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22 [As It Is] Putin Calls Up Reservists after Losses in
Ukraine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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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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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4 activist 1 ['æktivist] n.积极分子；激进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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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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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fter 4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8 against 2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9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0 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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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llows 1 [ə'laʊz] 允许

12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3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4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5 and 18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6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 announcement 1 [ə'naunsmənt] n.公告；宣告；发表；通告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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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reas 3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20 army 1 ['ɑ:mi] n.陆军，军队

21 arrests 1 [ə'rest] vt. 逮捕；拘留 n. 逮捕；拘留

22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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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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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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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26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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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be 10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9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30 biden 1 n. 拜登(姓氏)

31 blocked 1 [blɔkt] adj.堵塞的；被封锁的 v.阻塞（block的过去分词）

32 bribe 2 [braib] vt.贿赂，收买 vi.行贿 n.贿赂 n.(Bribe)人名；(西)布里韦

33 brothers 1 英 ['brʌðə(r)] 美 ['brʌðər] n. 兄弟；教友；同胞；<俚>老兄

34 brought 3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35 brutal 1 ['bru:təl] adj.残忍的；野蛮的，不讲理的

36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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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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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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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alle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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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alls 2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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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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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aptured 1 英 ['kæptʃə(r)] 美 ['kæptʃər] vt. 捕获；占领；夺取；吸引；(用照片等)留存 n. 捕获；战利品

44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45 certain 1 ['sə:tən] adj.某一；必然的；确信；无疑的；有把握的 pron.某些；某几个 n.(Certain)人名；(葡)塞尔塔因；(法)塞尔坦

46 children 1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47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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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ommunication 1 n.通讯，[通信]通信；交流；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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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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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onsiders 1 英 [kən'sɪdə(r)] 美 [kən'sɪdər] v. 考虑；思考；认为；体谅；注视

53 contro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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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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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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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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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ount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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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rying 1 ['kraiiŋ] adj.叫喊的，嚎哭的；显著的 v.哭泣；喊叫；乞求（cry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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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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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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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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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democratic 1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65 demonstrations 2 [demənst'reɪʃnz] n. 课堂演示；示范 名词demonstr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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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8 desperation 2 [despə'reiʃən] n.绝望的境地；不顾一切拼命

69 destruction 1 [di'strʌkʃən] n.破坏，毁灭；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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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died 1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72 disaster 1 [,di'zɑ:stə] n.灾难，灾祸；不幸

73 dmitry 1 n. 德米特里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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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Donbas 1 n.顿巴斯（苏联煤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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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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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dying 1 ['daiiŋ] adj.临终的，垂死的 n.死，死亡 v.死，死亡；枯萎；失去活力（die的ing形式）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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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astern 1 ['i:stən] adj.东方的；朝东的；东洋的 n.东方人；（美国）东部地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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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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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stimates 1 ['estɪməts] n.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

84 etc 2 adv.等等，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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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86 evade 2 [i'veid] vt.逃避；规避；逃脱 vi.逃避；规避；逃脱

87 even 1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88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89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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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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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false 1 [fɔ:ls] adj.错误的；虚伪的；伪造的 adv.欺诈地

93 fa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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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fathers 1 英 ['fɑːðə(r)] 美 ['fɑːðər] n. 父亲；神父；祖先；创始人 v. 创造；当 ... 的父亲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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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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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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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felt 1 [felt] n.毡；毡制品 vi.粘结 vt.使粘结；把…制成毡 v.感觉（feel的过去式） n.(Felt)人名；(英、罗、芬、捷、瑞典)费尔特

99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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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figure 1 ['figə] n.数字；人物；图形；价格；（人的）体形；画像 vi.计算；出现；扮演角色 vt.计算；认为；描绘；象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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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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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following 1 ['fɔləuiŋ] adj.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n.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v.跟随；沿行（follow的ing形式）

105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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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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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Friday 1 ['fraidi] n.星期五

110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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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German 1 ['dʒə:mən]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n.德语；德国人

113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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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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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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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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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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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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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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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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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high 1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123 him 1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124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25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126 holds 1 英 [həʊldz] 美 [hoʊldz] n. 货舱；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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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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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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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husbands 1 ['hʌzbənd] n. 丈夫

131 illegal 1 adj.[法]非法的；违法的；违反规则的 n.非法移民，非法劳工

132 illegally 1 [i'li:gəli] adv.非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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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in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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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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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independ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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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38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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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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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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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Jens 1 延斯

143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144 join 1 [dʒɔin] vt.参加；结合；连接 vi.加入；参加；结合 n.结合；连接；接合点 n.(Join)人名；(法)茹安

145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146 Kherson 1 [keər'sɔ:n] n.赫尔松（苏联乌克兰南部港市）

147 killed 1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148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149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50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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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leaders 1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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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leave 1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155 leaving 1 ['li:viŋ] n.离开；残余；渣滓 v.离开；留下；舍弃（leave的ing形式）

156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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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loss 1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159 losses 2 ['lɒsɪz] n. 损耗 名词loss的复数形式.

160 lower 1 ['ləuə] vt.减弱，减少；放下，降下；贬低 vi.降低；减弱；跌落 adj.下游的；下级的；下等的 n.(Lower)人名；(英、意)洛
厄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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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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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means 2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64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165 men 1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166 military 3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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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minute 1 [ˈmɪnɪt] n.分，分钟；片刻，一会儿；备忘录，笔记；会议记录 vt.将…记录下来 adj.微小的，详细的[maɪˈnjuːt;US-
ˈnuːt;maɪˋnut]

169 mobilization 5 [,məubilai'zeiʃən, -li'z-] n.动员；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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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mobilize 1 ['məubilaiz] vt.动员，调动；集合，组织；使…流通；使…松动 vi.组织；动员起来

171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72 mothers 1 英 ['mʌðə(r)] 美 ['mʌðər] n. 母亲；妈妈 adj. 母亲的；母体的；本源的 vt. 生育；像母亲一样关爱

173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74 movement 1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175 nation 1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176 nations 2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77 nationwide 1 ['neiʃənwaid] adj.全国范围的；全国性的 adv.在全国

178 nato 2 ['neitəu] abbr.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AtlanticTreatyOrganization） n.(Nato)人名；(意)纳托

179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80 needless 1 ['ni:dlis] adj.不必要的，不需要的；多余的，无用的

181 newspaper 1 ['nju:s,peipə, 'nju:z-] n.报纸 报社 旧报纸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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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184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85 nuclear 4 ['nju:kliə, 'nu:-] adj.原子能的；[细胞]细胞核的；中心的；原子核的

186 number 2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187 occupied 3 ['ɔkjupaid] adj.已占用的；使用中的；无空闲的 v.占有（occupy的过去分词）

188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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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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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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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193 opposition 1 [,ɔpə'ziʃən] n.反对；反对派；在野党；敌对

194 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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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order 3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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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oreshkin 2 奥列什金

198 organizing 1 v.组织（organize的ing形式）；使有机化 n.组织 adj.组织上的

199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00 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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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overseeing 1 英 [ˌəʊvə'siː ] 美 [ˌoʊvər'siː ] vt. 监督；监管；监视

202 paper 1 ['peipə] n.纸；论文；文件；报纸 adj.纸做的 vt.用纸糊；用纸包装 vi.贴糊墙纸；发交通违章传票 n.(Paper)人名；(俄)帕
佩尔

203 partial 1 ['pɑ:ʃəl] adj.局部的；偏爱的；不公平的

204 partially 1 ['pa:ʃəli] adv.部分地；偏袒地

205 participate 1 vi.参与，参加；分享 vt.分享；分担 [过去式participated过去分词participated现在分词participating]

206 participating 1 [pɑ 'ːtɪsɪpeɪtɪŋ] adj. 一起参加的

207 partly 1 ['pɑ:tli] adv.部分地；在一定程度上

208 parts 2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09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10 perc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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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212 plane 1 [plein] n.飞机；平面；程度，水平 vi.刨；乘飞机旅行；翱翔 vt.刨平；用刨子刨；掠过水面 adj.平的；平面的 n.(Plane)人
名；(塞、瑞典、法)普拉内

213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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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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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法)普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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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possible 2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17 president 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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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prices 1 [praɪs] n. 价格；代价；价值 v. 给…定价；估价；贴价格标签；比较价格

220 prison 1 ['prizən] n.监狱；监禁；拘留所 vt.监禁，关押 n.(Prison)人名；(德)普里松

221 prisoners 1 服刑人员

222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23 protest 1 [prəu'test, 'prəu-] vi.抗议；断言 vt.抗议；断言 n.抗议 adj.表示抗议的；抗议性的

224 protests 1 英 ['prəʊtest] 美 ['proʊtest] n. 抗议；反对 v. 抗议；反对；申明；断言

225 publishing 1 ['pʌbliʃiŋ] n.出版；出版业 adj.出版的；出版业的 v.出版；发行（publish的现在分词形式）；发表

226 Putin 10 ['putin] n.普京（人名）

227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28 raising 1 ['reiziŋ] n.高地；提高；举；浮雕装饰 v.饲养；升起；举起（raise的ing形式）

229 ready 1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人名；(英)雷迪

230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31 reckless 1 ['reklis] adj.鲁莽的，不顾后果的；粗心大意的 n.(Reckless)人名；(英)雷克利斯

232 replace 1 [ri'pleis] vt.取代，代替；替换，更换；归还，偿还；把…放回原处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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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reportedly 2 [ri'pɔ:tidli] adv.据报道；据传闻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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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reserve 1 n.储备，储存；自然保护区；预备队；缄默；[金融]储备金 vt.储备；保留；预约 vi.预订 n.(Reserve)人名；(法)勒塞尔
夫

237 reservists 5 n.预备役军人( reservist的名词复数 )

238 resist 1 [ri'zist] vi.抵抗，抗拒；忍耐 vt.抵抗；忍耐，忍住 n.[助剂]抗蚀剂；防染剂

239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40 Russia 10 ['rʌʃə] n.俄罗斯

241 Russian 14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242 sadness 1 ['sædnis] n.悲哀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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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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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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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ell 1 [sel] vt.销售；推销；出卖；欺骗 vi.卖；出售；受欢迎；有销路 n.销售；失望；推销术 n.(Sell)人名；(德)泽尔；(英、芬、
瑞典)塞尔

248 Sergei 1 n. 塞奇

249 seven 1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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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252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53 Siberia 1 [sai'biəriə] n.西伯利亚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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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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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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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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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oldiers 2 ['səuldʒə] n.[军]士兵；战士数量（soldier的复数）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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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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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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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sought 1 [sɔ:t] v.寻找（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2 southeast 1 [,sauθ'i:st] adj.东南的；来自东南的 n.东南；东南地区 adv.来自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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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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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speech 3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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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tand 1 [stænd] vi.站立；位于；停滞 vt.使站立；忍受；抵抗 n.站立；立场；看台；停止

268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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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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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tay 1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272 stoltenberg 1 斯托尔滕贝格

273 stored 1 [stɔː d] adj. 存信息的；存储的 动词st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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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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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struggled 1 ['strʌgəld] adj.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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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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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suspicions 1 [sə'spɪʃn] n. 猜疑；怀疑

280 televised 1 ['telɪvaɪz] v. 用电视放映

281 TENS 1 十位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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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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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the 3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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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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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9 thousands 3 ['θaʊzndz] n. 数千

290 threat 2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291 threatened 1 ['θretənd] adj.受到威胁的 v.威胁（threaten的过去分词）

292 thrown 1 [θrəun, 'θrəun] v.抛（throw的过去分词）；扔掉

293 ticket 1 ['tikit] n.票；入场券，标签；（美）候选人名单；证明书；交通罚款单 vt.加标签于；指派；对…开出交通违规罚单

294 tickets 1 ['tɪkɪt] n. 票；券；标签；罚单；候选人名单 vt. 加标签于；售票；开罚单；检票，查验票证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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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to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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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298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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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travel 1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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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troops 1 n.[军]部队；[军]军队（troop的复数形式）

302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03 Ukraine 8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304 Ukrainian 1 [ju:'kreiniən; -'krai-] adj.乌克兰的；乌克兰人的 n.乌克兰人；乌克兰语

305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306 unlikely 1 [,ʌn'laikli] adj.不太可能的；没希望的 adv.未必

307 u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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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us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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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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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valuable 1 ['væljuəbl] adj.有价值的；贵重的；可估价的 n.贵重物品

311 various 1 ['vεəriəs] adj.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

312 vehicle 1 ['viː ɪk(ə)l] n.[车辆]车辆；工具；交通工具；运载工具；传播媒介；媒介物

313 vesna 1 韦斯娜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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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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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volodymyr 1 弗拉基米尔

317 volunteers 1 英 [ˌvɒlən'tɪə(r)] 美 [ˌvɑ lːən'tɪr] n. 志愿者；(自行生长的)植物 v. (自愿)做

318 votes 3 [vəuts] v.投票；提倡（vo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选票；选举；得票数（vot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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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war 6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321 warned 2 英 [wɔː n] 美 [wɔː 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322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23 way 3 [wei] n.方法；道路；方向；行业；习惯 adv.大大地；远远地 adj.途中的 n.(Way)人名；(中)见Wei；(英、缅)韦

324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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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websites 1 ['websaɪts] n. 网站（名词website的复数形式）

327 Wednesday 2 ['wenzdi; -dei] n.星期三

328 we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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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weste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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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332 wi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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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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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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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37 worldwide 1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338 would 3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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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41 youth 1 n.青年；青春；年轻；青少年时期 n.(Youth)《芳华》（电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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