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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k Down Pro-US Influence Campaign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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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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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ceptable 1 [ək'septəbl] adj.可接受的；合意的；可忍受的

4 accessible 2 [ək'sesəbl] adj.易接近的；可进入的；可理解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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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ccounts 15 [ə'kaʊnts] n. 帐目；叙述；账户；客户，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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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ctivities 2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9 activity 2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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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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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dj 4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13 Africa 1 ['æfrikə] n.非洲

14 agencies 1 ['eɪdʒənsi] n. 代理；代理处；政府机构

15 agency 3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6 air 1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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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9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0 and 2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1 answer 1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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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ppearing 1 [ə'piəriŋ] n.[印刷]版面高度 v.出现，显得（appear的ing形式）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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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26 articles 2 英 ['ɑ tːɪkl] 美 ['ɑ rːtɪkl] n. 文章；物品；条款；[语]冠词 vt. 订契约

27 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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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sia 4 ['eiʃə] n.亚洲

29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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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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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bc 1 [ˌbiː biː 'siː ] abbr. 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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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35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36 behind 3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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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39 brigadier 1 [,brigə'diə] n.准将；陆军准将 n.(Brigadier)人名；(英)布里格迪尔

40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41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42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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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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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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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46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47 campaign 2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48 campaigns 8 [kæm'peɪn] n. 运动；战役；活动；竞选运动 v. 参加竞选；从事运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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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arried 1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51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52 centered 1 ['sentəd] adj.居中的；有圆心的 v.集中；居中（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53 central 5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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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laimed 1 [kleɪm] n. 要求；要求权；主张；断言；声称；要求物 vt. 要求；请求；主张；声称；断言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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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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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ommand 1 [kə'mɑ:nd] vi.命令，指挥；控制 vt.命令，指挥；控制；远望 n.指挥，控制；命令；司令部 n.(Command)人名；(法)科
芒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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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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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ompanies 1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62 compan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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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onfirmed 1 [kən'fə:md] adj.确认的；保兑的；坚定的；惯常的 v.确证；使坚定（confirm的过去分词）；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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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66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67 content 2 ['kɔntent] n.内容，目录；满足；容量 adj.满意的 vt.使满足 n.(Content)人名；(法)孔唐

68 copied 1 ['kɒpɪd] adj. 复制的；模仿的；抄写的 动词cop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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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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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73 created 2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74 data 3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75 deceptive 2 [di'septiv] adj.欺诈的；迷惑的；虚伪的

76 defense 1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77 department 2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78 description 1 [di'skripʃən] n.描述，描写；类型；说明书

79 did 3 [did] v.做（do的过去式）

80 discovery 1 [dis'kʌvəri] n.发现，发觉；被发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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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es 2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83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84 down 2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85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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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e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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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asy 1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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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90 email 1 ['i:'meil] n.电子信函 vt.给…发电子邮件 n.(Email)人名；(法)埃马伊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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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nsure 1 [in'ʃuə] vt.保证，确保；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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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urope 2 ['juərəp] n.欧洲

95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96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97 exact 1 adj.准确的，精密的；精确的 vt.要求；强求；急需 vi.勒索钱财

98 examined 1 [ɪg'zæmɪnd] adj. 检查过的；诊察过的；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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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plicit 2 [ik'splisit] adj.明确的；清楚的；直率的；详述的

101 facebook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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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103 false 9 [fɔ:ls] adj.错误的；虚伪的；伪造的 adv.欺诈地

104 farda 1 法尔达

105 Farsi 1 ['fa:si] n.波斯语

106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107 fewer 1 ['fju:ə] adj.较少的 pron.较少数 int.较少数

108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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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followers 1 英 ['fɔː ləʊəz] 美 ['fɔː loʊəz] n. 追随者 名词follow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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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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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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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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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fr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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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17 funded 1 [fʌnd] n. 基金 vt. 资助；转为（长期贷款）

118 gathered 1 ['gæðəɒ] adj. 聚集的；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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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global 1 ['gləubəl] adj.全球的；总体的；球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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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groups 2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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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handful 1 ['hændful] n.少数；一把；棘手事

125 hashtag 1 n. 标签

126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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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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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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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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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highest 1 ['haiist] adj.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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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identified 2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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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i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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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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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increase 1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137 independent 2 [,indi'pendənt] adj.独立的；单独的；无党派的；不受约束的 n.独立自主者；无党派者

138 influence 5 ['influəns] n.影响；势力；感化；有影响的人或事 vt.影响；改变

139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40 Instagram 1 英 [ˌins'tægrəm] 美 [ˌɪns'tægrəm] n. 一款图片分享应用

141 intended 1 [in'tendid] adj.故意的，有意的；打算中的 n.已订婚者 v.打算；准备（intend的过去分词）

142 investigators 2 [ɪn'vestɪɡeɪtəz] 侦查人员

143 involvement 1 n.参与；牵连；包含；混乱；财政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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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Iran 1 [i'rɑ:n; i'ræn] n.伊朗（亚洲国家）

146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7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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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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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Jackson 3 ['dʒæksn] n.杰克逊（男子名）；杰克逊（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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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language 1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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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lesley 1 n. 莱斯利(女子名)

154 level 1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155 liberty 2 ['libəti] n.自由；许可；冒失 n.(Liberty)人名；(英)利伯蒂

156 likely 2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57 likes 1 n.好恶；爱好的事物 v.喜欢；愿意（lik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Likes)人名；(英)莱克斯

158 linked 4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159 links 1 ['liŋks] n.[计]链接（link的复数）；沙地；沙丘

160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
(英)卢克

161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62 mainly 1 ['meinli] adv.主要地，大体上

163 majority 1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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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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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materi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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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media 1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168 Meta 2 pref.表示“变化”“变换”之义 n.(Meta)人名；(德、俄、罗、塞、葡、意、英)梅塔(女子教名Margaret的昵称)

169 methods 4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170 Michelle 1 [mi:'ʃel] n. 米歇尔(女子名)

171 middle 2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172 military 7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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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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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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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176 narrative 1 ['nærətiv] n.叙述；故事；讲述 adj.叙事的，叙述的；叙事体的

177 narratives 1 ['nærətɪvz] 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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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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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news 4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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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not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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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of 1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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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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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87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88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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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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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ongoing 1 ['ɔn,gəuiŋ, 'ɔ:n-] adj.不间断的，进行的；前进的 n.前进；行为，举止

191 online 2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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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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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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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operating 1 ['ɔpəreitiŋ] adj.操作的；[外科]外科手术的 v.操作（operate的ing形式）；动手术

196 operations 5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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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organization 2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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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origin 3 ['ɔridʒin, 'ɔ:-] n.起源；原点；出身；开端

201 original 1 [ə'ridʒənəl] n.原件；原作；原物；原型 adj.原始的；最初的；独创的；新颖的

202 other 5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03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04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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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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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own 1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207 parent 2 ['pεərənt] n.父亲（或母亲）；父母亲；根源 n.(Parent)人名；(法)帕朗；(英、西)帕伦特

208 pat 1 [pæt] adj.恰好的；熟练的；合适的 adv.恰好；熟记地 n.轻拍；小块；轻拍声 vt.轻拍 vi.轻拍 n.(Pat)人名；(泰)巴

209 pentagon 1 ['pentəgən] n.五角形

210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11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212 Persian 2 猫老大

213 photos 1 英 ['fəʊtəʊ] 美 ['foʊtoʊ] n. 照片 v. 拍照

214 pointed 1 ['pɔintid] adj.尖的；突出的；锐利的；率直的 v.指出；瞄准（point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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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policy 2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17 positions 1 [pə'ziʃənz] n.[水运]位置（position的复数）；定位

218 posts 1 英 [pəʊst] 美 [poʊst] n. 职位；邮件；标竿 v. 邮递；通知；布置；派遣；急行 adv. 快速地

219 prescribe 1 [pris'kraib] vi.规定；开药方 vt.规定；开处方

220 prescribed 1 [prɪ'skraɪbd] adj. 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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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presenting 1 ['preznt] n. 礼物；现在 adj. 出席的；现在的；当前的；存在的 v. 提出；赠送；呈现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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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pro 3 [prəu] adv.赞成地 n.赞成者；赞成的意见 prep.赞成 n.(Pro)人名；(意)普罗

224 proven 1 ['pru:vən] v.证明（prove的过去分词）

225 provided 2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226 publicly 1 ['pʌblikli] adv.公然地；以公众名义

227 push 2 vt.推动，增加；对…施加压力，逼迫；按；说服 vi.推进；增加；努力争取 n.推，决心；大规模攻势；矢志的追求

228 pushed 1 [puʃt] adj.处于窘境的；为难的；推挤现象的 v.推；挤；逼迫（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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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231 quinn 1 n.奎恩（姓氏）

232 radio 5 ['reidiəu] n.收音机；无线电广播设备 vi.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用无线电发送 n.(Radio)人名；(西)拉迪奥

233 raises 1 ['reɪzɪz] n. 加薪；增加 名词raise的复数形式.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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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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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38 removed 2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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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repor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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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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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repost 1 [ri'pəust] vt.重新投寄 n.尖锐的反驳；敏捷回刺

243 researchers 3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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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retweet 1 v. 转发推特（在社交网站Twitter上转发他人的推特信息）

246 RFE 1 abbr. Radio Free Europe 自由欧洲广播电台(总部设于西德慕尼黑 专对东欧广播).

247 rl 1 n. 无线电定位(轨条；研究用图书室；电阻-电感线路)

248 Russia 3 ['rʌʃə] n.俄罗斯

249 Ryder 2 n.瑞得（男子名）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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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say 3 [sei] vt.讲；说明；例如；声称；假设；指明 vi.讲；表示；念；假定；背诵 n.(Say)人名；(土)萨伊；(法、老、柬)赛；(英)
塞伊；(匈、罗)绍伊

252 secret 1 ['si:krit] n.秘密；秘诀；机密 adj.秘密的；机密的 n.(Secret)人名；(法)塞克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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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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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ies 2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256 service 1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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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59 shared 2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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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shut 1 [ʃʌt] vt.关闭；停业；幽禁 vi.关上；停止营业 n.关闭 adj.关闭的；围绕的 n.(Shut)人名；(俄)舒特；(中)室(广东话·威妥玛)

262 similar 2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63 sister 1 n.姐妹；（称志同道合者）姐妹；修女；护士 adj.姐妹般的；同类型的

264 site 2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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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sites 1 [saɪt] n. 地点；位置；现场 vt. 使 ... 位于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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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ocial 5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268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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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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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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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72 sources 2 英 [sɔː s] 美 [sɔː rs] n. 来源；发源地；原始资料 v. 从...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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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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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spokesperson 1 ['spəuks,pə:sən] n.发言人；代言人

276 standard 1 ['stændəd] n.标准；水准；旗；度量衡标准 adj.标准的；合规格的；公认为优秀的 n.(Standard)人名；(英)斯坦达德；
(德)施坦达德

277 standards 1 [s'tændədz] n. 规格 名词standard的复数形式.

278 stanford 1 ['stænfəd] n.斯坦福（姓氏，男子名）；斯坦福大学（美国一所大学）

279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80 Stat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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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stories 1 [s'tɔː rɪz] n. 故事，传说（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 v. 讲…的故事；说假话（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82 sto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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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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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suggested 1 [sə'dʒestɪd] adj. 建议的；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5 sup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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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suspended 1 [sə'spendid] adj.悬浮的；暂停的，缓期的（宣判）

287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88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89 terms 1 [tə:mz] n.地位，关系；[法]条款；术语；措辞；价钱（term的复数形式） v.把…称为（term的三单形式）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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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th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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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the 5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93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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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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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96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97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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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300 threat 1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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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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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to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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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05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06 true 1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307 tweets 1 [twiː t] n. 小鸟的啁啾声；(社交网站Twitter上的)微博 v. 小鸟鸣叫；在Twitter上发微博

308 twitter 6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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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Ukraine 1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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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312 us 1 pron.我们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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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used 4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15 user 1 ['ju:zə] n.用户 n.使用者 n.(User)人名；(土)乌塞尔

316 users 1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317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318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19 verifiable 2 ['veri,faiəbl] adj.可证实的；能作证的；可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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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VOA 6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322 voice 1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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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war 1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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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websites 3 ['websaɪts] n. 网站（名词website的复数形式）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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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were 7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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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w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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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332 whether 2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333 who 3 pron.谁；什么人

334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35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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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work 2 n.工作；[物]功；产品；操作；职业；行为；事业；工厂；著作；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 vt.使工作；操作；经营；使缓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338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39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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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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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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