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6-15 [As It Is] Wikimedia Group Fights Russian Order to
Remove Ukraine War Information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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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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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1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Russian 12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6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 th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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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nformation 8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9 and 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0 foundation 7 [faun'deiʃən] n.基础；地基；基金会；根据；创立

11 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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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Wikipedia 7 [vɪkɪ'pɪdiː ə] n. 维基百科（开放性的百科全书）

13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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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Russia 6 ['rʌʃə] n.俄罗斯

15 Ukraine 6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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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cour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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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disinformation 5 [,disinfə'meiʃən] n.故意的假情报；虚假信息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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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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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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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Moscow 4 ['mɔskəu] n.莫斯科（俄罗斯首都）

23 officials 4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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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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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27 forces 3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28 government 3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29 order 3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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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remo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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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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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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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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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argues 2 英 ['ɑːɡju ]ː 美 ['ɑ rːɡju ]ː v. 说服；争论；辩论

36 articles 2 英 ['ɑ tːɪkl] 美 ['ɑ rːtɪkl] n. 文章；物品；条款；[语]冠词 vt. 订契约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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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ased 2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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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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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rimes 2 [k'raɪmz] 犯罪

41 decision 2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42 Evans 2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43 false 2 [fɔ:ls] adj.错误的；虚伪的；伪造的 adv.欺诈地

44 fight 2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45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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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inconsistent 2 [,inkən'sistənt] adj.不一致的；前后矛盾的

48 invasion 2 [in'veiʒən] n.入侵，侵略；侵袭；侵犯

49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50 Jonathan 2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51 knowledge 2 ['nɔlidʒ] n.知识，学问；知道，认识；学科 n.(Knowledge)人名；(南非)诺利奇

52 language 2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53 laporte 2 n. 拉波特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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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rights 2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56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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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58 speakers 2 [s'piː kəz] n. 说话者；发言者；说某种语言者；扬声器（名词speaker的复数形式）

59 spread 2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60 st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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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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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supporters 2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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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verified 2 ['verifaid] adj.已查清的，已证实的

65 vital 2 ['vaitəl] adj.至关重要的；生死攸关的；有活力的 n.(Vital)人名；(法、德、意、俄、葡)维塔尔；(西)比塔尔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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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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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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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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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access 1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71 accounts 1 [ə'kaʊnts] n. 帐目；叙述；账户；客户，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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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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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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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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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78 appeal 1 [ə'pi:l] vi.呼吁，恳求；上诉；诉诸，求助；有吸引力，迎合爱好；（体育比赛中）诉诸裁判 n.呼吁，请求；吸引力，
感染力；上诉；诉诸裁判 vt.将…上诉，对…上诉

79 appealing 1 [ə'pi:liŋ] adj.吸引人的；动人的；引起兴趣的；恳求似的 v.恳求（appeal的ing形式）；将…上诉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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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article 1 ['ɑ:tikəl] n.文章；物品；条款；[语]冠词 vt.订约将…收为学徒或见习生；使…受协议条款的约束 vi.签订协议；进行控告

82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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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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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banned 1 [bæn] v. 禁止；剥夺权利 n. 禁令；禁止

85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86 bucha 1 布哈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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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89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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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charges 1 [t'ʃɑːdʒɪz] n. 费用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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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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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committed 1 [kə'mitid] adj.坚定的；效忠的；承担义务的 v.承诺；委托；干坏事；付诸（commit的过去分词）

95 considers 1 英 [kən'sɪdə(r)] 美 [kən'sɪdər] v. 考虑；思考；认为；体谅；注视

96 constitute 1 ['kɔnstitju:t] vt.组成，构成；建立；任命

97 constitutes 1 ['kɒnstɪtju tːs] v. 组成，constitu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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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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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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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crisis 1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102 delete 1 [di'li:t] vt.删除

103 demanding 1 [di'mɑ:ndiŋ] adj.苛求的；要求高的；吃力的 v.要求；查问（demand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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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disagree 1 [,disə'gri:] vi.不同意；不一致；争执；不适宜

106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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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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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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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dited 1 ['edɪt] vt. 剪辑；编辑；校订

110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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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quivalent 1 [i'kwivələnt] adj.等价的，相等的；同意义的 n.等价物，相等物

113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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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press 1 [ik'spres] vt.表达；快递 adj.明确的；迅速的；专门的 n.快车，快递，专使；捷运公司

116 expression 1 [英 [ɪk'spreʃn] 美 [ɪkˈsprɛʃən] n.表现，表示，表达；表情，脸色，态度，腔调，声调；式，符号；词句，语句，措
辞，说法

117 facts 1 n. 事实 名词fact的复数形式.

118 failure 1 ['feiljə] n.失败；故障；失败者；破产

119 favor 1 vt.较喜欢；像；优惠，偏袒；有利于；赐予；证实 n.帮助；赞同；偏爱，喜爱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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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fights 1 [faɪt] n. 战斗；打架；斗志 vt. 打架；对抗 vi. 奋斗；斗争；争吵

122 fined 1 [faɪnd] adj. 罚款的；被罚的 动词f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23 Francisco 1 [fræn'siskəu] n.弗朗西斯科（男子名，等于Francis）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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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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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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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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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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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hide 1 [haid] vt.隐藏；隐瞒；鞭打 vi.隐藏 n.躲藏；兽皮；躲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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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implies 1 [ɪm'plaɪ] vt. 暗示；意指；含有 ... 的意义

134 imply 1 [im'plai] vt.意味；暗示；隐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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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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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indirect 1 [,indi'rekt, -dai-] adj.间接的；迂回的；非直截了当的

138 influence 1 ['influəns] n.影响；势力；感化；有影响的人或事 vt.影响；改变

139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140 killings 1 n.谋杀( killing的名词复数 ); 突然发大财，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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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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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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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lawyer 1 ['lɔ:jə] n.律师；法学家 n.(Lawyer)人名；(英)劳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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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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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made 1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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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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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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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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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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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mistreated 1 [ˌmɪs'triː t] v. 虐待

154 mistreatment 1 [mis'tri:tmənt] n.虐待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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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57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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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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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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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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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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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operating 1 ['ɔpəreitiŋ] adj.操作的；[外科]外科手术的 v.操作（operate的ing形式）；动手术

164 operation 1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165 opinion 1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166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167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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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owns 1 英 [əʊn] 美 [oʊn] adj. 自己的；特有的 n. 自己的东西 v. 承认；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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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172 placed 1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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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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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plainly 1 ['pleinli] adv.明白地；坦率地；平坦地；朴素地

175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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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proven 1 ['pru:vən] v.证明（prove的过去分词）

178 providers 1 [prə'vaɪdəz] 供方

179 Putin 1 ['putin] n.普京（人名）

180 rape 1 [reip] n.强奸，掠夺；[园艺]油菜；葡萄渣 vt.强奸；掠夺，抢夺 vi.犯强奸罪

181 reclaim 1 [ri'kleim] vt.开拓；回收再利用；改造某人，使某人悔改 vi.抗议，喊叫 n.改造，感化；再生胶

182 reconsider 1 [,ri:kən'sidə] vt.重新考虑；重新审议 vi.重新考虑

183 refusing 1 拒绝 [材]废料 拒绝给予

184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185 remaining 1 [rɪ'meɪnɪŋ] adj. 剩余的

186 removing 1 [riː 'muːvɪŋ] n. 消除；排除；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187 repeatedly 1 [rɪ'piː tɪdli] adv. 重复地；再三地

188 re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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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representing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190 restrictions 1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191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92 right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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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Russians 1 n. 俄罗斯人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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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San 1 [sa:n] abbr.存储区域网（StorageAreaNetworking） n.(San)人名；(泰)讪；(俄、罗、刚)萨恩；(土、柬)桑；(缅)山

197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198 secretly 1 ['si:kritli] adv.秘密地；背地里

199 service 1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200 severe 1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201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202 shown 1 ['ʃəun] v.解释（show的过去分词）；给予；表露

203 sourced 1 [sɔ:st] adj.有来源的；有出处的 v.发起；寻求来源；寻求生产商（或提供商）（source的过去分词形式）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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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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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Stephen 1 ['sti:vən] n.斯蒂芬（男子名）

207 subject 1 ['sʌbdʒikt, -dʒe-, səb'dʒekt] n.主题；科目；[语]主语；国民 adj.服从的；易患…的；受制于…的 vt.使…隶属；使屈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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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suggest 1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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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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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13 time 1 [taim] n.时间；时代；次数；节拍；倍数 vt.计时；测定…的时间；安排…的速度 adj.定时的；定期的；分期的 n.(Time)人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214 torture 1 ['tɔ:tʃə] vt.折磨；拷问；歪曲 n.折磨；拷问；歪曲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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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truth 1 [tru:θ] n.真理；事实；诚实；实质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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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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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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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urge 1 [ə:dʒ] vt.力劝，催促；驱策，推进 n.强烈的欲望，迫切要求；推动力 vi.强烈要求

220 ve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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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violation 1 [,vaiə'leiʃən] n.违反；妨碍，侵害；违背；强奸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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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volunteers 1 英 [ˌvɒlən'tɪə(r)] 美 [ˌvɑ lːən'tɪr] n. 志愿者；(自行生长的)植物 v. (自愿)做

224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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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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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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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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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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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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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writing 1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233 written 1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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