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5-11 [As It Is] Russia Attacks Odesa, Targeting Supply Line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le 2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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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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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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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6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7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8 aims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9 airport 1 ['εəpɔ:t] n.机场；航空站

10 alli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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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2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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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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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16 appears 2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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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9 areas 2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20 armed 1 [ɑ:md] adj.武装的；有扶手的；有防卫器官的（指动物） n.(Armed)人名；(科摩)阿米德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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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ssociated 1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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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ttack 1 [ə'tæk] n.攻击；抨击；疾病发作 vt.攻击；抨击；动手干 vi.攻击；腐蚀 n.(Attack)人名；(瑞典)阿塔克

25 attacking 2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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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28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29 azov 1 ['a:zɔf; 'a:zɔv] n.亚速海

30 ba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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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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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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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4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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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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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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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39 beyond 1 [bi'jɔnd] prep.超过；越过；那一边；在...较远的一边 adv.在远处；在更远处 n.远处

40 black 1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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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lock 1 n.块；街区；大厦；障碍物 vt.阻止；阻塞；限制；封盖 adj.成批的，大块的；交通堵塞的 n.(Block)人名；(英、法、
德、西、葡、芬、罗)布洛克

42 blockade 2 [blɔ'keid] vt.封锁 n.阻塞

43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44 breakaway 1 ['breikə,wei] n.分离；脱逃

45 br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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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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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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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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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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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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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apturing 1 ['kæptʃəriŋ] v.捕捉（capture的ing形式）

52 carries 1 ['kæri] v. 携带；运送；搬运；带有；传播；承载 n. 【计】进位；运载

53 cen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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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5 city 5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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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58 connect 1 [kə'nekt] vt.连接；联合；关连 vi.连接，连结；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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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ontinuing 1 [kən'tɪnjuɪŋ] adj. 连续的；持续的；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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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controll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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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ounteroffensive 3 ['kaʊntərəfensɪv] n. 反攻；反击；逆袭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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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rimea 1 [krai'miə] n.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半岛

66 Crimean 1 [krai'miən] adj.克里米亚半岛的

67 cultural 1 ['kʌltʃərəl] adj.文化的；教养的

68 cutting 1 ['kʌtiŋ] n.[机]切断；剪辑；开凿 adj.锋利的；严寒的；尖酸刻薄的 v.削减（cut的ing形式）；采伐；切开 n.(Cutting)人
名；(英)卡廷

69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70 d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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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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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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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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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destroy 1 [di'strɔi] vt.破坏；消灭；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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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dmytro 1 德米特罗

77 Donbas 3 n.顿巴斯（苏联煤矿区）

78 drive 1 [draiv] vi.开车；猛击；飞跑 vt.推动，发动（机器等）；驾驶（马车，汽车等）；驱赶 n.驱动器；驾车；[心理]内驱力，
推进力；快车道

79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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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nemy 1 ['enimi] n.敌人，仇敌；敌军 adj.敌人的，敌方的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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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nough 2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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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entering 1 ['entəriŋ] v.进入（enter的ing形式）；录入；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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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panding 1 英 [ɪks'pændɪŋ] 美 [ɪk'spændɪŋ] adj. 扩展的；扩充的 动词expand的现在分词形式.

87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88 experts 2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89 failed 1 [feild] adj.已失败的，不成功的 v.失败，不成功（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0 February 2 ['februəri] n.二月

91 financial 1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92 fired 1 n.因祸得福（电影名） f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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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95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96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7 force 1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98 forces 7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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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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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102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3 fro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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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gains 1 ['ɡeɪnz] n. 收益 名词gain的复数形式.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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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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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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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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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grain 1 [grein] n.粮食；颗粒；[作物]谷物；纹理 vi.成谷粒 vt.使成谷粒 n.(Grain)人名；(法)格兰

110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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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h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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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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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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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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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hitting 1 [hɪtɪŋ] n. 命中 动词hit的现在分词形式.

117 hopeful 1 ['həupful] adj.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n.有希望成功的人

118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19 importance 1 [im'pɔ:təns] n.价值；重要；重大；傲慢

120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21 i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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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23 industrial 1 [in'dʌstriəl] adj.工业的，产业的；从事工业的；供工业用的；来自勤劳的 n.工业股票；工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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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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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7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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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its 4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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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keeping 1 ['ki:piŋ] n.保管；一致；协调；遵守 v.保持；遵守（keep的ing形式）

130 kharkiv 1 n. 卡尔可夫(乌克兰东北部城市) =Khark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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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kyiv 2 [地名] [乌克兰] 基辅

133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134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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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leaving 1 ['li:viŋ] n.离开；残余；渣滓 v.离开；留下；舍弃（leave的ing形式）

137 liberate 1 ['libəreit] vt.解放；放出；释放

138 liberation 1 [,libə'reiʃən] n.释放，解放

139 like 1 [laik] vt.喜欢；想；愿意 vi.喜欢；希望 prep.像；如同 adj.同样的；相似的 n.爱好；同样的人或物 adv.可能 conj.好像

140 lines 2 [laɪnz] n. (剧本中的)台词；诗歌；线条；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

141 looked 1 [lʊkt]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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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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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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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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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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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meaning 1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148 might 2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149 military 14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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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missiles 2 ['mɪsaɪlz] 导弹

152 Moldova 1 [mɔl'dɔ:və] n.摩尔多瓦（罗马尼亚一地区）

153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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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movement 1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156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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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needed 2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59 newspaper 1 ['nju:s,peipə, 'nju:z-] n.报纸 报社 旧报纸

160 northeastern 1 [,nɔ:θ'i:stən] adj.在东北的；东北方的；来自东北的

161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62 note 1 [nəut] n.笔记；音符；票据；注解；纸币；便笺；照会；调子 vt.注意；记录；注解 n.(Note)人名；(英)诺特

163 nothing 1 ['nʌθiŋ] neg.没什么；毫不 n.无；零；不关紧要之事 adv.毫不；决不 pron.无事；无物 int.什么也没有

164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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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objects 1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167 observers 1 [əb'zɜːvəz] 观测器

168 occupied 1 ['ɔkjupaid] adj.已占用的；使用中的；无空闲的 v.占有（occupy的过去分词）

169 odesa 7 n. 敖德萨(地名)

170 of 1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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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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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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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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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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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operate 1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176 opponent 1 [ə'pəunənt] n.对手；反对者；敌手 adj.对立的；敌对的

177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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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ordered 1 ['ɔ:dəd] adj.[数]有序的；整齐的；安排好的 v.命令；点餐（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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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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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peninsula 1 [pi'ninsjulə] n.半岛

183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84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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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port 4 [pɔ:t, pəut] n.港口，口岸；（计算机的）端口；左舷；舱门 vi.转向左舷 vt.持（枪）；左转舵 n.(Port)人名；(英)波特；(法)
波尔；(德、俄、匈、捷)波尔特

186 Ports 1 n.[水运]港口，[电子][计]端口（port的复数） n.宝姿（服装品牌）

187 positions 1 [pə'ziʃənz] n.[水运]位置（position的复数）；定位

188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89 pr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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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pull 1 [pul] vt.拉；拔；拖 vi.拉，拖；拔 n.拉，拉绳；拉力，牵引力；拖 n.(Pull)人名；(法)皮尔；(德、瑞典)普尔

191 pushing 1 ['puʃiŋ] adj.奋斗的；莽撞的；有精力的；富有进取心的 n.推挤；推人犯规（篮球术语） v.推；促进；逼迫（push的ing
形式）

192 Putin 1 ['putin] n.普京（人名）

193 quick 2 [kwik] n.核心；伤口的嫩肉 adj.快的；迅速的，敏捷的；灵敏的 adv.迅速地，快 n.(Quick)人名；(英、德、瑞典、芬)奎
克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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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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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retake 1 [,ri:'teik, 'ri:teik] vt.再取；重拍；补考 n.重考；重新摄录；重新摄录的照片或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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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Russia 11 ['rʌʃə] n.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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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Russians 2 n. 俄罗斯人

201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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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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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sea 2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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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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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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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serve 1 [sə:v]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n.发球，轮到发
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208 seven 1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209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10 shipment 1 ['ʃipmənt] n.装货；装载的货物

211 shipments 2 [ʃiː p'mənts] n. 装运；货物 名词shipment的复数形式.

212 ships 1 [ʃɪps] n.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

213 shopping 1 ['ʃɔpiŋ] n.购物，买东西 v.购物（shop的ing形式）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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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slowed 1 英 [sləʊ] 美 [sloʊ] adj. 慢的 adv. 慢慢地 v. 放慢；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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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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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sounded 1 ['saʊndɪd] vbl. 听起来

218 southwestern 1 [,sauθ'westən] adj.西南部的；向西南的；来自西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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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sto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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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storage 1 ['stɔridʒ] n.存储；仓库；贮藏所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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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strike 1 [straik] vi.打，打击；罢工；敲，敲击；抓；打动；穿透 vt.打，击；罢工；撞击，冲击；侵袭；打动；到达 n.罢工；打
击；殴打 n.(Strike)人名；(英)斯特赖克

224 stro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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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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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struggling 1 ['strʌgliŋ] adj.奋斗的；努力的；苦斗的 v.努力；斗争；竞争（struggl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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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uggest 1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229 suggested 1 [sə'dʒestɪd] adj. 建议的；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0 suggests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231 supplies 2 [səp'laɪz] n. 物资；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

232 supply 2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233 supported 1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34 surprised 1 [sə'praizd] adj.感到惊讶的，出人意料的 v.使惊奇（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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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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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targeted 1 英 ['tɑːɡɪt] 美 ['tɑ rːɡɪt] n. 目标；对象；靶 vt. 把 ... 作为目标；瞄准

238 targeting 1 ['tɑːɡɪtɪŋ] n. 目标 动词target的现在分词形式.

239 territories 1 英 ['terətri] 美 ['terətɔː ri] n. 领土；领域；版图；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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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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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the 3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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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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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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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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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threatening 1 ['θretəniŋ] adj.危险的；胁迫的；凶兆的 v.威胁；恐吓；迫近（threaten的ing形式）

249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250 to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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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52 transnistria 1 n. 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1990年宣布独立为共和国；但国际上普遍认为是摩尔多瓦共和国(Moldova)领土的一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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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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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256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257 Ukraine 11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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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ukrainians 1 乌克兰人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60 unrecognized 1 [ʌn'rekəɡnaɪzd] adj. 未被承认的；未被认出的

261 us 2 pron.我们

262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263 victory 2 ['viktəri] n.胜利；成功；克服 n.(Victory)人名；(西)维多利；(英)维克托里

264 visited 1 v.拜访，访问（visit的过去式）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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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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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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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warehouse 1 ['wεəhaus, 'wεəhauz, -haus] n.仓库；货栈；大商店 vt.储入仓库；以他人名义购进（股票）

270 warn 1 [wɔ:n] vt.警告，提醒；通知 vi.发出警告，发出预告 n.(Warn)人名；(英)沃恩；(德)瓦恩

271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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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weapon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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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week 1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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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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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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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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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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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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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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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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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Wounded 1 ['wu:ndid] adj.受伤的 n.受伤者，伤员 v.使受伤（woun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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