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6-22 [As It Is] China Launches High-tech Aircraft Carrier in
Naval Mileston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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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15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4 i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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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s 1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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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o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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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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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 i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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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wi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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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carrier 8 ['kæriə] n.[化学]载体；运送者；带菌者；货架 n.(Carrier)人名；(英)卡里尔；(法)卡里耶

13 of 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4 its 7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5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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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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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Chinese 6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18 somethin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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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ircraft 5 ['εəkrɑ:ft] n.飞机，航空器

20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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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firs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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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navy 5 ['neivi] n.海军 深蓝色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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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ship 5 [ʃip] vt.运送，乘船；以船运送 vi.上船；乘船旅行；当船员 n.船；舰；太空船 n.(Ship)人名；(中)摄(广东话·威妥玛)

25 system 5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6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7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8 built 4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29 developme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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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launch 4 [lɔ:ntʃ, lɑ:ntʃ] vt.发射（导弹、火箭等）；发起，发动；使…下水 vi.开始；下水；起飞 n.发射；发行，投放市场；下水；
汽艇

31 military 4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32 naval 4 ['neivəl] adj.海军的；军舰的 n.(Naval)人名；(西、德、印)纳瓦尔

33 ships 4 [ʃɪps] n.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

34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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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type 4 [taip] n.类型，品种；模范；样式 vt.打字；测定（血等）类型 vi.打字 n.(Type)人名；(英)泰普

36 which 4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7 ability 3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38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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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beyond 3 [bi'jɔnd] prep.超过；越过；那一边；在...较远的一边 adv.在远处；在更远处 n.远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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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atapult 3 ['kætəpʌlt] n.弹弓；石弩；飞机弹射器；（飞机上的）座椅弹射器 vt.用弹弓射；用弹射器发射；猛投 vi.用弹射器弹
射；快速移动

42 could 3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43 equipment 3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44 force 3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45 Friday 3 ['fraidi] n.星期五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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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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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important 3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49 int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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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launched 3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51 milestone 3 ['mailstəun] n.里程碑，划时代的事件 n.(Milestone)人名；(英)迈尔斯通

52 nex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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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ocean 3 ['əuʃən] n.海洋；大量；广阔 n.(Ocean)人名；(罗)奥切安

54 pacific 3 adj.和平的；温和的；平静的 n.太平洋 adj.太平洋的

55 presence 3 ['prezəns] n.存在；出席；参加；风度；仪态

56 rahmat 3 拉赫马特

57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58 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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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advanced 2 [əd'vɑ:nst, -'vænst] adj.先进的；高级的；晚期的；年老的 v.前进；增加；上涨（adva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60 agreement 2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61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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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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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apability 2 [,keipə'biləti] n.才能，能力；性能，容量

64 complex 2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65 defense 2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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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ngineers 2 英 [ˌendʒɪ'nɪə(r)] 美 [ˌendʒɪ'nɪr] n. 工程师；机(械)师 vt. 设计；建造；策划

68 facility 2 [fə'siliti] n.设施；设备；容易；灵巧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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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give 2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71 Harbor 2 ['hɑ:bə] vt.庇护；怀有 n.海港；避难所 vi.居住，生存；入港停泊；躲藏 n.(Harbor)人名；(英)哈伯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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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hear 2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74 months 2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75 nation 2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76 necessary 2 ['nesisəri]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必需品 n.(Necessary)人名；(英)内塞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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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on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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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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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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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plan 2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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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prog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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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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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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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six 2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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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sovi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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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step 2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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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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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t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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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tests 2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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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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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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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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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abilities 1 [ə'bɪləti] n. 能力；才能

99 acceptance 1 [ək'septəns] n.接纳；赞同；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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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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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103 African 1 ['æfrikən] adj.非洲的，非洲人的 n.非洲人

104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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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107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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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army 1 ['ɑ:mi] n.陆军，军队

110 Asia 1 ['eiʃə] n.亚洲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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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base 1 [beis] n.基础；底部；垒 adj.卑鄙的；低劣的 vt.以…作基础 n.(Base)人名；(日)马濑(姓)

113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114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115 benefit 1 n.利益，好处；救济金 vt.有益于，对…有益 vi.受益，得益

116 benefits 1 ['benɪfɪt] n. 利益；津贴；义演；保险金；借助 vt. 有益于；得益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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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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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120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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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Cambodia 1 ['kæmbəudiə] n.柬埔寨（位于亚洲）

123 camp 1 [kæmp] vi.露营；扎营 vt.扎营；使扎营 n.露营 n.(Camp)人名；(英)坎普；(瑞典)坎普；(法)康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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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carriers 1 ['kæriəz] 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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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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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comp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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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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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concerned 1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130 congress 1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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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course 1 n.科目；课程；过程；进程；道路；路线，航向；一道菜 vt.追赶；跑过 vi.指引航线；快跑

133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134 declared 1 [di'klεəd] adj.公然的；公开宣布的

135 deep 1 [di:p] n.深处；深渊 adj.深的；低沉的；深奥的 adv.深入地；深深地；迟 n.(Deep)人名；(英)迪普

136 demonstrates 1 ['demənstreɪt] vt. 证明；演示；示范 vi. 示威

137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138 design 1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139 designed 1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140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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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Djibouti 1 [dʒə'bu:ti] n.吉布提（东非一共和国及其首都）

143 east 1 [i:st] n.东方；东风；东方国家 adj.东方的；向东的；从东方来的 adv.向东方，在东方 n.(East)人名；(英)伊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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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lectromagnetic 1 [i,lektrəumæg'netik] adj.电磁的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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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mploys 1 [ɪm'plɔɪ] v. 雇佣；使用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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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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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stimate 1 ['estimeit] vi.估计，估价 n.估计，估价；判断，看法 vt.估计，估量；判断，评价

151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152 expand 1 [ik'spænd] vt.扩张；使膨胀；详述 vi.发展；张开，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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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panding 1 英 [ɪks'pændɪŋ] 美 [ɪk'spændɪŋ] adj. 扩展的；扩充的 动词expand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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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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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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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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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fitted 1 ['fitid] adj.合适的；订做的；有…设备的 v.适应（fit的过去分词）；合适；为…提供设备

160 Fujian 1 ['fu:'dʒjen] n.福建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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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generation 1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163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164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165 Gregory 1 ['gregəri] n.格雷戈里（男子名，古代罗马教皇之名）

166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167 gulf 1 [gʌlf] n.海湾；深渊；分歧；漩涡 vt.吞没

168 helpful 1 ['helpful] adj.有帮助的；有益的

169 hig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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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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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increasingly 1 [in'kri:siŋli] adv.越来越多地；渐增地

172 Indian 1 ['indiən] adj.印度的；印第安人的；印第安语的 n.印度人；印第安人；印第安语

173 industrial 1 [in'dʌstriəl] adj.工业的，产业的；从事工业的；供工业用的；来自勤劳的 n.工业股票；工业工人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74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75 intelligence 1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176 involve 1 [in'vɔlv] vt.包含；牵涉；使陷于；潜心于

177 Islands 1 ['ailənds] n.群岛（island的复数）；岛屿

178 janes 1 n.简斯（姓氏）

179 japan 1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180 Jill 1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81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182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83 krisher 1 n. 克里舍

184 lake 1 [leik] n.湖；深红色颜料；胭脂红 vt.（使）血球溶解 vi.（使）血球溶解 n.(Lake)人名；(德、塞、瑞典)拉克；(英)莱克

185 land 1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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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88 last 1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持，够用；持久 vt.度过，拖过；使维持 adv.最后地；上次，最近；最后一点 n.(Last)人名；(英、德、葡、罗、瑞典)拉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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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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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launching 1 ['lɔ:ntʃiŋ, 'lɑ:n] n.发射；下水；创设 v.发射；发动；开始从事（launch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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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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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liberation 1 [,libə'reiʃən] n.释放，解放

195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96 loads 1 英 [ləʊd] 美 [loʊd] n. 负荷；重担；装载量 v. 装载；给(枪)装子弹；[计算机] 装入

197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98 mainland 1 ['meinlənd] n.大陆；本土 adj.大陆的；本土的 n.(Mainland)人名；(英)梅因兰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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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201 manufacture 1 [,mænju'fæktʃə] n.制造；产品；制造业 vt.制造；加工；捏造 vi.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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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marks 1 [ma:rks] n.标记，记号；唛头，分数；台面标志 n.(Marks)人名；(英、德、意、瑞典、西、捷)马克斯；(俄)马克思

204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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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modern 1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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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morning 1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209 multi 1 ['mʌlti] pref.多

210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211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212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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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15 observers 1 [əb'zɜːvəz] 观测器

216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217 operate 1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218 operational 1 [,ɔpə'reiʃənəl] adj.操作的；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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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operations 1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220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21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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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overseas 1 ['əuvə'si:z] adv.在海外，海外 adj.海外的，国外的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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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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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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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perhaps 1 adv.或许；（表示不确定）也许；（用于粗略的估计）或许；（表示勉强同意或其实不赞成）也许；可能 n.假定；
猜想；未定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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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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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port 1 [pɔ:t, pəut] n.港口，口岸；（计算机的）端口；左舷；舱门 vi.转向左舷 vt.持（枪）；左转舵 n.(Port)人名；(英)波特；(法)
波尔；(德、俄、匈、捷)波尔特

231 power 1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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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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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protected 1 [prə'tektid] adj.受保护的 v.保护；防卫（protec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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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237 range 1 n.范围；幅度；排；山脉 vi.（在...内）变动；平行，列为一行；延伸；漫游；射程达到 vt.漫游；放牧；使并列；归类
于；来回走动

238 Ranges 1 n.[仪]量程，范围；[地理]山脉（range的复数） v.延伸（range的第三人称单数）；排列；把…分类

239 rather 1 ['rɑ:ðə, 'ræ-] adv.宁可，宁愿；相当 int.当然啦（回答问题时用） n.(Rather)人名；(英)拉瑟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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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42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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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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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repurpose 1 [,ri:'pə:pəus] vt.改换意图；重新目的化

246 researcher 1 [ri:'sə:tʃə] n.研究员

247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248 Robbins 1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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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sea 1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251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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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security 1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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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256 seeks 1 [siː k] vt. 寻求；追求；试图 vi. 寻找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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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shanghai 1 ['ʃæŋhai; 'ʃæŋ'hai] n.上海（中国东部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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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shipbuilding 1 ['ʃip,bildiŋ] n.造船；造船业；造船术

260 signed 1 [saind] adj.有符号的；已签字的；有正负之分的 v.署名；写下；预示；示意（sign的过去分词）

261 Singapore 1 [,siŋgə'pɔ:] n.新加坡

262 Solomon 1 ['sɔləmən] n.所罗门（男子名）；所罗门（古以色列国王大卫之子，以智慧著称）；大智者，聪明人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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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south 1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265 specific 1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266 stachel 1 n. 施塔赫尔

267 st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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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strengthen 1 ['streŋθən, 'streŋkθən] vt.加强；巩固 vi.变强；变坚挺

269 submarines 1 ['sʌbməriː nz] n. 潜艇 名词submarine的复数形式.

270 tech 1 [tek] n.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技术（technology）；技术员（technician） n.(Tech)人名；(柬)德

271 test 1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272 Thailand 1 ['tailænd; -lənd] n.泰国（东南亚国家名）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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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75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6 tom 1 n.雄性动物（尤指雄猫）；汤姆（人名） v.〈美口〉(像汤姆叔一样)逆来顺受

277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278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79 us 1 pron.我们

280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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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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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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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warfare 1 ['wɔ:fεə] n.战争；冲突

285 warship 1 ['wɔ:ʃip] n.战船，[军]军舰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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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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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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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90 worldwide 1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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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xinhua 1 ['zɪnhwə] 新华社

293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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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