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6-17 [As It Is] Leaders of France, Germany and Italy Visit
Ukraine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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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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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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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5 after 3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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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ggression 1 [ə'greʃən] n.侵略；进攻；侵犯；侵害

8 agreement 1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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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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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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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ies 1 ['ælaiz] n.（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同盟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协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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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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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m 1 abbr.调频，调谐，调幅（amplitudemodulation） vi.（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 aux.（与v-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与v-ed
连用构成被动语态） n.（柬）安（人名）

16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7 and 2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8 angered 1 英 ['æŋɡə(r)] 美 ['æŋɡər] n. 愤怒；怒火 vt. 激怒 vi. 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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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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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nswered 1 英 ['ɑːnsə(r)] 美 ['ænsər] v. 回答；答复；接电话 n. 答案；回答；答复

22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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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rea 4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4 arms 1 [a:mz] n.臂（arm的复数）；[军]武器；纹章 v.武装；配备（arm的三单形式） n.(Arms)人名；(英)阿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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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rrived 1 [a'raɪvd] adj.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 arriving 1 [ə'raɪv] vi. 到达；到来；成功

28 artillery 1 [ɑ:'tiləri] n.火炮；大炮；炮队；炮术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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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shamed 1 [ə'ʃeimd] adj.惭愧的，感到难为情的；耻于……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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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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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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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35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6 been 7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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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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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illions 1 ['bɪljənz] n.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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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ring 1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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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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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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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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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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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apital 1 ['kæpitə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Capital)人名；(法)卡皮塔尔

47 capture 1 vt.俘获；夺得；捕捉，拍摄,录制 n.捕获；战利品，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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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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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hancellor 1 ['tʃɑ:nsələ, 'tʃæn-] n.总理（德、奥等的）；（英）大臣；校长（美国某些大学的）；（英）大法官；（美）首席法官
n.(Chancellor)人名；(英)钱塞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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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53 civilians 2 n. 平民；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

54 cold 1 [kəuld] adj.寒冷的；冷淡的，不热情的；失去知觉的 n.寒冷；感冒 adv.完全地

55 comment 1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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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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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59 concession 1 [kən'seʃən] n.让步；特许（权）；承认；退位

60 concessions 1 [kən'seʃənz] n. (票价)优惠；让步；特许权 名词concession的复数形式.

61 conference 1 n.会议；讨论；协商；联盟；（正式）讨论会；[工会、工党用语]（每年的）大会 vi.举行或参加（系列）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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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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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ontinuing 1 [kən'tɪnjuɪŋ] adj. 连续的；持续的；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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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orbet 1 n. 科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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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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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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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riticism 2 ['krɪtɪsɪzəm] n.批评；考证；苛求

71 criticized 1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72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73 damaged 1 adj.被损坏的 v.损害（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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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decide 1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76 decisions 1 [dɪ'sɪʒn] n. 决定；决心；判决

77 deeply 1 ['di:pli] adv.深刻地；浓浓地；在深处

78 defend 1 [di'fend] vt.辩护；防护 vi.保卫；防守

79 defense 1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80 denounced 1 [dɪ'naʊns] v. 谴责；告发；通告废除

81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82 destroyed 3 [dis'trɔid] adj.被毁，毁坏；遭破坏的 v.破坏（destroy的过去分词）

83 destruction 3 [di'strʌkʃən] n.破坏，毁灭；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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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86 Donbas 3 n.顿巴斯（苏联煤矿区）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87 Donetsk 1 [də'netsk] n.顿涅茨克（苏联顿涅茨煤田区城市）

88 draghi 3 德拉吉

89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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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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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conomies 1 [ɪ'kɒnəmɪz] 节约；经济（名词economy的复数形式）

93 effort 2 ['efət] n.努力；成就

94 elections 1 n. 选举，选举制；投票（election的复数形式）

95 emmanuel 1 [i'mænjuəl] n.以马内利（耶稣基督的别称）；伊曼纽尔（男子名，等于Immanuel）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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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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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99 European 5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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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verything 2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102 express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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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pressing 1 v.表达；表达观点（express的ing形式）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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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faced 1 [feist] adj.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有…表面的 v.面对（face的过去分词）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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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fate 2 ['feit] n.命运 vt.注定 n.(Fate)人名；(英)费特

108 fatigue 2 [fə'ti:g] n.疲劳，疲乏；杂役 vt.使疲劳；使心智衰弱 vi.疲劳 adj.疲劳的

109 fears 1 英 [fɪə(r)] 美 [fɪr] n. 担心；害怕；恐惧；【中药学】相畏 v. 害怕；担心；恐惧

110 feel 1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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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foolish 1 ['fu:liʃ] adj.愚蠢的；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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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115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16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17 france 2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18 French 2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119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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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German 2 ['dʒə:mən]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n.德语；德国人

122 Germany 3 ['dʒə:məni] n.德国

123 given 2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124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125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126 governor 1 ['gʌvənə] n.主管人员；统治者，管理者；[自]调节器；地方长官

127 governs 1 英 ['ɡʌvn] 美 ['ɡʌvərn] v. 统治；支配；管理；规定；控制

128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29 guns 1 ['ɡʌnz] 枪炮

130 h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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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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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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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hav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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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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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headed 1 ['hedid] adj.有头的；有标题的 v.率领（head的过去分词）；朝向；走在…的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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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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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high 2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139 his 3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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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142 hoped 1 英 [həʊpt] 美 [hoʊpt] adj. 希望的；盼望的 动词ho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3 hopes 2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144 horrible 1 ['hɔrəbl] adj.可怕的；极讨厌的

145 houses 1 ['hauziz] n.住宅；家园；洋房（house的复数）；房子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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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humiliate 1 [hju:'milieit] vt.羞辱；使…丢脸；耻辱

148 humiliated 1 [hju 'ːmɪlieɪt] vt. 使 ... 蒙羞；使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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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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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i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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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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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inflation 1 [in'fleiʃən] n.膨胀；通货膨胀；夸张；自命不凡

154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55 infrastructure 2 ['infrə,strʌktʃə] n.基础设施；公共建设；下部构造

156 innocent 1 ['inəsənt] adj.无辜的；无罪的；无知的 n.天真的人；笨蛋 n.(Innocent)人名；(英、西)因诺森特；(法)伊诺桑

157 intense 1 [in'tens] adj.强烈的；紧张的；非常的；热情的

158 internation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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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involves 1 英 [ɪn'vɒlv] 美 [ɪn'vɑ lːv] vt. 包含；使忙于；牵涉；使卷入；使陷入

160 irpin 4 [地名] [乌克兰] 伊尔平; [地名] [乌克兰] 伊尔平河

161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2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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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Italian 2 adj.意大利的；意大利语的；意大利文化的 n.意大利人；意大利语

164 Italy 2 ['itəli] n.意大利（欧洲南部国家）

165 its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66 itself 1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167 john 1 [dʒɔn] n.厕所

168 join 1 [dʒɔin] vt.参加；结合；连接 vi.加入；参加；结合 n.结合；连接；接合点 n.(Join)人名；(法)茹安

169 jr 2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170 justice 1 ['dʒʌstis] n.司法，法律制裁；正义；法官，审判员 n.(Justice)人名；(英)贾斯蒂斯，贾斯蒂丝(女名)

171 killed 1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172 klaus 1 克劳斯(男子名)

173 kyiv 4 [地名] [乌克兰] 基辅

174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75 latest 1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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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leaders 10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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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Leicester 1 ['lestə] n.莱斯特（英国中部城市）；莱斯特郡（英国英格兰中部的郡名）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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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macron 9 ['mækrɔn, 'mei-] n.长音符号（加于元音上） n.(Macron)人名；(法)马克龙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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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malko 1 n. 马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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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mario 3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185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186 might 1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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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mo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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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mu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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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must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191 nations 2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92 nearby 1 ['niə'bai] adj.附近的，邻近的 adv.在附近 prep.在…附近

193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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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96 n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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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98 nurseries 1 英 ['nɜːsəri] 美 ['nɜ rːsəri] n. 托儿所；保育室；苗圃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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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of 1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01 offering 1 ['ɔfəriŋ, 'ɔ:-] n.提供；祭品；奉献物；牲礼 v.提供（offer的ing形式）

202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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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Olaf 1 ['əuləf; -lɑ:f] n.奥拉夫（男子名）

205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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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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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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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our 4 ['auə, ɑ:] pron.我们的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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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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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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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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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peace 2 [pi:s] n.和平；平静；和睦；秩序 n.(Peace)人名；(英)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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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playgrounds 1 [p'leɪɡraʊndz] 游戏场地

216 position 1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217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218 premier 1 ['premjə, pri'miə, 'pri:m-] adj.第一的；最初的 n.总理，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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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president 4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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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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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promised 1 英 ['prɒmɪs] 美 ['prɑːmɪs] n. 诺言；预示；约定；(有)希望 v. 允诺；发誓；答应；有希望

223 promises 1 ['prɒmɪsɪz] n. 承诺 名词promise的复数形式.

224 promising 2 ['prɔmisiŋ] adj.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v.许诺，答应（promise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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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publ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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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Putin 2 ['putin] n.普京（人名）

228 raid 1 n.袭击；突袭；搜捕；抢劫 vi.突袭 vt.袭击，突袭 n.(Raid)人名；(阿拉伯)拉伊德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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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rebuilt 1 [ri:'bilt] v.重新组装（rebuil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重建

231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32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33 refugees 1 难民

234 region 1 ['ri:dʒən] n.地区；范围；部位

235 released 1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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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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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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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responsible 1 [ri'spɔnsəbl] adj.负责的，可靠的；有责任的

240 ritter 2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241 Romania 2 [rəu'meinjə] n.罗马尼亚（欧洲巴尔干半岛东北部国家）

242 Russia 5 ['rʌʃə] n.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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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aid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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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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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Scholz 5 n. 肖尔茨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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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se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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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seeing 1 ['si:iŋ] n.看见；视觉；观看；视力 conj.因为；由于；鉴于 adj.看见的；有视觉的 v.看见（se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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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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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erhiy 1 谢尔盖

253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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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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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56 showed 2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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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sign 1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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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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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slow 1 [sləu] adj.慢的；减速的；迟钝的 vi.变慢；变萧条 vt.放慢；阻碍 adv.慢慢地；迟缓地 n.(Slow)人名；(英)斯洛

262 slowly 1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263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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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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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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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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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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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ooner 1 ['su:nə] n.（美）抢先占有土地者（在政府开放西部前）

268 sound 1 [saund] vt.听（诊）；测量，测…深；使发声；试探；宣告 n.声音，语音；噪音；海峡；吵闹；听力范围；[医]探条 adj.
健全的，健康的；合理的；可靠的；有效彻底的 adv.彻底地，充分地 vi.听起来；发出声音；回响；测深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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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spoke 1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271 spoken 2 ['spəukən] adj.口语的，口头的 v.说（speak的过去分词）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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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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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tates 1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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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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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uccessful 1 [sək'sesful] adj.成功的；一帆风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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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suppo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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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281 sylvie 1 n.塞尔维（女子名）

282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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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tamara 1 [tə'mærə] n.塔玛拉（女子名）

285 territories 1 英 ['terətri] 美 ['terətɔː ri] n. 领土；领域；版图；范围

286 territory 2 ['teritəri] n.领土，领域；范围；地域；版图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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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tha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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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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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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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there 3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92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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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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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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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Thursday 1 ['θə:zdi; -dei] n.星期四

297 tim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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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tired 1 ['taiəd] adj.疲倦的；厌倦的，厌烦的 v.疲倦；对…腻烦（tire的过去分词形式）

299 tiring 1 ['taiəriŋ] adj.累人的；麻烦的；无聊的；引起疲劳的 v.厌倦；使劳累（tire的ing形式）；感到疲倦

300 to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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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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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tomorrow 2 [tə'mɔrəu, -'mɔ:-] n.明天；未来 adv.明天；未来地（等于to-morrow）

304 toward 1 [英 [tɔ:d, təʊrd, tə̍ wɔ:d] 美 [tɔrd, tord, təˈwɔrd]] prep.向；对于；为了；接近 adj.即将来到的，进行中的 n.(Toward)人名；
(英)特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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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trade 1 [treid] n.贸易，交易；行业；职业 vi.交易，买卖；以物易物 vt.用…进行交换

307 tragedy 1 ['trædʒidi] n.悲剧；灾难；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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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train 2 [trein] n.火车；行列；长队；裙裾 v.培养；训练；瞄准 n.(Train)人名；(英)特雷恩；(法)特兰；(意)特拉因

309 traveled 1 ['trævəld] adj.富有旅行经验的；旅客多的；旅客使用的 v.旅行（travel的过去分词）

310 treaty 1 ['tri:ti] n.条约，协议；谈判

311 twitter 1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312 Ukraine 14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313 Ukrainian 3 [ju:'kreiniən; -'krai-] adj.乌克兰的；乌克兰人的 n.乌克兰人；乌克兰语

314 ukrainians 2 乌克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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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unimaginable 1 [,ʌni'mædʒinəbl] adj.不可思议的；难以想像的

317 union 2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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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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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upcoming 1 ['ʌp,kʌmiŋ] adj.即将来临的

321 us 1 pron.我们

322 ve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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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vis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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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visited 1 v.拜访，访问（visit的过去式）

325 visiting 2 ['vizitiŋ] n.拜访，访问；参观 adj.参观的；游览的 v.参观（visit的现在分词）；拜访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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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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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volodymyr 1 弗拉基米尔

329 wa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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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war 5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331 warnings 1 n. 警告信息（warning的复数形式）

332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33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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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weaponry 2 ['wepənri] n.兵器，武器（总称）

335 weapon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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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37 weste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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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w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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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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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whi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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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whole 1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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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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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46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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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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