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14 [As It Is] Ukraine Says Goal Is to Retake All Its Territory
in War with Russia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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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i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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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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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Ukraine 12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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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ussian 9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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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forces 8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10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 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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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Russia 8 ['rʌʃə] n.俄罗斯

13 Ukrainian 8 [ju:'kreiniən; -'krai-] adj.乌克兰的；乌克兰人的 n.乌克兰人；乌克兰语

14 b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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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hav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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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rea 5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7 military 5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18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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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were 5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0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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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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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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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its 4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5 kharkiv 4 n. 卡尔可夫(乌克兰东北部城市) =Kharkov.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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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8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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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troops 4 n.[军]部队；[军]军队（troop的复数形式）

30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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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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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4 control 3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35 Donetsk 3 [də'netsk] n.顿涅茨克（苏联顿涅茨煤田区城市）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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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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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Monday 3 ['mʌndi] n.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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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shelling 3 ['ʃeliŋ] n.去皮；去壳 v.剥去…的外壳；向…开枪；脱落（shell的ing形式）

40 suppo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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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territory 3 ['teritəri] n.领土，领域；范围；地域；版图

42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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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weapon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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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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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46 areas 2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47 attacks 2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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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border 2 ['bɔ:də] n.边境；边界；国界 vt.接近；与…接壤；在…上镶边 vi.接界；近似 n.(Border)人名；(英)博德

50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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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omm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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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ontinue 2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53 continues 2 [kən'tɪnju ]ː v. 继续；连续；维持；持续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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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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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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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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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Jill 2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60 leaders 2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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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liberate 2 ['libəreit] vt.解放；放出；释放

63 loss 2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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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motivated 2 ['məutiveitid] adj.有动机的；有积极性的 v.使产生动机；激发…的积极性（motiv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6 northeastern 2 [,nɔ:θ'i:stən] adj.在东北的；东北方的；来自东北的

67 occupied 2 ['ɔkjupaid] adj.已占用的；使用中的；无空闲的 v.占有（occupy的过去分词）

68 offensive 2 [ə'fensiv] adj.攻击的；冒犯的；无礼的；讨厌的 n.攻势；攻击

69 officials 2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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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operation 2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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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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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peskov 2 佩斯科夫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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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77 progress 2 ['prəugres, 'prɔ-, prəu'gres] n.进步，发展；前进 vi.前进，进步；进行 n.(Progress)人名；(赞)普罗格雷斯

78 Putin 2 ['putin] n.普京（人名）

79 region 2 ['ri:dʒən] n.地区；范围；部位

80 retake 2 [,ri:'teik, 'ri:teik] vt.再取；重拍；补考 n.重考；重新摄录；重新摄录的照片或录音

81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82 Robbins 2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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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84 separatist 2 ['sepərətist] n.分离主义者；独立派 adj.分离主义者的

85 significant 2 [sig'nifikənt] adj.重大的；有效的；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意味深长的 n.象征；有意义的事物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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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sou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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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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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systems 2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90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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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92 video 2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93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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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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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west 2 [west] n.西；西方；西部 adj.西方的；朝西的 adv.在西方；向西方；自西方 n.(West)人名；(英、德、芬、瑞典)韦斯特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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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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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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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100 abilities 1 [ə'bɪləti] n. 能力；才能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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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achieve 1 vt.取得；获得；实现；成功 vi.达到预期的目的，实现预期的结果，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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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105 advance 1 [əd'vɑ:ns, əd'væns] n.发展；前进；增长；预付款 vt.提出；预付；使……前进；将……提前 vi.前进；进展；上涨 adj.预
先的；先行的

106 aera 1 Automated En-Route Air Traffic Control 自动途中空中交通管制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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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allies 1 ['ælaiz] n.（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同盟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协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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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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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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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answered 1 英 ['ɑːnsə(r)] 美 ['ænsər] v. 回答；答复；接电话 n. 答案；回答；答复

113 Antony 1 ['æntəni] n.安东尼（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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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balmforth 1 n. 巴姆福思

116 battlefield 1 ['bætlfi:ld] n.战场；沙场

117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18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119 beyond 1 [bi'jɔnd] prep.超过；越过；那一边；在...较远的一边 adv.在远处；在更远处 n.远处

120 billions 1 ['bɪljənz] n.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

121 blinken 1 n. 布林肯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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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broadcasters 1 n.播送设备( broadcaster的名词复数 ); 广播员; 撒播物; 广播公司

124 burning 1 ['bə:niŋ] adj.燃烧的；强烈的；发热的 n.燃烧 vi.燃烧（burn的现在分词）

125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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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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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carrying 1 ['kærɪɪŋ] adj. 运送的；运输的 n. 运送；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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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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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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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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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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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135 defeat 1 vt.击败，战胜；挫败；使…失败 n.失败的事实；击败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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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denis 1 ['denis] n.丹尼斯（男子名）

138 deputy 1 ['depjuti] n.代理人，代表 adj.副的；代理的

139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40 dmitry 1 n. 德米特里

141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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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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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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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a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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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147 electricity 1 [,ilek'trisəti] n.电力；电流；强烈的紧张情绪

148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149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150 federation 1 ['fedəreiʃən] n.联合；联邦；联盟；联邦政府

151 fifth 1 [fifθ] adj.第五的；五分之一的 n.第五；五分之一 num.第五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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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flags 1 [f'læɡz] n. 旗帜；标志 名词flag的复数形式.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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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further 1 ['fə:ðə] adv.进一步地；而且；更远地 adj.更远的；深一层的 vt.促进，助长；增进

156 gains 1 ['ɡeɪnz] n. 收益 名词gain的复数形式.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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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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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160 goals 1 ['ɡəʊlz] n.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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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63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64 guards 1 ['gɑrd] n. 警卫；狱吏；看守；护卫队 名词guard的复数形式.

165 Hanna 1 ['hænə] n.汉纳（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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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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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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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171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72 highly 1 ['haili] adv.高度地；非常；非常赞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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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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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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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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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179 leadership 1 ['li:dəʃip] n.领导能力；领导阶层

180 liberating 1 ['lɪbəreɪt] v. 解放；使获得自由；释出；放出

181 limit 1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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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mainly 1 ['meinli] adv.主要地，大体上

184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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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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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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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188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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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91 noticed 1 ['nəʊtɪst] v. 注意，通知，留意（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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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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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outages 1 n.（尤指电力的）断供期，断供( outage的名词复数 )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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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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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98 planned 1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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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poster 1 ['pəustə] n.海报，广告；招贴 n.(Poster)人名；(英)波斯特

201 providing 1 [prəu'vaidiŋ] conj.假如，以…为条件 v.供给（provide的ing形式）；预备

202 question 1 ['kwestʃən] n.问题，疑问；询问；疑问句 vt.询问；怀疑；审问 vi.询问；怀疑；审问

203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04 reached 1 到达

205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206 recaptured 1 英 [ˌriː 'kæptʃə(r)] 美 [ˌriː 'kæptʃər] v. 重新获得；再次经历；重温；再俘获 n. 重获；重获之物；再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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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re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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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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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211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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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resisting 1 [rɪ'zɪstɪŋ] adj. 稳定的；坚固的；耐久的 动词resist的现在分词形式.

214 responsible 1 [ri'spɔnsəbl] adj.负责的，可靠的；有责任的

215 retaken 1 [,ri:'teik, 'ri:teik] vt.再取；重拍；补考 n.重考；重新摄录；重新摄录的照片或录音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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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Russians 1 n. 俄罗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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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Saturday 1 ['sætədi; -dei] n.星期六

219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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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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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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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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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send 1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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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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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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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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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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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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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speech 1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232 speed 1 [spi:d] vi.超速，加速；加速，迅速前行；兴隆 n.速度，速率；迅速，快速；昌盛，繁荣 vt.加快…的速度；使成功，使
繁荣 n.(Speed)人名；(英)斯皮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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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staff 1 [stɑ:f, stæf] n.职员；参谋；棒；支撑 adj.职员的；行政工作的 vt.供给人员；给…配备职员 vi.雇用工作人员 n.(Staff)人名；
(德、匈)施塔夫；(瑞典、英)斯塔夫

235 st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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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tations 1 ['steɪʃn] n. 站；火车站；电视台；社会地位；牧羊场；驻地；岗位 v. 驻扎；安置

237 still 1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238 structures 1 [st'rʌktʃəz] n.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

239 successes 1 [sək'sesɪz] 成功

240 supported 1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41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42 tearing 1 ['tɛəriŋ] adj.撕裂的；痛苦的；猛烈的 v.撕开；裂开（tear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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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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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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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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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tom 1 n.雄性动物（尤指雄猫）；汤姆（人名） v.〈美口〉(像汤姆叔一样)逆来顺受

248 town 1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249 towns 1 n. 汤斯

250 trusts 1 [trʌst] n. 信任；信托 vi. 信任 vt. 相信；委托

251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252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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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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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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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volodymyr 1 弗拉基米尔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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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259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60 withdrew 1 [wið'dru, wið'dru:, wiθ-] v.收回（withdraw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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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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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63 worst 1 [wə:st, 'wə:st] adj.最差的，最坏的；最不利的；效能最低的 n.最坏；最坏的时候 adv.最坏地；最不利地 n.(Worst)人名；
(英、德)沃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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