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8-04 [As It Is] UN Nuclear Chief Warns about Ukrainian
Nuclear Center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nuclear 17 ['nju:kliə, 'nu:-] adj.原子能的；[细胞]细胞核的；中心的；原子核的

3 of 1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and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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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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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 i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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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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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h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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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IAEA 9 abbr.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国际原子能组织

11 sai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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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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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grossi 8 n.(Grossi)人名；(英、法、意、瑞典)格罗西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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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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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plan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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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8 also 5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9 center 5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20 commen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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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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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you 5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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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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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Ukraine 4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26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7 would 4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8 your 4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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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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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ox 3 [bɔks] n.箱，盒子；包厢；一拳 vi.拳击 vt.拳击；装…入盒中；打耳光 n.(Box)人名；(英、法、西)博克斯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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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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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Iran 3 [i'rɑ:n; i'ræn] n.伊朗（亚洲国家）

36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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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Russia 3 ['rʌʃə] n.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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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s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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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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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ve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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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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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accou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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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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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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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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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47 beginning 2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48 being 2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49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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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hernobyl 2 [tʃiə'nɔ:bil] n.切尔诺贝利（乌克兰的一座城市）

51 chie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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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onfidence 2 ['kɔnfidəns] n.信心；信任；秘密 adj.（美）诈骗的；骗得信任的

53 control 2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54 de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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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ach 2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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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very 2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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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getting 2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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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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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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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inspections 2 n. 检查；视察；安全检测（inspection的复数）

64 integrity 2 [in'tegrəti] n.完整；正直；诚实；廉正

65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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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m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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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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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material 2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70 media 2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71 nee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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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73 paradoxical 2 [,pærə'dɔksikəl] adj.矛盾的；诡论的；似非而是的

74 pow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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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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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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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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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seized 2 ['siː zd] adj. 查封的，扣押的 v. 逮住，抓住，咬住（动词seize的过去式,动词seize的过去分词）

79 situation 2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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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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social 2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82 spo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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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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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sure 2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85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86 Ukrainian 2 [ju:'kreiniən; -'krai-] adj.乌克兰的；乌克兰人的 n.乌克兰人；乌克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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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war 2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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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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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workers 2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92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93 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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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accident 1 ['æksidənt] n.事故；意外；[法]意外事件；机遇

95 accounts 1 [ə'kaʊnts] n. 帐目；叙述；账户；客户，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

96 accuse 1 [ə'kju:z] vt.控告，指控；谴责；归咎于 vi.指责；控告

97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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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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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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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aimed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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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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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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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ap 1 abbr.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Press）；空气污染（AirPollution）；大气规划（AirProgram）；汇编程序
（AssemblyProgram） n.(Ap)人名；(中)鸭(广东话·威妥玛)

109 appears 1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110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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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Argentinian 1 [,a:dʒən'tiniən] adj.阿根廷的；阿根廷人的 n.阿根廷人

113 assistance 1 [ə'sistəns] n.援助，帮助；辅助设备

114 atomic 1 [ə'tɔmik] adj.原子的，原子能的；微粒子的

115 attacking 1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116 Australia 1 [ɔ'streiljə] n.澳大利亚，澳洲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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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19 belief 1 [bi'li:f] n.相信，信赖；信仰；教义

120 blue 1 n.蓝色；[复数]（美国海、陆、空三军穿的）蓝色制服；蓝颜料；[theblue(s)][用作单数或复数]布鲁斯（歌曲）（一种伤
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蓝色的；沮丧的，忧郁的；下流的 vt.把…染成蓝色；使成蓝色；给…用上蓝剂；用上蓝剂于 vi.变成
蓝色，呈蓝色 n.（英、西、意）布卢（人名）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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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123 Bryan 1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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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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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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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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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circle 1 ['sə:kl] n.循环，周期；圆；圈子；圆形物 vi.盘旋，旋转；环行 vt.画圆圈；环绕…移动

129 click 1 [klik] vt.点击；使发咔哒声 vi.作咔哒声 n.单击；滴答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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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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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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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contact 1 n.接触，联系 vt.使接触，联系 vi.使接触，联系

136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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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controls 1 英 [kən'trəʊls] 美 [kən'troʊls] n. 控制器；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

139 cooperating 1 英 [kəʊ'ɒpəreɪtɪŋ] 美 [koʊ'ɒpəreɪtɪŋ] adj. 共同运转的 动词cooperate的现在分词形式.

140 cooperation 1 [kəu,ɔpə'reiʃən] n.合作，协作；[劳经]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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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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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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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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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deterrent 1 [di'terənt] adj.遏制的，威慑的；制止的 n.威慑；妨碍物；挽留的事物

147 diplomat 1 ['dipləmæt] n.外交家，外交官；有外交手腕的人；处事圆滑机敏的人

148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149 disaster 1 [,di'zɑ:stə] n.灾难，灾祸；不幸

150 ease 1 [i:z] vt.减轻，缓和；使安心 n.轻松，舒适；安逸，悠闲 vi.减轻，缓和；放松；灵活地移动

151 edith 1 ['i:diθ] n.伊迪丝（女子名）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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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nergy 1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154 enter 1 ['entə] vt.进入；开始；参加 vi.参加，登场；进去 n.[计]输入；回车 n.(Enter)人名；(英)恩特

155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156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157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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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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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faulty 1 ['fɔ:lti] adj.有错误的；有缺点的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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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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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164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165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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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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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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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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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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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google 1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172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73 handed 1 ['hændid] adj.有手的；用...手的 v.帮助（hand的过去分词）；递送

174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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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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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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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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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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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image 1 ['imidʒ] n.影像；想象；肖像；偶像 vt.想象；反映；象征；作…的像 n.(Image)人名；(法)伊马热

180 images 1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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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impossible 1 [im'pɔsəbl] adj.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的；难以忍受的；不真实的 n.不可能；不可能的事

183 incomplete 1 [,inkəm'pli:t] adj.不完全的；[计]不完备的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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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interrupted 1 [intə'rʌptid] adj.中断的；被打断的；不规则的 vt.打断；中断（interrup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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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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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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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lederer 1 n. 莱德勒

191 li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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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lines 1 [laɪnz] n. (剧本中的)台词；诗歌；线条；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

193 login 1 英 ['lɒɡɪn] 美 ['lɔː ɡɪn] n. 登录；注册

194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195 Lynn 1 [lin] n.林恩（姓氏）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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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mar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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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199 marking 1 ['mɑ:kiŋ] n.标志；打分；做记号；斑纹 v.注意；作记号于；给…打分数（mark的ing形式） n.(Marking)人名；(西)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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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meaning 1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202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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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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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206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207 negotiations 1 [nɪɡəʊʃ'ɪeɪʃnz] n. 协商；谈判；磋商 名词negotiation的复数形式.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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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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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nonproliferation 1 ['nɔnprəu,lifə'reiʃən] n.防扩散；防止（核）扩散

211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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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operate 1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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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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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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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19 patchy 1 ['pætʃi] adj.不调和的；拼凑成的；有补丁的

220 perform 1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221 physical 1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222 place 1 [pleis] n.地方；住所；座位 vt.放置；任命；寄予 vi.名列前茅；取得名次 n.(Place)人名；(罗)普拉切；(法)普拉斯；(英)普
莱斯

223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24 Powers 1 n.能天使；力天使

225 presence 1 ['prezəns] n.存在；出席；参加；风度；仪态

226 preventing 1 [prɪ'vent] v. 预防；防止，阻止；挡住

227 principle 1 ['prinsəpl] n.原理，原则；主义，道义；本质，本义；根源，源泉

228 production 1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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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protection 1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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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Rafael 1 n.拉斐尔（男子名，来源于圣经故事）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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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reactors 1 [r'ɪæktəz] 反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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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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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238 respected 1 [ri'spektid] adj.受尊敬的 v.尊敬；重视（re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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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241 safeguarded 1 英 ['seɪfɡɑːd] 美 ['seɪfɡɑ rːd] n. 保卫者；保护措施 vt. 保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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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244 severe 1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245 shelled 1 [ʃeld] adj.带壳的；去壳的 v.使去壳（shell的过去分词）

246 sides 1 [saɪdz] n.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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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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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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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251 southern 1 ['sʌðən] adj.南的；南方的 n.南方人 n.(Southern)人名；(英)萨瑟恩

252 spread 1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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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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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submarine 1 ['sʌbməri:n, ,sʌbmə'ri:n] n.潜水艇；海底生物 adj.海底的；水下的 vt.用潜水艇攻击 vi.在下疾行；在下滑动

256 succeed 1 [sək'si:d] vi.成功；继承；继任；兴旺 vt.继承；接替；继…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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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supply 1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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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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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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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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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65 treaty 1 ['tri:ti] n.条约，协议；谈判

266 trust 1 ['trʌst] n.信任，信赖；责任；托拉斯 vt.信任，信赖；盼望；赊卖给 vi.信任，信赖；依靠 n.(Trust)人名；(英)特拉斯特

267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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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70 ukrainians 1 乌克兰人

271 un 1 [ʌn, ən] pron.家伙，东西 n.(Un)人名；(柬)温

272 unclear 1 英 [ˌʌn'klɪə(r)] 美 [ˌʌn'klɪr] adj. 不清楚的；含混的

273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274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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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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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violated 1 ['vaɪəleɪt] v. 侵犯；违反；扰乱；亵渎；强奸

277 violence 1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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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visited 1 v.拜访，访问（visit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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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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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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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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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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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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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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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without 1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289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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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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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