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7-28 [As It Is] The Philippines Cancels Russian Helicopter
Deal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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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unt 1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3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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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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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dmired 1 英 [əd'maɪə(r)] 美 [əd'maɪər] vt. 钦佩；赞美；羡慕；欣赏

7 aerospace 1 ['εərəuspeis] n.航空宇宙；[航]航空航天空间

8 affect 1 [ə'fekt, 'æfekt] vt.影响；感染；感动；假装 vi.倾向；喜欢 n.情感；引起感情的因素

9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0 agency 2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1 agreement 1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12 agreements 1 [əɡ'riː mənts] n. 协定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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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ircraft 1 ['εəkrɑ:ft] n.飞机，航空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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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llowing 1 [ə'laʊ] vt. 允许；让某人得到；留出；同意（法律） vi. (for)考虑到；允许

17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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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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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21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2 and 1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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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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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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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ppointed 1 [ə'pɔintid] adj.约定的，指定的 v.任命；指定；约定时间，地点（appoint的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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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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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30 assembly 1 n.装配；集会，集合 n.汇编，编译

31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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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attack 1 [ə'tæk] n.攻击；抨击；疾病发作 vt.攻击；抨击；动手干 vi.攻击；腐蚀 n.(Attack)人名；(瑞典)阿塔克

34 back 1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后
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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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ases 1 ['beisi:z] n.基础（base的复数形式）；根据；主要成分 n.(Bases)人名；(西)巴塞斯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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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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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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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42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43 black 1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44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45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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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b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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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all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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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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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ancel 1 vt.取消；删去 vi.取消；相互抵消 vi.取消，撤销 n.取消，撤销 n.(Cancel)人名；(法)康塞尔

50 canceled 2 ['kænsl] v. 取消；作废；注销；抵消；删除 n. 取消；删除

51 cancellation 1 ['kænsə'leiʃən] n.取消；删除

52 cancels 1 ['kænsl] v. 取消；作废；注销；抵消；删除 n. 取消；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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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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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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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hina 1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57 Chinese 1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58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除；
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59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60 comm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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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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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communist 1 ['kɔmjunist] n.共产党员；共产主义者 adj.共产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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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ondemned 2 [kən'demd] adj.已被定罪的；被责难的

65 continued 1 [kən'tinju:d] adj.继续的；持久的 v.继续；逗留；维持原状（continue的过去分词）

66 contract 1 ['kɔntrækt, kən'trækt] vi.收缩；感染；订约 vt.感染；订约；使缩短 n.合同；婚约

67 coul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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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ticized 1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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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dangerous 1 ['deindʒərəs] adj.危险的 危险地

72 deal 10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
西)迪尔

73 decision 3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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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defense 3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76 delfin 1 幻境是捷克研制的一种教练机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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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disasters 1 [dɪ'zɑːstəz] 灾害

79 displeasure 1 [dis'pleʒə] n.不愉快；不满意；悲伤

80 disputed 1 [dɪsp'ju tːɪd] adj. 争议 动词dispu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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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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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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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duterte 6 迪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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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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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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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nded 2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89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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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vacuation 1 [i,vækju'eiʃən] n.疏散；撤离；排泄

91 evacuations 1 n.撤空( evacuation的名词复数 ); 撤离; 撤退; 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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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press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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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face 1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95 feared 1 v.畏惧(f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为…忧虑（或担心、焦虑）；敬畏（神等）；感到害怕

96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97 Ferdinand 1 n.斐迪南（男子名）；《公牛历险记》（动画电影名）

98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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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final 1 ['fainl] adj.最终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 n.决赛；期末考试；当日报纸的末版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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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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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for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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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former 2 ['fɔ:mə] adj.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n.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n.(Former)人名；(法)福尔梅；(德、捷)福尔默

105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6 general 1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107 giv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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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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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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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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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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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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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hawk 1 [hɔ:k] vt.兜售，沿街叫卖；捕捉；咳出 vi.清嗓；咳嗽；像鹰一般地袭击 n.鹰；鹰派成员；掠夺他人的人 n.(Hawk)人名；
(英)霍克；(西)奥克

115 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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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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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helicopter 3 ['helikɔptə] n.[航]直升飞机 vi.[航]乘直升飞机 vt.由直升机运送

118 helicopters 5 ['helɪkɒptəz] n. 直升机 名词helicopter的复数形式.

119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20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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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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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humanitarian 1 [hju:,mæni'tεəriən] adj.人道主义的；博爱的；基督凡人论的 n.人道主义者；慈善家；博爱主义者；基督凡人论者

124 idol 2 ['aidəl] n.偶像，崇拜物；幻象；谬论 n.(Idol)人名；(英)伊多尔

125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26 immediate 1 [i'mi:diət] adj.立即的；直接的；最接近的

127 impact 1 n.影响；效果；碰撞；冲击力 vt.挤入，压紧；撞击；对…产生影响 vi.影响；撞击；冲突；压紧（on，upon，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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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i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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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internation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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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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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invasion 4 [in'veiʒən] n.入侵，侵略；侵袭；侵犯

132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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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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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136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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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knew 1 [nju:, nu:] v.知道；认识；记得（know的过去式） n.(Knew)人名；(英)纽

139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40 l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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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laws 1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142 lead 1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143 leader 1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144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45 leave 1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146 likelihood 1 ['laiklihud] n.可能性，可能

147 limiting 1 ['limitiŋ] adj.限制的；限制性的 v.限制；限定（limit的现在分词）

148 little 1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149 Lorenzana 7 洛伦萨纳

150 mad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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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manufacturer 1 [,mænju'fæktʃərə] n.制造商；[经]厂商

152 march 2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153 Marcos 1 n.马科斯（姓氏）

154 medical 1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155 militants 1 n.激进分子，好斗分子( militant的名词复数 )

156 military 6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157 mill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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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modernize 1 ['mɔdənaiz] vt.使…现代化 vi.现代化

159 moment 1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160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61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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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muslim 1 ['muzlim; 'mʌz-] n.穆斯林；穆罕默德信徒 adj.伊斯兰教的

164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65 natural 1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166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67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68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169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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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obey 1 [əu'bei] vt.服从，听从；按照……行动 vi.服从，顺从；听话 n.(Obey)人名；(英、法)奥贝

171 ocean 1 ['əuʃən] n.海洋；大量；广阔 n.(Ocean)人名；(罗)奥切安

172 of 1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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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office 3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175 official 2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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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often 2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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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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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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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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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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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ord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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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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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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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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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oversees 1 英 [ˌəʊvə'siː ] 美 [ˌoʊvər'siː ] vt. 监督；监管；监视

190 payment 2 ['peimənt] n.付款，支付；报酬，报答；偿还；惩罚，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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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personally 1 ['pə:sənəli] adv.亲自地；当面；个别地；就自己而言

193 Philippine 7 ['filipi:n] adj.菲律宾的；菲律宾人的 n.菲律宾人

194 Philippines 7 ['filipi:nz; fili'pi:nz] n.菲律宾

195 pl 1 abbr.分界线（PartingLine）；合用线（PartyLine）；有效负载（PayLoad）；信号灯（PilotLamp）；复数（plural，等于pl）

196 Poland 1 ['pəulənd] n.波兰（欧洲国家）

197 policies 1 英 ['pɒləsi] 美 ['pɑ lː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198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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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president 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01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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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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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purchase 6 ['pə:tʃəs] n.购买；紧握；起重装置 vt.购买；赢得 vi.购买东西

204 Putin 2 ['putin] n.普京（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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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relations 1 [ri'leʃənz] n.关系；交往；事务

207 removal 1 [ri'mu:vəl] n.免职；移动；排除；搬迁

208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209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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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rescue 1 ['reskju:] vt.营救；援救 n.营救；援救；解救

212 resolution 2 [,rezə'lu:ʃən, -,lju:-] n.[物]分辨率；决议；解决；决心

213 respect 1 [ri'spekt] n.尊敬，尊重；方面；敬意 vt.尊敬，尊重；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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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respected 1 [ri'spektid] adj.受尊敬的 v.尊敬；重视（re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5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216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17 rodrigo 1 n.罗德里戈（歌曲名称）

218 Russia 5 ['rʌʃə] n.俄罗斯

219 Russian 7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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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sanction 1 ['sæŋ,kʃən] n.制裁，处罚；认可；支持 vt.制裁，处罚；批准；鼓励

222 sanctions 2 ['sæŋkʃnz] n. 制裁 名词sanction的复数形式.

223 scrap 1 [skræp] n.碎片；残余物；打架；少量 vt.废弃；使解体；拆毁 adj.废弃的；零碎的 vi.吵架

224 scrapped 1 [sk'ræpt] adj. 废弃的 动词scra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5 sea 1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226 search 1 [sə:tʃ] vi.搜寻；调查；探求 vt.搜索；搜寻；调查；搜查；探求 n.搜寻；探究，查究 n.(Search)人名；(英)瑟奇

227 secretary 1 ['sekrətəri] n.秘书；书记；部长；大臣

228 security 2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229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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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erved 1 英 [sɜːv] 美 [sɜ rː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231 several 2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32 shipment 1 ['ʃipmənt] n.装货；装载的货物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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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signe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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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36 since 2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37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238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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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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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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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starting 1 ['stɑ tː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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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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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stopping 1 ['stɔpiŋ] n.停止；制止；填塞物 v.停止；妨碍（stop的ing形式）

246 storms 1 英 [stɔː m] 美 [stɔː rm] n. 暴风雨 v. 起风暴；猛攻；暴怒；捣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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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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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struggled 1 ['strʌgəld] adj.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50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51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252 tell 1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253 tense 1 [tens] adj.紧张的；拉紧的 vt.变得紧张；使拉紧 vi.拉紧，变得紧张 n.时态

254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255 termination 1 [,tə:mi'neiʃən] n.结束，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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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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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the 4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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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60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61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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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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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through 1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265 ties 1 [taɪz] tie的复数形式

266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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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to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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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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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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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272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73 Ukraine 3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274 under 2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275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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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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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79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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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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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voted 1 英 [vəʊt] 美 [voʊt] n. 选举权；投票；选举；投票结果 v. 表决；选举；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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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85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286 w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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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apon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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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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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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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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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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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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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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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withdrawal 1 [wið'drɔ:əl, wiθ-] n.撤退，收回；提款；取消；退股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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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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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00 XI 1 [sai, zai, ksai, ksi:] n.希腊字母的第14个字母；粒子（等于xiparticle）

301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02 yes 1 [jes] adv.是,是的 n.是（表示肯定）

303 you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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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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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