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6-1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ber Technology Helps UN
Deliver Food Aid in Ukrain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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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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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and 1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6 wfp 11 abbr. World Food Program(me)(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7 food 10 [fu:d] n.食物；养料

8 sai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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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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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for 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1 uber 7 n.Uber，优步（美国一家科技公司） n.Uber，人名：（德）乌贝尔，（英）尤伯

12 Ukraine 7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13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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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 t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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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deliver 5 [di'livə] vt.交付；发表；递送；释放；给予（打击）；给…接生 vi.实现；传送；履行；投递 n.投球

18 deliveries 5 [dɪ'lɪvərɪz] n. 递送的货物；分娩（名词delivery的复数形式）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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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software 5 ['sɔftwεə, 'sɔ:-] n.软件

21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2 been 4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23 count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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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smaller 4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5 statement 4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6 system 4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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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vehicles 4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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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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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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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Cities 3 n.都市（歌曲名）

33 coordinate 3 [kəu'ɔ:dinit, kəu'ɔ:dineit] n.坐标；同等的人或物 adj.并列的；同等的 vt.调整；整合 vi.协调

34 developed 3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35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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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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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hel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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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organization 3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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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parts 3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40 technology 3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41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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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world 3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43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44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45 affected 2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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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48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49 city 2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50 compan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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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designed 2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52 dnipro 2 [地名] [乌克兰] 第聂伯河; [地名] （乌克）

53 effort 2 ['efət] n.努力；成就

54 emergency 2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55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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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58 m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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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m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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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money 2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61 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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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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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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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permit 2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65 program 2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66 radius 2 ['reidiəs] n.半径，半径范围；[解剖]桡骨；辐射光线；有效航程 n.(Radius)人名；(意、印尼)拉迪乌斯；(英)雷迪厄斯；
(法)拉迪于斯

67 ride 2 vi.骑马；乘车；依靠；漂浮 vt.骑；乘；控制；（骑马、自行车等）穿越；搭乘；飘浮 n.骑；乘坐；交通工具；可供骑行
的路；（乘坐汽车等的）旅行；乘骑；（乘车或骑车的）短途旅程；供乘骑的游乐设施 n.（英）赖德（人名）；（法、
葡）里德（人名）

68 Russia 2 ['rʌʃə] n.俄罗斯

69 storage 2 ['stɔridʒ] n.存储；仓库；贮藏所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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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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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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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track 2 [træk] n.轨道；足迹，踪迹；小道 vt.追踪；通过；循路而行；用纤拉 vi.追踪；走；留下足迹

75 un 2 [ʌn, ən] pron.家伙，东西 n.(Un)人名；(柬)温

76 version 2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77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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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80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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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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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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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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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any 1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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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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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assist 1 [ə'sist] n.帮助；助攻 vi.参加；出席 vt.帮助；促进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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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battling 1 ['bætl] n.战役；斗争 vi.斗争；作战 vt.与…作战 n.(Battle)人名；(英)巴特尔；(法)巴特勒；(西)巴特莱

91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92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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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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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campaign 1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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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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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carrying 1 ['kærɪɪŋ] adj. 运送的；运输的 n. 运送；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

99 cars 1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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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102 certain 1 ['sə:tən] adj.某一；必然的；确信；无疑的；有把握的 pron.某些；某几个 n.(Certain)人名；(葡)塞尔塔因；(法)塞尔坦

103 chances 1 英 [tʃɑːns] 美 [tʃæns] n. 可能性；机会；偶然性 v. 偶然发生；碰巧；冒 ... (的险)

104 chernivtsi 1 [地名] [乌克兰] 切尔尼夫齐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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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citizens 1 ['sɪtɪzənz]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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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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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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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coordinator 1 [kəu'ɔ:dineitə] n.协调者；[自]协调器；同等的人或物

111 dara 1 n. 达拉

112 dead 1 [ded] adj.无生命的；呆板的；废弃了的 adv.完全地 n.死者

113 delivery 1 [di'livəri] n.[贸易]交付；分娩；递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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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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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17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118 direction 1 [di'rekʃən, dai-] n.方向；指导；趋势；用法说明

119 distance 1 ['distəns] n.距离；远方；疏远；间隔 vt.疏远；把…远远甩在后面

120 donated 1 英 [dəʊ'neɪt] 美 ['doʊneɪt] v. 捐赠；捐献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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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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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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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ecutive 1 adj.行政的；经营的；执行的，经营管理的 n.总经理；执行委员会；执行者；经理主管人员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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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family 1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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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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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129 fire 1 ['faiə] n.火；火灾；炮火；炉火；热情；激情；磨难 vt.点燃；解雇；开除；使发光；烧制；激动；放枪 vi.着火；射击；开
枪；激动；烧火

130 flee 1 [fli:] vi.逃走；消失，消散 vt.逃跑，逃走；逃避

131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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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134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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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fully 1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137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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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helps 1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40 highly 1 ['haili] adv.高度地；非常；非常赞许地

141 hollingworth 1 n. 霍林沃思

142 homes 1 英 [həʊm] 美 [hoʊm] n. 家；家庭；收容所；栖息地；发源地 adv. 在家；回家；在国内；回国；正中目标 adj. 家用的；国
内的；总部的；（比赛）主场的 v. 提供住处；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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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improved 1 [ɪm'pruːvd] adj. 改良的；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5 improving 1 [ɪm'pruːvɪŋ] n. 改良；改进 动词impr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146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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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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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June 1 n.六月；琼（人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年轻气盛的六月”）

150 khosrowshahi 1 霍斯劳沙希

151 kilometer 1 ['kiləumi:tə] n.[计量]公里；[计量]千米（等于kilometre）

152 kyiv 1 [地名] [乌克兰] 基辅

153 lar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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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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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156 launched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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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left 1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159 lifesaving 1 ['laif,seiviŋ] adj.救命的；救生用的 n.救生

160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161 lviv 1 (=left ventricular infarct volume) 左心室梗塞面积(体积)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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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Matthew 1 ['mæθju:] n.马太福音（新约第一卷）；马太（耶稣12门徒之一）；马修（姓氏，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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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million 1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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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68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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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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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71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72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73 network 1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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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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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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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offer 1 [ˈɒfə] vt.提供；出价；试图 n.提议；出价；意图；录取通知书 vi.提议；出现；献祭；求婚

178 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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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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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ongoing 1 ['ɔn,gəuiŋ, 'ɔ:n-] adj.不间断的，进行的；前进的 n.前进；行为，举止

181 operates 1 英 ['ɒpəreɪt] 美 ['ɑːpəreɪt] v. 操作；运转；经营；动手术

182 operations 1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183 organize 1 ['ɔ:gənaiz] vt.组织；使有系统化；给予生机；组织成立工会等 vi.组织起来；成立组织

184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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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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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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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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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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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191 path 1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192 per 1 [强pə:, 弱pə] prep.每；经；按照；每一 n.(Per)人名；(德、挪、丹、瑞典)佩尔

193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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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pleased 1 [pli:zd] adj.高兴的；喜欢的；乐意做某事 v.满意；愿意（please的过去分词形式）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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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points 1 [英[pɒɪnts] 美[pɔints]] n.点；目的（point的复数）；见解 v.指引；瞄准（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 n.(Points)人名；(英)波因
茨

197 populated 1 ['pɒpjʊleɪtɪd] adj. 人口稠密的 动词popul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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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presse 1 Die Presse (German-Neue Freie Presse)-Vienna's Press (德语)维也纳通信社

200 progress 1 ['prəugres, 'prɔ-, prəu'gres] n.进步，发展；前进 vi.前进，进步；进行 n.(Progress)人名；(赞)普罗格雷斯

201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202 provides 1 [prə'vaɪd] v. 供给；提供；准备；规定；抚养

203 providing 1 [prəu'vaidiŋ] conj.假如，以…为条件 v.供给（provide的ing形式）；预备

204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05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206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207 real 1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208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09 record 1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210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211 requests 1 [rɪ'kwest] n. 请求；要求 vt. 请求；要求

212 resulted 1 [rɪ'zʌlt] n. 结果；成果；答案；成绩；(足球比赛)赢 v. 产生；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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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14 Russian 1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215 safely 1 ['seifli] adv.安全地 稳定地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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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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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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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share 1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220 sharing 1 英 ['ʃeərɪŋ] 美 ['ʃerɪŋ] n. 共享；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

221 sits 1 [sɪt] v. 坐；栖息；使就座 n. 坐；栖息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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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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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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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specially 1 ['speʃəli] adv.特别地；专门地

226 successfully 1 [sək'sesfəli] adv.成功地；顺利地

227 suffered 1 ['sʌfəd] v. 遭受，允许，宽恕（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8 supporting 1 [sə'pɔ:tiŋ] adj.支持的；辅助性的；次要的 n.支持；支承面 v.支持；供养（support的ing形式）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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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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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233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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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transport 1 [træns'pɔ:t; trænz-træns'pɔ:t, trænz-, trɑ:n-, 'trænspɔ:t,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机；狂喜；流放犯 vt.运输；流放；使狂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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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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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truck 1 [trʌk] n.卡车；交易；手推车 vi.驾驶卡车；以物易物 vt.交易；以卡车运输 adj.（美）运货汽车的 n.(Truck)人名；(德)特
鲁克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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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241 us 1 pron.我们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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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44 van 1 [væn] n.先锋；厢式货车；增值网 vt.用车搬运 n.(Van)人名；(老、泰、柬、缅)万

245 vans 1 n.先锋；前卫；大蓬货车（van的复数） n.(Vans)人名；(英)万斯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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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victims 1 ['vɪktɪmz] n. 受害者 名词victim的复数形式.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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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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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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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war 1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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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warehouses 1 英 ['weəhaʊs] 美 ['werhaʊs] n. 仓库 vt. 存入仓库

254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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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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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58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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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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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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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63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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