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5-12 [As It Is] Ukrainian Gas Center Supplying Europe Is
Shut Down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to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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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gas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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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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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nd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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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 Russia 10 ['rʌʃə] n.俄罗斯

9 Russian 10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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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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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3 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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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urope 7 ['juərəp] n.欧洲

15 be 6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6 through 6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17 b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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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Kherson 5 [keər'sɔ:n] n.赫尔松（苏联乌克兰南部港市）

19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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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cutoff 4 英 ['kʌtɔː f] 美 ['kʌtˌɔː f] n. 近路；切断

21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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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hub 4 [hʌb] n.中心；毂；木片 n.(Hub)人名；(捷)胡布

23 its 4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4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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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par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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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would 4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7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8 area 3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9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30 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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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likely 3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32 m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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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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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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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region 3 ['ri:dʒən] n.地区；范围；部位

36 sta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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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war 3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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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wester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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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40 annex 2 [ə'neks, 'æneks] vt.附加；获得；并吞 n.附加物；附属建筑物

41 annexation 2 [,ænek'seiʃən] n.合并；附加物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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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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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45 count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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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rimea 2 [krai'miə] n.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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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dow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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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arly 2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50 energy 2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51 European 2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52 forces 2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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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lo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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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luo 2 [lə'wəu; 'lu:əu] n.卢奥族，卢奥人；卢奥语 adj.卢奥人的；卢奥语的

56 natural 2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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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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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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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oil 2 [ɔil] n.油；石油；油画颜料 vt.加油；涂油；使融化 vi.融化；加燃油

62 operator 2 ['ɔpəreitə] n.经营者；操作员；话务员；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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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pipeline 2 n.管道；输油管；传递途径

65 plan 2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66 problem 2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67 proper 2 ['prɔpə] adj.适当的；本身的；特有的；正派的 adv.完全地 n.(Proper)人名；(英、德)普罗珀

68 regional 2 ['ri:dʒənəl] adj.地区的；局部的；整个地区的

69 sign 2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70 sovi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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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stability 2 [stə'biliti] n.稳定性；坚定，恒心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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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third 2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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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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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union 2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77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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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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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81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82 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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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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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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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accepting 1 [ək'septiŋ] adj.承兑的；易接受的；赞同的 v.接受；同意；承担（责任等）（accept的ing形式）

85 active 1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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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add 1 [æd] vi.加；增加；加起来；做加法 vt.增加，添加；补充说；计算…总和 n.加法，加法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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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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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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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93 annexed 1 [ə'nekst] [法] 附加的, 附属的

94 apart 1 [ə'pɑ:t] adv.相距；与众不同地；分离着 adj.分离的；与众不同的

95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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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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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ask 1 [ɑ:sk, æsk] vt.问，询问；要求；需要；邀请；讨价 vi.问，询问；要求 n.(Ask)人名；(芬、瑞典)阿斯克

99 asking 1 ['ɑ:skiŋ] n.请求 v.问（ask的现在分词）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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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attempted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102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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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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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Borders 1 n.鲍德斯（公司名，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

107 broke 1 [brəuk] adj.一文不名的，破产的 v.打破，断掉（break的过去式） n.(Broke)人名；(英)布罗克

108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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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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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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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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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115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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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company 1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118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119 concern 1 vt.涉及，关系到；使担心 n.关系；关心；关心的事；忧虑

120 conflict 1 [kən'flikt, 'kɔnflikt] n.冲突，矛盾；斗争；争执 vi.冲突，抵触；争执；战斗

121 considering 1 [kən'sidəriŋ] prep.考虑到；就...而论 conj.考虑到 v.考虑到（consider的ing形式）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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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correct 1 [kə'rekt] vt.改正；告诫 vi.调整；纠正错误 adj.正确的；恰当的；端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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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126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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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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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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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dmitry 1 n. 德米特里

131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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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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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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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nding 1 ['endiŋ] n.结局；结尾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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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ntire 1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139 entry 1 ['entri] n.进入；入口；条目；登记；报关手续；对土地的侵占

140 eu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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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ven 1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142 exactly 1 [ig'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正确地

143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佩

144 expressed 1 [ɪk'spres] n. 快车；快递；专使 adj. 明确的；急速的；直接的 adv. 用快递 vt. 表达；表示；挤压出；快递

145 fa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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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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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feeds 1 [fiː d] vt. 喂养；饲养；靠 ... 为生；向 ... 提供 vi. 吃饲料；进餐 n. 一餐；饲料；饲养

148 fighting 1 ['faitiŋ] adj.战斗的；好战的；适于格斗的 n.战斗，搏斗 v.奋斗（fight的ing形式）；打仗；与…进行拳击

149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150 flow 1 [fləu] vi.流动，涌流；川流不息；飘扬 vt.淹没，溢过 n.流动；流量；涨潮，泛滥 n.(Flow)人名；(英)弗洛

151 flowing 1 ['fləuiŋ] adj.流动的；平滑的；上涨的 v.流动；起源；上涨（flow的ing形式）

152 former 1 ['fɔ:mə] adj.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n.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n.(Former)人名；(法)福尔梅；(德、捷)福尔默

153 gain 1 [gein] n.增加；利润；收获 vt.获得；增加；赚到 vi.增加；获利 n.(Gain)人名；(英、匈、法)盖恩

154 gazprom 1 n.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

155 Georgia 1 ['dʒɔ:dʒjə] n.乔治亚州；格鲁吉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乔治娅（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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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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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159 handles 1 ['hændlz] n. 操纵；掌握 名词handle的复数形式.

160 harder 1 [ha:də] adj.更难的；更努力的；更坚固的（hard的比较级） n.(Harder)人名；(英、德、瑞典)哈德

161 holding 1 ['həuldiŋ] n.举办；支持 v.召开；担任（hold的ing形式）；握住 n.(Holding)人名；(英)霍尔丁

162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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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immediate 1 [i'mi:diət] adj.立即的；直接的；最接近的

165 imports 1 [ɪm'pɔː ts] n. 进口商品；进口货 名词import的复数形式.

166 increase 1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167 interfering 1 [,intə'fiəriŋ] adj.干涉的；多管闲事的 v.妨碍（interfer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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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kirill 1 基里尔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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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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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limited 1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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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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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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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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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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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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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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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80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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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Moscow 1 ['mɔskəu] n.莫斯科（俄罗斯首都）

183 most 1 [məust] adv.最；非常，极其；最多；几乎 adj.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n.大部分，大多数 n.(Most)人名；(德、俄、
法、芬、捷、英)莫斯特

184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85 much 1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186 nato 1 ['neitəu] abbr.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AtlanticTreatyOrganization） n.(Nato)人名；(意)纳托

187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188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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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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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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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owned 1 [əund] v.拥有；承认（own的过去分词） adj.自身拥有的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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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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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passing 1 ['pɑ:siŋ, 'pæs-] adj.经过的；目前的；及格的；短暂的 n.经过；及格；流逝；去世 adv.非常 v.通过；及格；许可；传送
（pass的ing形式） n.(Passing)人名；(德)帕辛

195 peninsula 1 [pi'ninsjulə] n.半岛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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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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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peskov 1 佩斯科夫

199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200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201 point 1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202 Powers 1 n.能天使；力天使

203 preparing 1 [prɪ'peərɪŋ] adj. 准备的；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

204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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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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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pro 1 [prəu] adv.赞成地 n.赞成者；赞成的意见 prep.赞成 n.(Pro)人名；(意)普罗

208 processes 1 n.过程；[计]进程（process的复数） v.处理（proces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加工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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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Putin 1 ['putin] n.普京（人名）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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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quicken 1 ['kwikən] vi.加快；变活跃；进入胎动期 vt.加快；鼓舞；使复活

213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14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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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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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republics 1 n.共和国( republic的名词复数 ); 共和政体; 成员具有平等权利的)团体; 界

217 request 1 [ri'kwest] n.请求；需要 vt.要求，请求

218 researcher 1 [ri:'sə:tʃə] n.研究员

219 resident 1 adj.居住的；定居的 n.居民；住院医生

220 residents 1 ['rezɪdənts] 居民

221 resolution 1 [,rezə'lu:ʃən, -,lju:-] n.[物]分辨率；决议；解决；决心

222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23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224 safety 1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225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26 save 1 vt.节省；保存；储蓄；解救 vi.节省；挽救 prep.除...之外 n.救援 n.(Save)人名；(法)萨夫；(意、保、西、罗、塞、瑞典)
萨薇(女名)，萨韦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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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eparate 1 vt.使分离；使分开；使分居 vi.分开；隔开；分居 adj.单独的；分开的；不同的；各自的； n..分开；抽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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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hipments 1 [ʃiː p'mənts] n. 装运；货物 名词shipme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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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hut 1 [ʃʌt] vt.关闭；停业；幽禁 vi.关上；停止营业 n.关闭 adj.关闭的；围绕的 n.(Shut)人名；(俄)舒特；(中)室(广东话·威妥玛)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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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slowly 1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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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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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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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starting 1 ['stɑ tː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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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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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stopped 1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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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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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suppliers 1 n. 供应商；供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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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upplying 1 [sə'plaɪ] n. 供应；补给；贮备 vt. 供应；提供；补充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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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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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51 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252 territory 1 ['teritəri] n.领土，领域；范围；地域；版图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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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255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256 transportation 1 [,trænspə'teiʃən,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系统；运输工具；流放

257 troops 1 n.[军]部队；[军]军队（troop的复数形式）

258 true 1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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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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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victory 1 ['viktəri] n.胜利；成功；克服 n.(Victory)人名；(西)维多利；(英)维克托里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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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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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vote 1 [vəut] n.投票，选举；选票；得票数 vt.提议，使投票；投票决定；公认 vi.选举，投票 n.(Vote)人名；(英、法)沃特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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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267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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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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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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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72 winter 1 ['wintə] n.冬季；年岁；萧条期 vi.过冬 adj.冬天的；越冬的 n.(Winter)人名；(英、德、匈、罗、捷、西、芬、瑞典、法)
温特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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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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