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7-29 [As It Is] Russia Says No Deal Yet on Exchange for
Jailed American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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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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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id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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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sh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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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nd 13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8 her 12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9 O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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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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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griner 8 n. 格里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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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 Russia 7 ['rʌʃə] n.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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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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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h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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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not 6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0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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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dea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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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government 5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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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5 americans 4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26 basketball 4 ['bɑ:skitbɔ:l, 'bæs-] n.篮球；篮球运动

27 charges 4 [t'ʃɑːdʒɪz] n. 费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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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n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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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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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prisoner 4 ['prizənə] n.囚犯，犯人；俘虏；刑事被告

32 years 4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3 an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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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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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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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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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linken 3 n. 布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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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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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annabis 3 ['kænəbis] n.印度大麻（等于hemp）；大麻烟原料；大麻雌花顶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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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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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did 3 [did] v.做（do的过去式）

43 exchange 3 [iks'tʃeindʒ] n.交换；交流；交易所；兑换 vt.交换；交易；兑换 vi.交换；交易；兑换

44 exchanges 3 ['ɪks'tʃeɪndʒs] n. 票据交换总额 名词exchange的复数形式.

45 fir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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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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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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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Moscow 3 ['mɔskəu] n.莫斯科（俄罗斯首都）

49 prison 3 ['prizən] n.监狱；监禁；拘留所 vt.监禁，关押 n.(Prison)人名；(德)普里松

50 release 3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51 Stat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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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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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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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told 3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55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56 united 3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57 u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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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Wednesday 3 ['wenzdi; -dei] n.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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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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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agreements 2 [əɡ'riː mənts] n. 协定

62 airport 2 ['εəpɔ:t] n.机场；航空站

63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64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65 arm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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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67 between 2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68 bout 2 [baut] n.回合；较量；发作；一阵 n.(Bout)人名；(法)布特

69 comments 2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70 convicted 2 [kən'vɪktɪd] adj. 已被判刑的；被宣布有罪的 动词conv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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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dealer 2 n.经销商；商人 n.发牌员 n.[俚语]毒品贩子，贩毒者

73 detained 2 [dɪ'teɪn] vt. 扣留；拘押；耽搁；延误

74 detention 2 [di'tenʃən] n.拘留；延迟；挽留

75 drug 2 [drʌg] n.药；毒品；麻醉药；滞销货 vt.使服麻醉药；使服毒品；掺麻醉药于 vi.吸毒 n.(Drug)人名；(罗)德鲁格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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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quivalency 2 [i'kwivələnsi] n.等价；相等（等于equivalence）

78 false 2 [fɔ:ls] adj.错误的；虚伪的；伪造的 adv.欺诈地

79 February 2 ['februəri] n.二月

80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81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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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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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84 illegally 2 [i'li:gəli] adv.非法地

85 jailed 2 ['dʒeɪld] adj. 监禁的；拘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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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merchant 2 ['mə:tʃənt] n.商人，批发商；店主 adj.商业的，商人的 n.(Merchant)人名；(英)麦钱特

88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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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negotiated 2 英 [nɪ'ɡəʊʃieɪt] 美 [nɪ'ɡoʊʃieɪt] vi. 谈判；协商；交涉 vt. 谈判达成；成功越过；议价出售

90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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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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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person 2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94 peskov 2 佩斯科夫

95 phone 2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96 player 2 n.运动员，比赛者；游戏者，做游戏的人；演奏者，表演者；演员；播放器

97 proposed 2 英 [prəʊ'pəʊzd] 美 [prə'poʊzd] adj. 被提议的

98 quietly 2 ['kwaiətli] adv.安静地；秘密地；平稳地

99 retu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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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sent 2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101 sentenced 2 ['sentəns] n. 句子；判决 vt. 宣判；判决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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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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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thing 2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105 troops 2 n.[军]部队；[军]军队（troop的复数形式）

106 Ukraine 2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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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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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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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whelan 2 n. 惠兰

111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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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wnba 2 Women's National Book Association 国家女子图书联合会

113 wrongfully 2 ['rɔŋfəli] adv.不正当地；不妥地

114 yet 2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115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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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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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ctive 1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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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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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aim 1 vt.目的在于；引导；把…对准 vi.打算；对准目标；瞄准 n.目的；目标；对准

123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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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26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27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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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29 Antony 1 ['æntəni] n.安东尼（男子名）

130 app 1 [æp] abbr.应用（Application）；穿甲试验（ArmorPiercingProof） n.(App)人名；(英)阿普

131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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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arrest 1 [ə'rest] vt.逮捕；阻止；吸引 n.逮捕；监禁 n.(Arrest)人名；(德)阿雷斯特

134 arrested 1 [ə'restɪd] adj. 逮捕的 动词arr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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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association 1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137 bag 1 [[bæg] n.袋；猎获物；（俚）一瓶啤酒 vt.猎获；把…装入袋中；占据，私吞；使膨大 vi.松垂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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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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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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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biden 1 n. 拜登(姓氏)

142 break 1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
晓；（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143 brittney 1 n. 布里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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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buys 1 [baɪ] vt. 购买；买；获得；收买；<俚>相信 vi. 买 n. 购买；便宜货

146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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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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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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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cartridges 1 ['kɑ tːrɪdʒɪz] 药筒

152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153 communicate 1 vi.通讯，传达；相通；交流；感染 vt.传达；感染；显露

154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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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157 container 1 [kən'teinə] n.集装箱；容器

158 containers 1 [kən'teɪnəs] n.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

159 court 1 [kɔ:t] n.法院；球场；朝廷；奉承 vt.招致（失败、危险等）；向…献殷勤；设法获得 vi.求爱 n.(Court)人名；(英)考特；
(法)库尔

160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61 criticism 1 ['krɪtɪsɪzəm] n.批评；考证；苛求

162 customs 1 ['kʌstəmz] n.海关；风俗（custom的复数）；习惯；关税

163 deals 1 [diː l] n. 协定；交易；大量 v. 应付；分配；处理；交易；经营

164 death 1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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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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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details 1 n.细节（detail的复数）；详细资料 v.详细说明（detail的三单形式）

168 discuss 1 [dis'kʌs] vt.讨论；论述，辩论

169 dmitry 1 n. 德米特里

170 doctor 1 vt.修理；篡改，伪造；为…治病；授以博士学位 n.医生；博士 vi.就医；行医

171 documents 1 英 ['dɒkjumənt] 美 ['dɑːkjumənt] n. 文件；公文；文档 vt. 记载；(用文件等)证明

172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173 drugs 1 [drʌgz] n.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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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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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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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ffective 1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177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178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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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pects 1 [ɪk'spekt] v. 预期；期待；盼望

181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佩

182 explained 1 [ɪksp'leɪnd] v. 解释；说明 vbl. 解释；说明

183 explanation 1 [,eksplə'neiʃən] n.说明，解释；辩解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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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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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faces 1 ['feɪsɪz] n.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

187 fear 1 [fiə] n.害怕；恐惧；敬畏；担心 vt.害怕；敬畏；为…担心 vi.害怕；敬畏；为…担心

188 finalized 1 ['faɪnəlaɪz] vt. 完成；确定，最终确定

189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190 foreign 1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191 foreigner 1 ['fɔrinə] n.外地人，外国人

192 form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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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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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gain 1 [gein] n.增加；利润；收获 vt.获得；增加；赚到 vi.增加；获利 n.(Gain)人名；(英、匈、法)盖恩

195 gold 1 [gəuld] n.金，黄金；金色；金币 adj.金的，金制的；金色的 n.(Gold)人名；(英、法、德、西、罗、捷、瑞典)戈尔德

196 goods 1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197 guilt 1 [gilt] n.犯罪，过失；内疚

198 guilty 1 ['gilti] adj.有罪的；内疚的

199 hashish 1 ['hæʃiʃ, -ʃi:ʃ] n.以印度大麻提炼的麻药；印度大麻制剂（等于hasheesh）

200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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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203 hemp 1 [hemp] n.大麻；麻类植物；大麻烟卷 adj.大麻类植物的 n.(Hemp)人名；(英)亨普

204 hostage 1 ['hɔstidʒ] n.人质；抵押品

205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206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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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implement 1 ['implimənt, 'impliment] vt.实施，执行；实现，使生效 n.工具，器具；手段

209 implemented 1 ['ɪmplɪmentɪd] adj. 应用的 动词implem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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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inspectors 1 n. 检查员，巡视员（inspector的复数形式）；检查器

212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213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214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15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216 justly 1 ['dʒʌstli] adv.公正地；正当地；恰当地；正直地

217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218 knowledge 1 ['nɔlidʒ] n.知识，学问；知道，认识；学科 n.(Knowledge)人名；(南非)诺利奇

219 konstantin 1 n. 康斯坦丁(在保加利亚；东经 26º04' 北纬 42º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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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language 1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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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lavrov 1 n. 拉夫罗夫

223 law 1 [lɔ:] n.法律；规律；法治；法学；诉讼；司法界 vi.起诉；控告 vt.控告；对…起诉 n.(La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
(英、缅、柬)劳

224 lawyer 1 ['lɔ:jə] n.律师；法学家 n.(Lawyer)人名；(英)劳耶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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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league 1 [li:g] n.联盟；社团；范畴 vt.使…结盟；与…联合 vi.团结；结盟 n.(League)人名；(英)利格

227 learns 1 英 [lɜːn] 美 [lɜ rːn] v. 学会；学习；得知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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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ma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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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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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marijuana 1 [,mæriju'ɑ:nə] n.大麻；大麻毒品

232 marine 1 [mə'ri:n] adj.船舶的；海生的；海产的；航海的，海运的 n.海运业；舰队；水兵；（海军）士兵或军官 n.(Marine)人
名；(西)马里内；(英)马林

233 matter 1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234 matters 1 ['mætəz] n. 事情 名词matter的复数形式.

235 me 1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236 mean 1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237 medalist 1 ['medlist] n.奖牌获得者

238 mercury 1 n.[化]汞，水银 [天]水星 温度表 精神，元气

239 Michigan 1 ['miʃigən] n.美国密歇根州；密歇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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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minister 1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242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43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44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245 needs 1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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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normally 1 ['nɔ:məli] adv.正常地；通常地，一般地

248 offered 1 ['ɒfəd] v. 提供；奉献；提议 vbl. 提供；奉献；提议

249 officer 1 ['ɔfisə, 'ɔ:-] n.军官，警官；公务员，政府官员；船长 vt.指挥 n.(Officer)人名；(英)奥菲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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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oil 1 [ɔil] n.油；石油；油画颜料 vt.加油；涂油；使融化 vi.融化；加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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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Olympic 1 [əu'limpik] adj.奥林匹斯山的，奥林匹亚的；奥林匹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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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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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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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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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Paul 1 [pɔ:l] n.保罗（男子名）

260 phoenix 1 ['fi:niks] n.凤凰；死而复生的人 n.(Phoenix)人名；(英)菲尼克斯

261 pilot 1 ['pailət] n.飞行员；领航员 adj.试点的 v.驾驶；领航；试用 n.(Pilot)人名；(意、印)皮洛特；(法)皮洛

262 plant 1 [plɑ:nt, plænt] n.工厂，车间；植物；设备；庄稼 vt.种植；培养；栽培；安置 vi.种植 n.(Plant)人名；(英、西、意)普兰
特；(法)普朗

263 play 1 [plei] vt.游戏；扮演；演奏；播放；同…比赛 vi.演奏；玩耍；上演；参加比赛 n.游戏；比赛；剧本 n.(Play)人名；(法、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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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普莱

264 playing 1 ['pleiiŋ] n.比赛；演奏 v.玩耍（play的ing形式）

265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66 political 1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267 possessions 1 [pə'zeʃənz] n.[经]财产；所有物（possession的复数形式）

268 prepared 1 adj.准备好的 v.准备（prepare的过去分词）

269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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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pressure 1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272 progra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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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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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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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276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277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78 raised 1 [[reizd] adj.凸起的；发酵的；浮雕的 v.提高（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举起；抚育，抚养

279 reached 1 到达

280 received 1 [ri'si:vd] adj.被一般承认的；被认为标准的 v.收到；接受；迎接（receive的过去分词）

281 recommended 1 [rekə'mendɪd] adj. 被推荐的 动词recomm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2 reed 1 [ri:d] n.[作物]芦苇；簧片；牧笛；不可依靠的人 vt.用芦苇盖；用芦苇装饰 n.(Reed)人名；(西、意、瑞典)雷德；(英)里德

283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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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reportedly 1 [ri'pɔ:tidli] adv.据报道；据传闻

286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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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resisted 1 [rɪ'zɪst] v. 抵制；抵抗；反抗；忍住 n. 防蚀涂层

289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90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91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92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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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secure 1 [si'kjuə] adj.安全的；无虑的；有把握的；稳当的 vt.保护；弄到；招致；缚住 vi.获得安全；船抛锚；停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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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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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sells 1 [sel] v. 出售；卖

298 sergey 1 谢尔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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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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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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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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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smoked 1 英 [sməʊkt] 美 [smoʊkt] adj. 烟熏的 动词smo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4 sold 1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305 soldier 1 ['səuldʒə] n.军人；[昆]兵蚁；懒汉；一片烤面包 vi.当兵；磨洋工；坚持干；假称害病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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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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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speak 1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308 spokesman 1 ['spəuksmən] n.发言人；代言人

309 spying 1 [s'paɪɪŋ] 间谍活动

310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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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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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supporters 1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314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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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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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tension 1 ['tenʃən] n.张力，拉力；紧张，不安；电压 vt.使紧张；使拉紧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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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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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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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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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Thursday 1 ['θə:zdi; -dei] n.星期四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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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trading 1 ['treidiŋ] n.交易；贸易；购物 adj.交易的；贸易的 v.交换（trade的ing形式）；做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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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treat 1 [tri:t] vt.治疗；对待；探讨；视为 vi.探讨；请客；协商 n.请客；款待 n.(Treat)人名；(英)特里特

328 trevor 1 ['trevə] n.特雷弗（男子名）

329 trial 1 ['traiəl] n.试验；审讯；努力；磨炼 adj.试验的；审讯的 n.(Trial)人名；(法)特里亚尔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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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32 value 1 ['vælju:] n.值；价值；价格；重要性；确切涵义 vt.评价；重视；估价

333 veteran 1 ['vetərən] n.老兵；老手；富有经验的人；老运动员 adj.经验丰富的；老兵的

334 viktor 1 n. 维克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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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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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warned 1 英 [wɔː n] 美 [wɔː 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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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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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whi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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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42 whom 1 [hu:m, 弱 hum] pron.谁（who的宾格）

343 women 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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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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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roshenko 1 亚罗申科

348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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