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6-18 [As It Is] EU Backs Ukraine's Candidacy for
Membership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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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 17 abbr.欧盟（EuropeanUnion）；能量单位（EnergyUnit）；熵的单位（EntropyUnit）；等效单位（EquivalentUnit） n.(Eu)人
名；(中)余(普通话·威妥玛)；(英)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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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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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of 1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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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membership 8 n.资格；成员资格；会员身份

9 bu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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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i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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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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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its 5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3 suppor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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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uropean 4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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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group 4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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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t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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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wa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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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pplication 3 n.应用；申请；应用程序；敷用；（对事物、学习等）投入

21 a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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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3 between 3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24 countries 3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25 Georgia 3 ['dʒɔ:dʒjə] n.乔治亚州；格鲁吉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乔治娅（女子名）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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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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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joi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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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leaders 3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30 Moldova 3 [mɔl'dɔ:və] n.摩尔多瓦（罗马尼亚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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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president 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33 request 3 [ri'kwest] n.请求；需要 vt.要求，请求

34 talks 3 ['tɔː ks] 会谈

35 union 3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36 usually 3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7 war 3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38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9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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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applied 2 [ə'plaid] adj.应用的；实用的 v.应用；实施（apply的过去分词）；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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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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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44 considered 2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45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46 count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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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48 days 2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49 der 2 abbr. 派生（=derivation)

50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51 expansion 2 [ik'spænʃən] n.膨胀；阐述；扩张物

52 four 2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53 france 2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54 Germany 2 ['dʒə:məni] n.德国

55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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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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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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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meeting 2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59 nations 2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60 nato 2 ['neitəu] abbr.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AtlanticTreatyOrganization） n.(Nato)人名；(意)纳托

61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62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63 path 2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64 perspective 2 [pə'spektiv] n.观点；远景；透视图 adj.透视的

65 political 2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66 Russian 2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67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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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start 2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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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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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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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turkey 2 ['tə:ki] n.火鸡；笨蛋；失败之作

73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74 von 2 [vɔn] prep.（德）来自…的；用在姓前，表示贵族身份 n.(Von)人名；(英、法、德)冯；(柬)文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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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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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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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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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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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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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alliance 1 [ə'laiəns] n.联盟，联合；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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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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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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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approach 1 [ə'prəutʃ] n.方法；途径；接近 vt.接近；着手处理 vi.靠近

86 approval 1 [ə'pru:vəl] n.批准；认可；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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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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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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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92 backs 1 n.后背，脊背；后卫（back的复数形式） v.后退（back的三单形式） n.(Backs)人名；(德)巴克斯

93 Balkans 1 ['bɔ:lkənz] n.巴尔干半岛各国；巴尔干半岛地区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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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96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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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99 born 1 [bɔ:n] v.出世（bear的过去分词） adj.天生的 n.(Born)人名；(柬)邦；(英、西、俄、捷、德、瑞典、匈)博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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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candidacy 1 ['kændidəsi] n.候选资格；候选状态

102 candidate 1 n.候选人，候补者；应试者

103 candidates 1 ['kændɪdeɪts] n. 申请求职者；候选人；投考者 名词candidate的复数形式.

104 careful 1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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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certainly 1 ['sə:tənli] adv.当然；行（用于回答）；必定

107 closer 1 ['kləuzə] adj.靠近的 n.[自]闭合器；最后的节目

108 colors 1 ['kɒlərz] n. 彩色 名词color的复数形式.

109 commission 1 [kə'miʃən] n.委员会；佣金；犯；委任；委任状 vt.委任；使服役；委托制作

110 completely 1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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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consideration 1 [kən,sidə'reiʃən] n.考虑；原因；关心；报酬

113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114 die 1 [dai] vi.死亡；凋零；熄灭 vt.死，死于… n.冲模，钢模；骰子 n.(Die)人名；(西)迭；(阿拉伯)迪埃

115 disagreements 1 [dɪsəɡ'riː mənts] 分歧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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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doors 1 [dɔ:z] n.大门；入口；通道（door的复数）

118 dream 1 [dri:m] vi.梦想；做梦，梦见；想到 n.梦想，愿望；梦 vt.梦想；做梦；想到 adj.梦的；理想的；不切实际的

119 economic 1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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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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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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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panded 1 [ik'spendid] adj.扩充的；展开的 vt.扩大（expand的过去式）

124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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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favoritism 1 ['feivəritizəm] n.偏袒；得宠

127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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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fifth 1 [fifθ] adj.第五的；五分之一的 n.第五；五分之一 num.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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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financial 1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131 Finland 1 ['finlənd] n.芬兰（欧洲）

132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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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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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Friday 1 ['fraidi] n.星期五

136 full 1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137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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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goals 1 ['ɡəʊlz] n.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

140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41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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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II 1 abbr.微光（ImageInten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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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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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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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is 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8 Italy 1 ['itəli] n.意大利（欧洲南部国家）

149 joining 1 ['dʒɔiniŋ] n.连接；接缝；连接物

150 judicial 1 [dʒu:'diʃəl] adj.公正的，明断的；法庭的；审判上的

151 kyiv 1 [地名] [乌克兰] 基辅

152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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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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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156 ll 1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157 long 1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158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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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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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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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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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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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nation 1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168 neighbor 1 ['neibə] n.邻居 adj.邻近的 vi.友好；毗邻而居 vt.邻接 n.(Neighbor)人名；(英)内伯

169 Netherlands 1 ['neðələndz] n.荷兰（形容词Netherlandish）；地区名

170 nex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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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officially 1 [ə'fiʃəli] adv.正式地；官方地；作为公务员

172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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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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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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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opening 1 ['əupəniŋ] n.开始；机会；通路；空缺的职位 adj.开始的 v.开放（open的ing形式）；打开；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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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opposite 1 ['ɔpəzit, -sit] adj.相反的；对面的；对立的 n.对立面；反义词 prep.在…的对面 adv.在对面

178 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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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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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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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82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83 Poland 1 ['pəulənd] n.波兰（欧洲国家）

184 populous 1 ['pɔpjuləs] adj.人口稠密的；人口多的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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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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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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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Putin 1 ['putin] n.普京（人名）

189 puts 1 [pʊts] n.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

190 quick 1 [kwik] n.核心；伤口的嫩肉 adj.快的；迅速的，敏捷的；灵敏的 adv.迅速地，快 n.(Quick)人名；(英、德、瑞典、芬)奎
克

191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192 ranging 1 ['reɪndʒɪŋ] vbl. 排列；归类于；动词range的现在分词形式

193 ready 1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人名；(英)雷迪

194 reform 1 [ri'fɔ:m] n.改革，改良；改正 vt.改革，革新；重新组成 vi.重组；改过 adj.改革的；改革教会的

195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196 report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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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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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199 requirements 1 英 [rɪ'kwaɪəmənt] 美 [rɪ'kwaɪərmənt] n. 必要条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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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02 safety 1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203 s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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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seem 1 [si:m] vi.似乎；像是；装作 n.(Seem)人名；(英)西姆

205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206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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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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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sides 1 [saɪdz] n.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

209 signaled 1 ['sɪɡnəl] n. 信号；标志 v. (发信号)通知、表示 adj. 显著的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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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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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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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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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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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s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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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soviet 1 ['sauviət, 'sɔ-] adj.苏联的；苏维埃的；委员会的 n.苏维埃（代表会议）；委员会；代表会议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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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step 1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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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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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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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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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Sweden 1 ['swi:dən] n.瑞典（欧洲国家）

224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25 take 1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226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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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thinking 1 ['θiŋkiŋ] adj.思考的；思想的；有理性的；好思考的 n.思考；思想；想法；意见；见解 v.思考（think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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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Thursday 1 ['θə:zdi; -dei] n.星期四

231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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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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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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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ukrainians 1 乌克兰人

236 understanding 1 [,ʌndə'stændiŋ] n.谅解，理解；理解力；协议 adj.了解的；聪明的；有理解力的 v.理解；明白（understand的ing
形式）

237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238 urgency 1 ['ə:dʒənsi] n.紧急；催促；紧急的事

239 ursula 1 ['ə:sjulə] n.厄休拉（女子名）

240 us 1 pron.我们

241 victory 1 ['viktəri] n.胜利；成功；克服 n.(Victory)人名；(西)维多利；(英)维克托里

242 visit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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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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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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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volodymyr 1 弗拉基米尔

246 wait 1 [weit] vt.等候；推迟；延缓 vi.等待；耽搁；伺候用餐 n.等待；等候 n.(Wait)人名；(英)韦特；(捷)魏特

247 waits 1 [weɪt] v. 等；等待 n. 等待；等候

248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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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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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wearing 1 [wεə riŋ, wεərŋ, 'wεəriŋ] adj.磨损的；穿用的；令人疲倦的 v.穿着；磨损（wear的ing形式） n.(Wearing)人名；(英)韦尔林

252 week 1 [wi:k] n.周，星期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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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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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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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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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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