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10 [As It Is] EU Nations Seek Joint Efforts to Fight Rising
Energy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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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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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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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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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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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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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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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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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gree 3 [ə̍ ɡriː ] vt.同意，赞成；承认；约定，商定 vi.vi.同意，意见一致；约定，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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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head 1 adj.向前；在前的；领先 adv.向前地；领先地；在（某人或某事物的）前面；预先；在将来，为未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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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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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7 and 6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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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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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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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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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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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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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25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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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elieves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28 blackmail 1 ['blækmeil] n.勒索，敲诈；勒索所得之款 vt.勒索，敲诈

29 blackmailed 1 v.胁迫，尤指以透露他人不体面行为相威胁以勒索钱财( blackmail的过去式 )

30 branch 1 [brɑ:ntʃ, bræntʃ] vt.分支；出现分歧 vi.分支；出现分歧 n.树枝，分枝；分部；支流 n.(Branch)人名；(英)布兰奇

31 br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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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russels 1 ['brʌslz] n.布鲁塞尔（比利时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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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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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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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37 cap 1 [kæp] n.盖；帽子 vi.脱帽致意 vt.覆盖；胜过；给…戴帽；加盖于 n.(Cap)人名；(法、德、罗)卡普；(塞、捷)察普

38 choice 1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39 citizens 2 ['sɪtɪzənz] 公民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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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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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learly 1 ['kliəli] adv.清晰地；明显地；无疑地；明净地

42 cold 1 [kəuld] adj.寒冷的；冷淡的，不热情的；失去知觉的 n.寒冷；感冒 adv.完全地

43 come 1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44 commission 4 [kə'miʃən] n.委员会；佣金；犯；委任；委任状 vt.委任；使服役；委托制作

45 commissioner 1 [kə'miʃənə] n.理事；委员；行政长官；总裁

46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47 costs 1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48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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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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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52 crisis 1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53 cuts 1 [kʌts] n.切口；（分摊到的）份额；近路（cut的复数） v.剪（cut的第三人称单数）；[机]切割；砍倒

54 Czech 1 [tʃek] adj.捷克的，捷克人的，捷克语的 n.捷克人；捷克语

55 decision 2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56 despite 1 [di'spait] prep.尽管，不管 n.轻视；憎恨；侮辱

57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58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59 differed 1 英 ['dɪfə(r)] 美 ['dɪfər] vi. 不同；有区别

60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61 divide 1 [di'vaid] vt.划分；除；分开；使产生分歧 vi.分开；意见分歧 n.[地理]分水岭，分水线

62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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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d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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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driven 1 adj.被动的，受到驱策的；有紧迫感的；（人）发愤图强的 v.驾驶，开车（driv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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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67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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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conomies 1 [ɪ'kɒnəmɪz] 节约；经济（名词economy的复数形式）

70 economy 1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71 efforts 2 ['efəts] 努力

72 emergency 1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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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nergy 8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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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nsure 1 [in'ʃuə] vt.保证，确保；使安全

77 eu 7 abbr.欧盟（EuropeanUnion）；能量单位（EnergyUnit）；熵的单位（EntropyUnit）；等效单位（EquivalentUnit） n.(Eu)人
名；(中)余(普通话·威妥玛)；(英)尤

78 Europe 3 ['juərəp] n.欧洲

79 European 4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80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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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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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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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factories 1 ['fæktri] n. 工厂；制造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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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fail 1 [feil] vi.失败，不及格；破产；缺乏；衰退 vt.不及格；使失望；忘记；舍弃 n.不及格 n.(Fail)人名；(葡、捷)法伊尔；(法)法
伊

86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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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9 foster 2 ['fɔstə] vt.培养；养育，抚育；抱（希望等） adj.收养的，养育的 n.(Foster)人名；(英、捷、意、葡、法、德、俄、西)福
斯特

90 Friday 2 ['fraidi] n.星期五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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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fueled 1 [fjuːədl] adj. 燃料的 动词fu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3 gas 7 [gæs] n.气体；[矿业]瓦斯；汽油；毒气 vt.加油；毒（死） vi.加油；放出气体；空谈 n.(Gas)人名；(法、德、西)加斯

94 Germany 1 ['dʒə:məni] n.德国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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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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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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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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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guidelines 1 ['ɡaɪdlaɪnz] n. 指导方针；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

100 habeck 3 哈贝克

101 h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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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harmed 1 英 [hɑːm] 美 [hɑ rːm] n. 危害；伤害；损害 vt. 伤害；损害

103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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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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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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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heat 1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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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highs 1 ['haɪz] n. 高频分量(高处)

109 homes 1 英 [həʊm] 美 [hoʊm] n. 家；家庭；收容所；栖息地；发源地 adv. 在家；回家；在国内；回国；正中目标 adj. 家用的；国
内的；总部的；（比赛）主场的 v. 提供住处；朝向

110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111 Hungary 1 ['hʌŋgəri] n.匈牙利（欧洲国家名）

112 hurt 1 [hə:t] vt.使受伤；损害；使疼痛；使痛心 vi.感到疼痛；有坏处；带来痛苦 n.痛苦；危害；痛苦的原因 adj.受伤的；痛苦
的；受损的 n.(Hurt)人名；(德、匈、捷)胡特；(英)赫特

113 imported 1 英 ['ɪmpɔː t] 美 ['ɪmpɔː rt] n. 进口；意义；进口商品 v. 进口；输入

114 i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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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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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increases 1 [ɪn'kriː s] v. 增加；提高 n. 增加；增强；提高

118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19 inflation 1 [in'fleiʃən] n.膨胀；通货膨胀；夸张；自命不凡

120 interests 1 ['ɪntrəst] n. 兴趣；嗜好；利息；股份 v. 使…感兴趣

121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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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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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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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5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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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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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john 2 [dʒɔn] n.厕所

128 joint 4 [dʒɔint] n.关节；接缝；接合处，接合点；（牛，羊等的腿）大块肉 adj.共同的；连接的；联合的，合办的 vt.连接，贴
合；接合；使有接头 vi.贴合；生节 n.(Joint)人名；(法)茹安

129 Jozef 1 约瑟夫

130 kadri 1 卡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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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33 levels 1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34 limit 2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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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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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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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mandate 2 ['mændeit] n.授权；命令，指令；委托管理；受命进行的工作 vt.授权；托管

139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140 meeting 2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141 member 2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142 met 1 [met] v.遇见（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et)人名；(瑞典)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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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minister 2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145 ministers 6 英 ['mɪnɪstə(r)] 美 ['mɪnɪstər] n. 外交使节；部长；大臣；牧师 v. 照顾；给予帮助

146 mixes 1 [mɪks] v. 混合；掺入；合成；联系；融合；介入 n. 混合(物)；融合

147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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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nations 2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50 natur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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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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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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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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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55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156 of 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57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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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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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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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onl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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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option 2 ['ɔpʃən] n.[计]选项；选择权；买卖的特权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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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ordered 1 ['ɔ:dəd] adj.[数]有序的；整齐的；安排好的 v.命令；点餐（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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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67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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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69 percent 4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170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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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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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pipeline 1 n.管道；输油管；传递途径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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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politically 1 [pə'litikli] adv.政治上

174 poverty 1 ['pɔvəti] n.贫困；困难；缺少；低劣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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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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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178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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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price 2 [prais] n.价格；价值；代价 vt.给……定价；问……的价格 n.(Price)人名；(英)普赖斯；(法)普里斯；(葡、瑞典)普里塞

181 prices 3 [praɪs] n. 价格；代价；价值 v. 给…定价；估价；贴价格标签；比较价格

182 producers 1 生产性

183 proposal 3 [prəu'pəuzəl] n.提议，建议；求婚

184 proposals 1 [prə'pəʊzlz] 建议

185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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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p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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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Putin 1 ['putin] n.普京（人名）

189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190 raf 1 [,a:r ei 'ef] abbr.英国皇家空军（RoyalAirForce） n.(Raf)人名；(俄、德)拉夫

191 reached 1 到达

192 reaching 2 [riː tʃ] v. 到达；伸出；达成；取得联系；延伸；（伸手）去够 n. 范围；影响力；河段；等级

193 receive 1 [ri'si:v] 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194 recession 1 [ri'seʃən] n.衰退；不景气；后退；凹处

195 record 1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196 reduced 1 [ri'dju:st] adj.减少的；[数]简化的；缩减的

197 refused 1 [rɪ'fjuːz] v. 拒绝 n. 垃圾；废物

198 relief 1 n.救济；减轻，解除；安慰；浮雕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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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rising 2 ['raiziŋ] n.上升；起床；造反 adj.上升的；上涨的；新兴的 adv.接近 v.上升（rise的ing形式） n.(Rising)人名；(瑞典)里
辛；(英)赖辛

201 Robert 1 ['rɔbət] n.罗伯特（男子名）

202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203 Russia 5 ['rʌʃə] n.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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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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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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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seek 2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208 sense 1 n.感觉，功能；观念；道理；理智 vt.感觉到；检测 n.森斯（人名）

209 s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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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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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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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should 2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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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showed 2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14 simson 1 n. 西姆森

215 situations 1 [sɪtʃ'ʊeɪʃnz] 现状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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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solutions 1 [sə'lu ʃːnz] n. 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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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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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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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storage 1 ['stɔridʒ] n.存储；仓库；贮藏所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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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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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supplies 4 [səp'laɪz] n. 物资；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

225 supply 1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226 sup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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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target 1 n.目标，指标；（攻击的）对象；靶子 v.把...作为目标；面向，对准（某群体） n.（Target）美国塔吉特公司

228 tensions 1 ['tenʃn] n. 紧张；拉力；张力；紧张状态；[电]电压 vt. 使拉紧；使绷紧

229 t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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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the 2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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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33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234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35 thinks 1 [θɪŋk] v. 认为；想；记起；考虑 n. 想

236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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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threaten 1 ['θretən] vt.威胁；恐吓；预示 vi.威胁；可能来临

238 threatening 1 ['θretəniŋ] adj.危险的；胁迫的；凶兆的 v.威胁；恐吓；迫近（threaten的ing形式）

239 timely 1 ['taimli] adj.及时的；适时的 adv.及时地；早

240 to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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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42 total 1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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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union 2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245 u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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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urgency 1 ['ə:dʒənsi] n.紧急；催促；紧急的事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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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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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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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voting 1 ['vəutiŋ] adj.投票的 n.投票；选举 v.投票（vote的ing形式）；选举

251 vulnerable 2 ['vʌlnərəbl] adj.易受攻击的，易受…的攻击；易受伤害的；有弱点的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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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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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weaken 1 ['wi:kən] vt.减少；使变弱；使变淡 vi.变弱；畏缩；变软弱

256 weapon 1 ['wepən] n.武器，兵器

257 week 1 [wi:k] n.周，星期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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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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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whether 2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260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61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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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willingness 1 ['wiliŋnis] n.乐意；心甘情愿；自动自发

263 winter 3 ['wintə] n.冬季；年岁；萧条期 vi.过冬 adj.冬天的；越冬的 n.(Winter)人名；(英、德、匈、罗、捷、西、芬、瑞典、法)
温特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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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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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workable 1 ['wə:kəbl] adj.切实可行的；可经营的；能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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