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5-25 [Education Report] In Ukraine, Attacks on Schools Hurt
Future Generation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3 Acts 1 [ækts] abbr.声控遥测系统（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声控制与遥测系统（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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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dministrators 1 [əd'mɪnɪstreɪtəz] n. 管理员 名词administrato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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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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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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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ir 1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0 Aleppo 1 [ə'lepəu] n.阿勒波（叙利亚的一个城市）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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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lone 1 [ə'ləun] adj.独自的；单独的；孤独的 adv.独自地；单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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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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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6 and 43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7 anger 1 ['æŋgə] n.怒，愤怒；忿怒 vt.使发怒，激怒；恼火 vi.发怒；恼火 n.(Anger)人名；(罗)安杰尔；(法)安热；(德、捷、瑞典)
安格尔

18 anyway 1 ['eniwei]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总之

19 approach 2 [ə'prəutʃ] n.方法；途径；接近 vt.接近；着手处理 vi.靠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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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2 artwork 1 ['ɑ:twə:k] n.艺术品；插图；美术品

23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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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ssistant 1 [ə'sistənt] n.助手，助理，助教 adj.辅助的，助理的；有帮助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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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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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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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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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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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ttacks 5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31 b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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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asement 1 ['beismənt] n.地下室；地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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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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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36 become 2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37 becomes 1 [bɪ'kʌm] v. 变成；成为；变得；适合（某人）；使（人）显得漂亮

38 been 5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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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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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lo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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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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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bomb 2 [bɔm] vt.轰炸，投弹于 vi.轰炸，投弹；失败 n.炸弹

43 bombed 2 [bɔmd] adj.遭到轰炸的；醉的；被毒品麻醉了的 v.轰炸（bomb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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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osco 3 n.黄宗泽（香港艺人）

46 Bosnia 1 ['bɔzniə] n.波斯尼亚；波士尼亚

47 Bosnian 2 [bɔzni:ən] adj.波斯尼亚的 n.波斯尼亚人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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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bounce 1 [bauns] n.跳；弹力；活力 vt.弹跳；使弹起 vi.弹跳；弹起，反跳；弹回

50 boy 1 [bɔi] n.男孩；男人 n.(Boy)人名；(英、德、西、意、刚(金)、印尼、瑞典)博伊；(法)布瓦

51 broken 2 ['brəukən] adj.破碎的；坏掉的 v.折断；打碎；损坏（break的过去分词）

52 buildings 6 ['bɪldɪŋz] n.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

53 buried 1 ['berid] adj.埋葬的；埋藏的 v.埋葬（bu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4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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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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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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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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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59 caring 1 ['kεəriŋ] adj.有同情心的；表示或感到关怀或关心的 v.关心；照顾（care的现在分词）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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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ase 1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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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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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haracteristics 1 [ˌkærɪktə'rɪstɪk] n. 特性；特征；特点 名词characteristic的复数形式.

66 charge 1 [tʃɑ:dʒ] n.费用；电荷；掌管；控告；命令；负载 vt.使充电；使承担；指责；装载；对…索费；向…冲去 vi.充电；控
告；索价；向前冲；记在账上 n.(Charge)人名；(法)沙尔热；(英)查奇

67 charges 1 [t'ʃɑːdʒɪz] n. 费用

68 Chernihiv 1 [地名] [乌克兰] 切尔尼希夫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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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hild 3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71 childhood 1 ['tʃaildhud] n.童年时期；幼年时代

72 children 15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73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74 civil 1 ['sivəl] adj.公民的；民间的；文职的；有礼貌的；根据民法的 n.(Civil)人名；(土)吉维尔；(法)西维尔

75 civilian 6 [si'viljən] adj.民用的；百姓的，平民的 n.平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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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cloth 1 [klɔθ, klɔ:θ] n.布；织物；桌布 adj.布制的 n.(Cloth)人名；(德)克洛特

78 cluster 1 ['klʌstə] n.群；簇；丛；串 vi.群聚；丛生 vt.使聚集；聚集在某人的周围 n.(Cluster)人名；(英)克拉斯特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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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comprehend 2 [,kɔmpri'hend] vt.理解；包含；由…组成

81 confirmed 1 [kən'fə:md] adj.确认的；保兑的；坚定的；惯常的 v.确证；使坚定（confirm的过去分词）；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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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conflicts 1 英 ['kɒnflɪkt] 美 ['kɑːnflɪkt] n. 冲突；战斗；矛盾；斗争 vi. 冲突；抵触；争执

84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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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continuing 1 [kən'tɪnjuɪŋ] adj. 连续的；持续的；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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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88 court 1 [kɔ:t] n.法院；球场；朝廷；奉承 vt.招致（失败、危险等）；向…献殷勤；设法获得 vi.求爱 n.(Court)人名；(英)考特；
(法)库尔

89 creating 1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90 crime 2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91 crimes 5 [k'raɪmz] 犯罪

92 criminal 1 ['kriminəl] n.罪犯 adj.刑事的；犯罪的；罪恶的

93 crying 1 ['kraiiŋ] adj.叫喊的，嚎哭的；显著的 v.哭泣；喊叫；乞求（cry的ing形式）

94 current 1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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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David 1 ['deivid] n.大卫；戴维（男子名）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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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deny 1 [di'nai] vt.否定，否认；拒绝给予；拒绝…的要求 vi.否认；拒绝

99 destroyed 9 [dis'trɔid] adj.被毁，毁坏；遭破坏的 v.破坏（destroy的过去分词）

100 destroying 1 [dɪ'strɔɪ] v. 破坏；杀死；消灭；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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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died 1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103 difficult 3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104 director 2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105 directors 1 [dɪ'rektəz] 董事

106 discriminating 1 [dis'krimineitiŋ] adj.识别的；有差别的；有识别力的 v.识别（discriminate的ing形式）；区别对待

107 displaced 2 [dis'pleist] adj.无家可归的；位移的；被取代的 n.无家可归者 v.取代（displace的过去分词）；移动…的位置；撤换

108 do 2 n.要求；规定；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做；干；学习；研究；进行；完成；解答；整理；算出；引起；行过 aux.助动词
（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代替动词）；（用于加强语气） vi.行，足够；生长 n.（英）多（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
称） n.（口语）事件；（主英国口语）诈骗；（主英国、新西兰口语）宴会；（口语）必须做到的事情

109 Donbas 1 n.顿巴斯（苏联煤矿区）

110 Dreams 1 [driː mθ] n. 梦想 名词dream的复数形式.

111 dripping 1 ['dripiŋ] n.滴；水滴；滴下物 adj.湿淋淋的；欲滴的 adv.欲滴地；湿淋淋地 v.滴下（drip的ing形式）

112 during 4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113 dust 1 [dʌst] n.灰尘；尘埃；尘土 vt.撒；拂去灰尘 vi.拂去灰尘；化为粉末 n.(Dust)人名；(德、俄)杜斯特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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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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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ducating 1 ['edʒukeɪt] v. 教育；培养；训练

117 elena 2 [ə'leinə; 'elənə] n.埃琳娜（女子名，等于Helen）

118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119 emotional 1 [i'məuʃənəl] adj.情绪的；易激动的；感动人的

120 ends 1 ['endz] n. 结束；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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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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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24 essence 2 ['esəns] n.本质，实质；精华；香精 n.(Essence)人名；(英)埃森丝

125 essential 1 [i'senʃəl] adj.基本的；必要的；本质的；精华的 n.本质；要素；要点；必需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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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128 evidence 2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129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30 exploded 1 [ik'spləudid] adj.爆炸了的；分解的；被破除的 v.爆炸（explod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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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explosion 1 n.爆炸；爆发；激增 n.（Explosion）《引爆者》（一部中国动作、犯罪电影）。

132 facilities 2 [fə'sɪlɪtɪz] n. 设施；设备；工具 名词facility的复数形式.

133 faith 2 [feiθ] n.信仰；信念；信任；忠实 n.(Faith)人名；(匈)福伊特；(英)费思，费丝(女名)；(瑞典)法伊特

134 families 1 ['fæməlɪz] n.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

135 fea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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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feeding 1 ['fi:diŋ] n.饲养；吃；输送 adj.供给饲料的；摄取食物的 v.饲养（feed的ing形式）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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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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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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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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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flew 1 [flu:] v.飞，飞翔（fly的过去式） n.(Flew)人名；(英)弗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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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for 11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45 forced 1 adj.被迫的；强迫的；用力的；不自然的 v.强迫（force的过去式）

146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147 formal 1 ['fɔ:məl] adj.正式的；拘谨的；有条理的 n.正式的社交活动；夜礼服 n.(Formal)人名；(法)福马尔

148 founded 1 [faʊnd] v. 建立；创立；创办；熔铸；找到，发现（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9 frame 1 [freim] n.框架；结构；[电影]画面 vt.设计；建造；陷害；使…适合 vi.有成功希望 adj.有木架的；有构架的 n.(Frame)人
名；(英)弗雷姆

150 friends 2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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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frontline 1 ['frʌntlain] n.前线；锋线（包括大前锋，小前锋，中锋）

153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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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generation 2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156 generations 2 [dʒenə'reɪʃnz] n. 世代

157 geography 1 [dʒi'ɔgrəfi] n.地理；地形

158 glass 1 [glɑ:s, glæs] n.玻璃；玻璃制品；镜子 vt.反映；给某物加玻璃 vi.成玻璃状 n.(Glass)人名；(英、法、德、意)格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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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Gorlovka 2 [gɔ:'lɔvkə] n.格尔洛夫卡（乌克兰东南部城市）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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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government 2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63 grave 2 [greiv] adj.重大的；严肃的；黯淡的 n.墓穴，坟墓；死亡 vt.雕刻；铭记 n.(Grave)人名；(英)格雷夫；(德、瑞典)格拉
弗；(法)格拉夫；(俄、葡)格拉韦

164 grusha 2 格鲁莎

165 gunfire 1 ['gʌn,faiə] n.炮火；炮火声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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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168 happens 1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169 ha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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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hav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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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172 h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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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heal 2 [hi:l] vt.治愈，痊愈；和解 vi.痊愈 n.(Heal)人名；(英)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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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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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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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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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Herzegovina 1 [,hə:tsəgəu'vi:nə] n.黑塞哥维那（南斯拉夫中西部一地区）

178 himself 1 [him'self] pron.他自己；他亲自，他本人

179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80 hopelessness 1 ['həuplisnis] n.绝望，无望；不抱希望

181 hospitals 2 ['hɒspɪtlz] 医院

182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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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hurt 1 [hə:t] vt.使受伤；损害；使疼痛；使痛心 vi.感到疼痛；有坏处；带来痛苦 n.痛苦；危害；痛苦的原因 adj.受伤的；痛苦
的；受损的 n.(Hurt)人名；(德、匈、捷)胡特；(英)赫特

185 hurts 1 ['hɜ tːs] n. 伤害；疼痛 名词hurt的复数形式.

186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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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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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in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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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incidents 1 ['ɪnsɪdənts] 事件

191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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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increasing 1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194 independently 1 [,indi'pendəntli] adv.独立地；自立地

195 Indiana 1 [,indi'ænə] n.印第安纳州（美国中部的州）

196 infrastructure 1 ['infrə,strʌktʃə] n.基础设施；公共建设；下部构造

197 Inna 1 因娜(女名)

198 institutions 1 [ɪnstɪt'ju ʃːnz] n. 体系 名词institution的复数.

199 intent 2 [in'tent] n.意图；目的；含义 adj.专心的；急切的；坚决的

200 internation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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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Internet 2 ['intənet] n.因特网

202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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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invaded 1 [ɪn'veɪd] v. 侵略；拥入；侵害；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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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investigating 2 [ɪn'vestɪɡeɪt] v. 调查；研究

206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207 iryna 1 伊琳娜

208 is 1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09 i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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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ivanova 1 伊万诺瓦（人名）

211 jasminko 1 亚斯明科

212 Jason 1 ['dʒeisən] n.詹森（男子名）

213 Jill 1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214 judgment 1 ['dʒʌdʒmənt] n.判断；裁判；判决书；辨别力

215 Juliet 1 ['dʒu:ljət] n.朱丽叶（莎士比亚剧女主人公）

216 ju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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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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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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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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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kindergartens 1 ['kɪndəɡɑ tːnz] 幼儿园

220 kite 1 n.风筝 vi.使用空头支票；像风筝一样飞；轻快地移动 vt.骗钱；涂改（支票） n.(Kite)人名；(塞)基特；(英)凯特

221 kites 1 [kaɪt] n. 风筝；鸢 n. 空头支票 v. 用空头支票骗人；使上升

222 knew 1 [nju:, nu:] v.知道；认识；记得（know的过去式） n.(Knew)人名；(英)纽

223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224 knowingly 1 ['nəuiŋli] adv.故意地；机警地，狡黠地

225 kyiv 1 [地名] [乌克兰] 基辅

226 large 2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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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229 learning 3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230 legs 1 ['leɡz] n.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

231 letters 1 [letəz] n.[语]字母；书信；读者投书栏（letter的复数） v.用字母标明；用印刷体写（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

232 levchenko 3 列夫琴科

233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34 light 1 n.光；光线；灯；打火机；领悟；浅色；天窗 adj.轻的；浅色的；明亮的；轻松的；容易的；清淡的 vi.点着；变亮；着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235 lik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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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linderman 1 n. 林德曼

237 local 1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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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manner 1 ['mænə] n.方式；习惯；种类；规矩；风俗 n.(Manner)人名；(德、芬、瑞典)曼纳

240 many 4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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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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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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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245 men 1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246 military 3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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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mine 1 [main] n.矿，矿藏；矿山，矿井；地雷，水雷 vt.开采，采掘；在…布雷 vi.开矿，采矿；埋设地雷 pron.我的 n.(Mine)人
名；(德、塞、土、毛里塔)米内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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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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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motivation 1 [,məuti'veiʃən] n.动机；积极性；推动

252 museum 1 [mju:'ziəm] n.博物馆

253 nature 1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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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56 nex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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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nine 1 [nain] n.九，九个 num.九；九个 adj.九的，九个的 n.(Nine)人名；(塞)尼内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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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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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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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nurturing 2 v.培育；养育；培植（nurture的现在分词） n.培育；养育

262 object 1 ['ɔbdʒikt, -dʒekt, əb'dʒekt] n.目标；物体；客体；宾语 vt.提出…作为反对的理由 vi.反对；拒绝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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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observable 1 [əb'zə:vəbl] adj.显著的；觉察得到的；看得见的 n.[物]可观察量；感觉到的事物

265 of 3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66 offender 1 [ə'fendə] n.罪犯；冒犯者；违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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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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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old 2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270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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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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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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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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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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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77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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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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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pain 1 [pein] n.疼痛；努力 vt.使…痛苦；使…烦恼 vi.感到疼痛；引起疼痛 n.(Pain)人名；(意)帕因；(俄)派因；(法)潘；(英)佩因

281 painful 1 ['peinfl] adj.痛苦的；疼痛的；令人不快的

282 painted 1 ['peintid] adj.描画的；着色的；刷上油漆的 v.油漆（pai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Painted)人名；(瑞典)帕因特德

283 paintings 1 ['peɪntɪŋz] n. 绘画作品；绘画艺术 名词painting的复数形式.

284 parents 2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285 particular 2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286 pass 1 [pɑ:s, pæs] n.及格；经过；护照；途径；传球 vi.经过；传递；变化；终止 vt.通过；经过；传递 n.(Pass)人名；(英、法、
德、俄)帕斯

287 pattern 3 ['pætən] n.模式；图案；样品 vt.模仿；以图案装饰 vi.形成图案

288 PBS 1 [ˌpiː biː 'es] abbr. (美国)公共广播事务局(=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

289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90 photos 1 英 ['fəʊtəʊ] 美 ['foʊtoʊ] n. 照片 v. 拍照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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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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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94 possible 4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95 prepare 1 [pri'pεə] vt.准备；使适合；装备；起草 vi.预备；做好思想准备

296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297 presentation 1 n.展示；描述，陈述；介绍；赠送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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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preventing 1 [prɪ'vent] v. 预防；防止，阻止；挡住

300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301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302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303 programs 1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304 prosecuting 1 英 ['prɒsɪkju tː] 美 ['prɑːsɪkju tː] vt. 起诉；告发；从事；彻底进行 vi. 起诉；担任检察官

305 prosecutor 2 ['prɔsikju:tə] n.检察官；公诉人；[法]起诉人；实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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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prove 1 [pru:v] vt.证明；检验；显示 vi.证明是

307 province 1 ['prɔvins] n.省；领域；职权

308 pursuing 1 英 [pə'sju ]ː 美 [pər'su ]ː v. 追求；追捕；继续执行；从事

309 qualities 1 [统计] 质

310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311 realize 1 vt.实现；认识到；了解；将某物卖得，把(证券等)变成现钱；变卖

312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313 rebuild 3 [,ri:'bild, 'ri:,bild] vt.重建；改造，重新组装；复原 vi.重建

314 recapture 1 [,ri:'kæptʃə] vt.夺回；拿回；再体验；政府征收再经历 n.夺回；取回；政府对公司超额收益或利润的征收

315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316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317 records 1 [rɪ'kɔː ds] n.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

318 regret 1 [ri'gret] n.遗憾；抱歉；悲叹 vt.后悔；惋惜；哀悼 vi.感到后悔；感到抱歉

319 relations 1 [ri'leʃənz] n.关系；交往；事务

320 reliable 1 [ri'laiəbl] adj.可靠的；可信赖的 n.可靠的人

321 remained 1 [rɪ'meɪn] v. 剩余；逗留；留下；依然；保持 n. 剩余物；遗迹；残骸

322 remember 1 [ri'membə] vt.记得；牢记；纪念；代…问好 vi.记得，记起

323 remembers 1 英 [rɪ'membə(r)] 美 [rɪ'membər] v. 记得；想起；记住，铭记；回忆；提及

324 remove 1 [ri'mu:v] vt.移动，迁移；开除；调动 vi.移动，迁移；搬家 n.移动；距离；搬家

325 reopened 1 英 [ˌriː 'əʊpən] 美 [ˌriː 'oʊpən] v. 重开；再开

326 reported 2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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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researcher 1 [ri:'sə:tʃə] n.研究员

329 resilience 1 [ri'ziliəns, -jəns] n.恢复力；弹力；顺应力

330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331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332 robbed 1 英 [rɒb] 美 [rɑːb] v. 抢劫；掠夺

333 Robbins 1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334 rooms 1 [ruːm] n. 房间；空间；机会 v. 寄宿；给…提供留宿

335 Ruins 1 n.遗迹（ruin的复数形式）；废墟 v.毁灭（ruin的三单形式）

336 Russia 8 ['rʌʃə] n.俄罗斯

337 Russian 3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338 saf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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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said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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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sample 1 ['sɑ:mpl, 'sæ-] vt.取样；尝试；抽样检查 n.样品；样本；例子 adj.试样的，样品的；作为例子的 n.(Sample)人名；(英)桑
普尔

341 Sarajevo 1 [,særə'jeivəu; ,sɑ:'rɑ:jevɔ:] n.萨拉热窝（位于南斯拉夫中部）

342 s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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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saves 1 [seɪv] v. 救；节省；保存 n. 救援，救助

344 saw 2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345 s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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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347 scared 1 [skεəd] adj.害怕的 v.使害怕（scare的过去分词）

348 school 14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349 schools 15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350 schoolteacher 1 ['sku:l,ti:tʃə] n.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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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screams 1 [skriː m] n. 尖叫声 v. 尖叫；（指风﹑ 机器等）发出大而尖的声音

352 secure 1 [si'kjuə] adj.安全的；无虑的；有把握的；稳当的 vt.保护；弄到；招致；缚住 vi.获得安全；船抛锚；停止工作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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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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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sergey 1 谢尔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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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serious 2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358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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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s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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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shelled 1 [ʃeld] adj.带壳的；去壳的 v.使去壳（shell的过去分词）

362 shelling 1 ['ʃeliŋ] n.去皮；去壳 v.剥去…的外壳；向…开枪；脱落（shell的ing形式）

363 shelter 2 ['ʃeltə] n.庇护；避难所；遮盖物 vt.保护；使掩蔽 vi.躲避，避难 n.(Shelter)人名；(英)谢尔特

364 shelters 1 英 ['ʃeltə(r)] 美 ['ʃeltər] n. 避难所；庇护；庇护所 v. 保护；隐匿；庇护

365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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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society 1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368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369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370 start 3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371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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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steps 1 n.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台阶，步骤（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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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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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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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str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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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stronger 1 [英[strɒŋə(r)] 美[strɒŋə]] adj.更强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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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student 1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381 students 1 [st'juːdnts] 学生

382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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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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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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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supposed 1 [sə'pəuzd] adj.假定的；被信以为真的；想象上的 v.假定（suppose的过去分词）

387 survive 1 [sə'vaiv] vt.幸存；生还；幸免于；比...活得长 vi.幸存；活下来

388 surviving 1 [sə'vaiviŋ] adj.继续存在的；未死的；依然健在的 v.生存（survive的ing形式）

389 suspects 1 [sə'spekt] v. 怀疑；猜想 n. 嫌疑犯 adj. 可疑的；不可信的

390 Syria 1 ['si:riə; 'si-] n.叙利亚共和国

391 Syrian 2 ['si:riən; 'si-] adj.叙利亚的；叙利亚语的；叙利亚人的 n.叙利亚人；叙利亚语

392 tak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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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 talking 1 ['tɔ:kiŋ] adj.说话的，多嘴的；有表情的 n.讲话，谈论 v.谈论；讲话（talk的ing形式） n.(Talking)人名；(英)托金

394 targeting 4 ['tɑːɡɪtɪŋ] n. 目标 动词target的现在分词形式.

395 targets 1 英 ['tɑːɡɪt] 美 ['tɑ rːɡɪt] n. 目标；对象；靶 vt. 把 ... 作为目标；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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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 taught 2 [tɔ:t] v.教授（teach的过去分词）

397 teacher 2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398 teachers 4 ['titʃə:s] n.教师（teacher的复数形式）

399 teaching 1 ['ti:tʃiŋ] n.教学；教义 v.教学；教导（teach的ing形式）

400 telling 1 ['teliŋ] adj.有效的；生动的；显著的 n.命令；叙述；吐露真情 v.告诉；讲述（tell的ing形式）；命令 n.(Telling)人名；(英)
特林

401 tendencies 1 ['tendənsi] n. 趋势；倾向；秉性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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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 tha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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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 the 6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405 thei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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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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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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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410 they 8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411 thing 2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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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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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415 to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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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417 town 2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418 towns 1 n. 汤斯

419 tragedy 2 ['trædʒidi] n.悲剧；灾难；惨案

420 traits 1 [t'reɪts] n. 特征；特点（名词trait的复数形式）

421 traumatize 1 ['trɔ:mətaiz, 'trau-] vt.使……受损伤；使……受精神创伤

422 traumatized 1 ['traʊmə̩ taɪzd] adj. 受到创伤的 动词traumat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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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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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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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 Ukrainian 5 [ju:'kreiniən; -'krai-] adj.乌克兰的；乌克兰人的 n.乌克兰人；乌克兰语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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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underground 2 ['ʌndəgraund] adv.在地下；秘密地 adj.地下的；秘密的；先锋派的 n.地下；地铁；地道；地下组织；秘密活动；
先锋派团体

430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431 unicef 1 ['ju:nisef] abbr.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于UnitedNationsInternationalChildren'sEmergencyFund）

432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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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 upset 1 vt.使心烦；颠覆；扰乱 vi.翻倒 adj.心烦的；混乱的；弄翻的 n.混乱；翻倒；颠覆

435 us 1 pron.我们

436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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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 valeria 1 n. 瓦莱里娅

439 ve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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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 village 1 ['vilidʒ] n.村庄；村民；（动物的）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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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violations 1 [vaɪə'leɪʃnz] n. 侵害，违反（名词violation的复数形式）

442 violence 1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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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war 16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445 wartime 2 ['wɔ:taim] n.战时

446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447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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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449 were 3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450 what 2 [hwɔt, hwʌt, 弱hwət] pron.什么；多么；多少 adj.什么；多么；何等 adv.到什么程度，在哪一方面 int.什么；多么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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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where 3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453 while 1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454 who 4 pron.谁；什么人

455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456 wi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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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 wind 1 [[wɪnd] n.风；呼吸；气味；卷绕 vt.缠绕；上发条；使弯曲；吹号角；绕住或缠住某人 vi.缠绕；上发条；吹响号角 n.
(Wind)人名；(英、德、瑞典)温德

458 windows 1 ['windəuz] n.微软公司生产的“视窗”操作系统

459 with 7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460 without 1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461 word 1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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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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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 workers 1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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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 worried 1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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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 wreckage 3 ['rekidʒ] n.（失事船或飞机等的）残骸；（船只等的）失事

469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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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 you 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472 you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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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