu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99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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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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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campaign 1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102 camped 1 [kæmp] n. 野营；帐篷；营地 v. 宿营；露营；扎营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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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carried 1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105 cars 1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106 Caty 1 卡蒂

107 causes 1 [kɔː zɪz] n. 原因，理由；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

108 ceasefire 1 英 ['si:sfaiə(r)] 美 ['si:sfaiər] n. 停火；停战

109 center 1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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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clouds 1 [k'laʊdz] n. 云；烟云 名词clou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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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committee 1 [kə'miti] n.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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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cross 1 n.交叉，十字；十字架，十字形物 vi.交叉；杂交；横过 vt.杂交；渡过；使相交 adj.交叉的，相反的；乖戾的；生气的

116 damaged 1 adj.被损坏的 v.损害（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7 dangerous 1 ['deindʒərəs] adj.危险的 危险地

118 daughter 1 ['dɔ:tə] n.女儿；[遗][农学]子代 adj.女儿的；子代的

119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120 delay 1 [di'lei] vi.延期；耽搁 vt.延期；耽搁 n.延期；耽搁；被耽搁或推迟的时间 n.(Delay)人名；(英)迪莱；(法)德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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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destruction 1 [di'strʌkʃən] n.破坏，毁灭；摧毁

123 dog 1 [dɔg, dɔ:g] n.狗；丑女人；卑鄙的人；(俚)朋友 vt.跟踪；尾随

124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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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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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27 electricity 1 [,ilek'trisəti] n.电力；电流；强烈的紧张情绪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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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scaped 1 [ɪ'skeɪpt] adj. 逃脱的 动词esca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0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131 evacuated 1 [ɪ'vækjʊeɪtɪd] adj. 撤退的；疏散的 动词evacu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32 evacuations 1 n.撤空( evacuation的名词复数 ); 撤离; 撤退; 疏散

133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34 experienced 1 [ik'spiəriənst] adj.老练的，熟练的；富有经验的

135 explanation 1 [,eksplə'neiʃən] n.说明，解释；辩解

136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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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family 1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139 fighters 1 歼击机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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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fled 1 [fled] v.逃走（flee的过去分词）；消逝

142 flying 1 ['flaiiŋ] adj.飞行的 n.飞行 v.飞（fly的ing形式）

143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44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45 fu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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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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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gold 1 [gəuld] n.金，黄金；金色；金币 adj.金的，金制的；金色的 n.(Gold)人名；(英、法、德、西、罗、捷、瑞典)戈尔德

148 gone 1 [gɔn] adj.离去的；死去的；用光的 v.去（go的过去分词）

149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150 got 1 [gɔt] v.得到，明白（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Got)人名；(法)戈；(西、匈、瑞典)戈特

151 grounds 1 [ɡ'raʊndz] n. 木砖 名词groun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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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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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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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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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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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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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home 1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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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161 iryna 1 伊琳娜

162 just 1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163 kilometers 1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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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166 level 1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167 limited 1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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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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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lived 1 [livd, 'laivd] adj.有生命的 v.居住（live的过去分词）；活着；度过；以…为生

170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71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72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173 loyal 1 ['lɔiəl] adj.忠诚的，忠心的；忠贞的 n.效忠的臣民；忠实信徒 n.(Loyal)人名；(英、德、西、匈、法)洛亚尔

174 Lynn 1 [lin] n.林恩（姓氏）

175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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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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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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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mayor 1 ['mεə] n.市长 n.(Mayor)人名；(英)梅厄；(法、西、俄)马约尔

180 medicine 1 ['medisin] n.药；医学；内科；巫术 vt.用药物治疗；给…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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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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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185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86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187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88 needs 1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189 nephew 1 ['nefju:] n.侄子；外甥

190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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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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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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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196 organizing 1 v.组织（organize的ing形式）；使有机化 n.组织 adj.组织上的

197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98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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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overall 1 ['əuvərɔ:l, ,əuvə'rɔ:l] adj.全部的；全体的；一切在内的 adv.全部地；总的说来 n.工装裤；罩衫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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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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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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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passage 1 n.一段（文章）；走廊；通路；通过 n.(Passage)人名；(英)帕西奇；(法)帕萨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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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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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pre 1 abbr.炼油工程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

209 presse 1 Die Presse (German-Neue Freie Presse)-Vienna's Press (德语)维也纳通信社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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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private 1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
的，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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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probably 1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213 progress 1 ['prəugres, 'prɔ-, prəu'gres] n.进步，发展；前进 vi.前进，进步；进行 n.(Progress)人名；(赞)普罗格雷斯

214 railroad 1 ['reilrəud] vt.由铁道运输；铺设铁路；以捏造不实之罪使入狱 vi.在铁路工作；乘火车旅行；筑铁路 n.铁路；铁路公司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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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rebuild 1 [,ri:'bild, 'ri:,bild] vt.重建；改造，重新组装；复原 vi.重建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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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refuge 1 ['refju:dʒ] n.避难；避难所；庇护 vt.给予…庇护；接纳…避难 vi.避难；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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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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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resident 1 adj.居住的；定居的 n.居民；住院医生

222 residents 1 ['rezɪdənts] 居民

223 rest 1 [rest] vt.使休息，使轻松；把…寄托于 n.休息，静止；休息时间；剩余部分；支架 vi.休息；静止；依赖；安置 n.(Rest)人
名；(英、德、俄、捷、荷)雷斯特

224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25 road 1 [rəud] n.公路，马路；道路；手段 vt.（狗）沿臭迹追逐（猎物） adj.（美）巡回的 n.(Road)人名；(英)罗德

226 rockets 1 英 ['rɒkɪt] 美 ['rɑːkɪt] n. 火箭；芝麻菜；紫花南芥 v. 猛涨；飞快地移动

227 ruined 1 ['ruind, 'ru:-] adj.毁灭的；荒废的 v.毁灭（ruin的变形）

228 safely 1 ['seifli] adv.安全地 稳定地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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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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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separatists 1 n.分离主义者，独立派( separatist的名词复数 )

232 Sergei 1 n. 塞奇

233 shared 1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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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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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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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slow 1 [sləu] adj.慢的；减速的；迟钝的 vi.变慢；变萧条 vt.放慢；阻碍 adv.慢慢地；迟缓地 n.(Slow)人名；(英)斯洛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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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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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sought 1 [sɔ:t] v.寻找（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2 spirits 1 ['spɪrɪts] n. 精力；情绪；烈酒 名词spirit的复数形式.

243 stay 1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244 still 1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245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46 suffering 1 ['sʌfəriŋ] n.受难；苦楚 adj.受苦的；患病的 v.受苦；蒙受（suffer的ing形式）

247 Sunday 1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248 supplies 1 [səp'laɪz] n. 物资；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

249 survived 1 英 [sə'vaɪv] 美 [sər'vaɪv] vt. 幸免于难；存活；艰难度过；比 ... 活得长 vi. 活着；继续存在

250 take 1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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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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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talks 1 ['tɔː ks] 会谈

254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55 tired 1 ['taiəd] adj.疲倦的；厌倦的，厌烦的 v.疲倦；对…腻烦（tire的过去分词形式）

256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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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tons 1 [tʌnz] ad. [口]极其；非常

258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59 toward 1 [英 [tɔ:d, təʊrd, tə̍ wɔ:d] 美 [tɔrd, tord, təˈwɔrd]] prep.向；对于；为了；接近 adj.即将来到的，进行中的 n.(Toward)人名；
(英)特沃德

260 tracks 1 [t'ræks] n. 轨道；跑道；踪迹；小路；乐曲（名词track的复数） v. 追踪；跟踪（动词track的第三人称单数）

261 trapped 1 [træpt] adj. 陷入困境的；受到限制的 动词tra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62 travelled 1 ['trævəld] v.旅行（等于traveled，trav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过…旅行的，去过…地方的

263 Ukraine 1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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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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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us 1 pron.我们

267 vehicles 1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268 videos 1 英 ['vɪdiəʊ] 美 ['vɪdioʊ] n. 录像；视频 v. 录制电视节目 adj. 视频的；录像的

269 village 1 ['vilidʒ] n.村庄；村民；（动物的）群落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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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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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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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water 1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274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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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welcome 1 ['welkəm] adj.受欢迎的 n.欢迎 vt.欢迎 int.欢迎 n.(Welcome)人名；(英)韦尔科姆

277 whatsoever 1 [,hwɔtsəu'evə] pron.无论什么

278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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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women 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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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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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yaroslav 1 雅罗斯拉夫牛(乳用牛名称)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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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