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5-1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w Technology Is Changing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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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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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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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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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ctivities 1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7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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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dding 1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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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dmitted 1 [əd'mitid] adj.公认的；被承认了的 v.承认（admit的过去分词）

12 adults 1 [æ'dʌlts] n. 成年人；成年动物；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

13 advised 1 [əd'vaizd] adj.考虑过的；细想过的 v.建议（advise的过去分词）；劝告

14 Afghanistan 1 [æf'gænistæn] n.阿富汗（国家名称，位于亚洲）

15 ai 2 [ai] abbr.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 n.(Ai)人名；(中)艾(普通话·威妥玛)；(日)爱(名)

16 aid 1 [eid] n.援助；帮助；助手；帮助者 vt.援助；帮助；有助于 vi.帮助 n.(Aid)人名；(阿拉伯、印、英)艾德

17 aircraft 1 ['εəkrɑ:ft] n.飞机，航空器

18 airport 2 ['εəpɔ:t] n.机场；航空站

19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20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21 amateur 2 ['æmətə, ,æmə'tə:] n.爱好者；业余爱好者；外行 adj.业余的；外行的

22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23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4 and 1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5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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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p 1 abbr.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Press）；空气污染（AirPollution）；大气规划（AirProgram）；汇编程序
（AssemblyProgram） n.(Ap)人名；(中)鸭(广东话·威妥玛)

28 appearing 1 [ə'piəriŋ] n.[印刷]版面高度 v.出现，显得（appear的ing形式）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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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31 artificial 2 [,ɑ:ti'fiʃəl] adj.人造的；仿造的；虚伪的；非原产地的；武断的

32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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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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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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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atrocities 1 英 [ə'trɒsəti] 美 [ə'trɑːsəti] n. 暴行；残暴

36 atrocity 1 [ə'trɔsəti] n.暴行；凶恶，残暴

37 attac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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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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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availability 1 [ə,veilə'biləti] n.可用性；有效性；实用性

40 available 3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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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ased 3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42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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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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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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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bombed 1 [bɔmd] adj.遭到轰炸的；醉的；被毒品麻醉了的 v.轰炸（bomb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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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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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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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b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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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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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ameras 1 ['kæmərəz] 照相机； 暗箱； 摄像机； 摄影机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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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apitol 1 ['kæpitəl] n.美国国会大厦；（美国）州议会大厦

56 captur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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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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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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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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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61 chemical 1 ['kemikəl] n.化学制品，化学药品 adj.化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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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64 civilians 1 n. 平民；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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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ollected 1 [kə'lektid] adj.镇定的；收集成的 v.收集；聚集（collect的过去式）

67 collecting 1 [kə'lekt] v. 收集；聚集；募捐；运走；使（自己）镇定

68 combined 1 [kəm'baind] adj.结合的；[数]组合的 v.使结合；联合（combin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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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ommunicated 1 [kə'mjuːnɪkeɪt] v. 传达；沟通；交流

71 communications 5 英 [kəmjuːnɪ'keɪʃ(ə)nz] 美 [kə̩ mjuːnɪ'keɪʃənz] n. 通信技术；通讯设备 名词communic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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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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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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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contained 1 [kən'teind] adj.泰然自若的，从容的；被控制的 v.包含；遏制（contain的过去分词）；容纳

77 cooperated 1 英 [kəʊ'ɒpəreɪt] 美 [koʊ'ɑːpəreɪt] vi. 合作；协力；配合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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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cover 1 vt.包括；采访，报导；涉及；行走（一段路程）；掩护；翻唱 n.封面，封皮；盖子；掩蔽物;幌子，借口 vi.覆盖；代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80 created 2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81 crimes 2 [k'raɪmz] 犯罪

82 cruel 1 [英 ['kru:əl] 美 [ˈkruəl]] adj.残酷的，残忍的；使人痛苦的，让人受难的；无情的，严酷的

83 dates 1 [deɪt] n. 日期；年代；会晤时间；约会；约会对象；枣椰树；枣子 v. 给 ... 标明日期；确定年代；过时；显老；和 ... 约
会；追溯到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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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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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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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denials 1 n.否认( denial的名词复数 ); 否定; 拒绝; 拒绝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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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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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describing 1 [dɪsk'raɪbɪŋ] n. 描述物品 动词describe的现在分词.

90 descriptions 1 n. 摹状词；描述；种类，类型（名词description的复数形式）

91 detail 1 ['di:teil, di'teil] n.细节，详情 vt.详述；选派 vi.画详图

92 details 1 n.细节（detail的复数）；详细资料 v.详细说明（detail的三单形式）

93 development 1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94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95 died 2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96 digitally 1 ['didʒitəli] adv.数位

97 disorganization 1 [dis,ɔ:gənai'zeiʃən, -ni'z-] n.解体；混乱；组织的破坏；瓦解

98 disprove 2 [dis'pru:v] vt.反驳，证明…是虚假的

99 dron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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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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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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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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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04 encrypted 1 v.把…编码；把…加密（encrypt的过去分词）

105 enforcement 1 [in'fɔ:smənt] n.执行，实施；强制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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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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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stablished 1 [i'stæbliʃt] adj.确定的；已制定的，已建立的

109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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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mination 1 [ig,zæmi'neiʃən] n.考试；检查；查问

112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113 expand 1 [ik'spænd] vt.扩张；使膨胀；详述 vi.发展；张开，展开

114 eyewitness 1 ['ai,witnis] n.目击者；见证人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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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field 2 ['fi:ld] n.领域；牧场；旷野；战场；运动场 vi.担任场外队员 adj.扫描场；田赛的；野生的 vt.把暴晒于场上；使上场 n.
(Field)人名；(英、法、德、葡)菲尔德

117 final 1 ['fainl] adj.最终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 n.决赛；期末考试；当日报纸的末版

118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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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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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forces 2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122 forensics 2 [fə'rensɪks] n. 辩论练习；辩论术

123 from 7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24 further 1 ['fə:ðə] adv.进一步地；而且；更远地 adj.更远的；深一层的 vt.促进，助长；增进

125 gather 1 ['gæðə] vt.收集；收割；使…聚集；使…皱起 vi.聚集；化脓；皱起 n.聚集；衣褶；收获量 n.(Gather)人名；(德)加特

126 gathering 1 ['gæðəriŋ] n.聚集；集会；收款 v.聚集（gather的ing形式）

127 gaza 1 ['geizə] n.加沙（地中海岸港市）

128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129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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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31 ha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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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33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4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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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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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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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heard 2 [hə:d] v.听到（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闻知 n.(Heard)人名；(英)赫德

138 help 1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普

139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140 helping 1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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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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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144 how 4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45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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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images 3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148 in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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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50 included 2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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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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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information 3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54 intelligence 3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155 interviews 1 英 ['ɪntəvju ]ː 美 ['ɪntərvju ]ː n. 面谈；会见；面试；接见 vt. 接见；采访；对 ... 进行面试 vi. 面试；采访

156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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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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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investigation 2 [in,vesti'geiʃən] n.调查；调查研究

159 investigations 2 [ɪnvestɪ'ɡeɪʃnz] 调查

160 investigative 3 [in'vestigeitiv] adj.研究的；调查的；好调查的

161 involved 1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2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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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65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166 job 1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167 Kabul 1 ['kɑ:bəl; kə'bu:l] n.喀布尔（阿富汗的首都）

168 killed 3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169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170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71 kyiv 1 [地名] [乌克兰] 基辅

172 lack 1 [læk] vt.缺乏；不足；没有；需要 vi.缺乏；不足；没有 n.缺乏；不足 n.(Lack)人名；(老)拉；(英、法、意、葡、匈)拉
克；(匈)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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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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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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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law 1 [lɔ:] n.法律；规律；法治；法学；诉讼；司法界 vi.起诉；控告 vt.控告；对…起诉 n.(La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
(英、缅、柬)劳

176 leaders 1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177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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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led 2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80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
(英)卢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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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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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march 1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185 mariupo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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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material 1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187 materials 1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188 media 2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189 messages 1 ['mesɪdʒɪz] n.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

190 methods 3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191 military 5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192 mobile 1 adj.可移动的；机动的；易变的；非固定的 n.移动电话

193 model 2 ['mɔdəl] n.模型；典型；模范；模特儿；样式 vt.模拟；塑造；模仿 vi.做模型；做模特儿 adj.模范的；作模型用的 n.
(Model)人名；(德、俄、英)莫德尔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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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Myanmar 1 ['mjænmɑ:] n.缅甸（东南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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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neighborhood 1 n.附近；街坊；接近；街区

198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99 news 5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00 newspaper 2 ['nju:s,peipə, 'nju:z-] n.报纸 报社 旧报纸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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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normally 1 ['nɔ:məli] adv.正常地；通常地，一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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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5 of 1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06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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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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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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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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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open 6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212 operators 1 ['ɒpəreɪtəz] n. 操作员；管理者；运算符 名称operator的复数形式.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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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organizations 3 [ˌɔː ɡənaɪ'zeɪʃnz] n. 组织机构（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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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16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17 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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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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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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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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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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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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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perform 1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224 phones 1 英 [fəʊn] 美 [foʊn] n. 电话；电话机；听筒；耳机；[语]音素 v. 打电话 suf. 表示“声音”或“说 ... 语言的人”

225 piece 2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226 pilotless 1 ['pailətlis] adj.无驾驶员的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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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planning 1 ['plæniŋ] n.规划；计划编制 v.计划；设计；预期（plan的ing形式）

229 pleasure 1 ['pleʒə, 'plei-] n.快乐；希望；娱乐；令人高兴的事 vt.使高兴；使满意 vi.高兴；寻欢作乐

230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31 post 1 [pəust] n.岗位；邮件；标杆 vt.张贴；公布；邮递；布置 vi.快速行进 n.(Post)人名；(英、西、捷、瑞典、荷)波斯特

232 presented 1 ['preznt] n. 礼物；现在 adj. 出席的；现在的；当前的；存在的 v. 提出；赠送；呈现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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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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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236 project 1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237 protected 1 [prə'tektid] adj.受保护的 v.保护；防卫（protect的过去分词）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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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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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provided 2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241 publi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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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publicly 3 ['pʌblikli] adv.公然地；以公众名义

243 published 1 ['pʌblɪʃ] v. 出版；发行；公开发表

244 pullout 1 ['pulaut] n.拔；撤离；飞机进场重新飞起；折叠的大张插页

245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46 radio 3 ['reidiəu] n.收音机；无线电广播设备 vi.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用无线电发送 n.(Radio)人名；(西)拉迪奥

247 rage 1 [reidʒ] n.愤怒；狂暴，肆虐；情绪激动 vi.大怒，发怒；流行，风行 n.(Rage)人名；(丹)拉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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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50 recording 1 [ri'kɔ:diŋ] n.录音；唱片 adj.记录的；记录用的 v.录音；记录；录像（record的ing形式）

251 recordings 4 n.记录( recording的名词复数 ); 录音; 录像; 唱片

252 repor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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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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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reporters 5 媒体记者

255 reportin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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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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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riot 1 ['raiət] n.暴乱；放纵；蔓延 vi.骚乱；放荡 vt.浪费，挥霍 n.(Riot)人名；(法)里奥；(西)里奥特

258 Russian 7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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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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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satellite 3 ['sætəlait] n.卫星；人造卫星；随从；卫星国家

261 scientific 1 [,saiən'tifik] adj.科学的，系统的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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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ecurity 1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264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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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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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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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69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70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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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ocial 2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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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olving 1 ['sɒlvɪŋ] n. 解决办法 动词solve的现在分词形式.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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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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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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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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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source 6 [sɔ:s] n.来源；水源；原始资料 n.(Source)人名；(法)苏尔斯

280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281 specializes 1 ['speʃəlaɪz] v. 专攻

282 stage 1 [steidʒ] n.阶段；舞台；戏剧；驿站 vt.举行；上演；筹划 vi.举行；适于上演；乘驿车旅行 n.(Stage)人名；(英)斯特奇

283 staged 1 [steidʒd] adj.分期的 v.stage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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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stories 2 [s'tɔː rɪz] n. 故事，传说（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 v. 讲…的故事；说假话（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86 sto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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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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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structure 1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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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suggested 2 [sə'dʒestɪd] adj. 建议的；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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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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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survivors 1 [sə'vaɪvəz] 幸存者（survivor的复数）

294 Syria 1 ['si:riə; 'si-] n.叙利亚共和国

295 systems 1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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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target 1 n.目标，指标；（攻击的）对象；靶子 v.把...作为目标；面向，对准（某群体） n.（Target）美国塔吉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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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team 3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300 teams 1 [tiː m] n. 队；组 v. 使相配；使合作；结成一队 adj. 团队的

301 technology 5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302 tell 1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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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terrible 1 ['terəbl] adj.可怕的；很糟的；令人讨厌的 adv.很，非常

304 terror 1 ['terə] n.恐怖；恐怖行动；恐怖时期；可怕的人 n.(Terror)人名；(南非)特罗尔

305 terrorists 1 ['terərɪsts] n. 恐怖分子 名词terrorist的复数形式.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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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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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the 4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09 theater 1 ['θiətə, 'θi:ə-] n.电影院，戏院，剧场；戏剧；手术室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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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312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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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15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16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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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thought 2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18 time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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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t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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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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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22 tools 1 [tu lː]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323 town 1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324 transporting 1 ['trænspɔː rt] n. 运输 动词trans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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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27 Ukraine 4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328 Ukrainian 1 [ju:'kreiniən; -'krai-] adj.乌克兰的；乌克兰人的 n.乌克兰人；乌克兰语

329 us 1 pron.我们

330 us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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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used 3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32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33 vehicle 1 ['viː ɪk(ə)l] n.[车辆]车辆；工具；交通工具；运载工具；传播媒介；媒介物

334 very 2 ['veri] adj.恰好是，正是；甚至；十足的；特有的 adv.非常，很；完全 n.(Very)人名；(英)维里

335 video 5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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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view 1 [vju:] n.观察；视野；意见；风景 vt.观察；考虑；查看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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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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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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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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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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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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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way 1 [wei] n.方法；道路；方向；行业；习惯 adv.大大地；远远地 adj.途中的 n.(Way)人名；(中)见Wei；(英、缅)韦

346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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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weapon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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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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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well 1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350 were 6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51 wh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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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who 2 pron.谁；什么人

353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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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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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57 worker 1 ['wə:kə] n.工人；劳动者；职蚁 n.(Worker)人名；(英)沃克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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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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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wrong 1 adv.错误地；邪恶地，不正当地 n.坏事；不公正 adj.错误的；失常的；不适当的 vt.委屈；无理地对待；诽谤 n.(Wrong)
人名；(英)朗

362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63 York 2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364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65 young 1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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