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13 [As It Is] In Ukraine, Kyiv Prepares for Winter with No
Heat, Water,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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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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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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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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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dd 1 [æd] vi.加；增加；加起来；做加法 vt.增加，添加；补充说；计算…总和 n.加法，加法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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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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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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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irstrike 1 ['erˌstraɪk] n. 空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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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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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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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nnex 1 [ə'neks, 'æneks] vt.附加；获得；并吞 n.附加物；附属建筑物

17 annexed 1 [ə'nekst] [法] 附加的, 附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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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part 1 [ə'pɑ:t] adv.相距；与众不同地；分离着 adj.分离的；与众不同的

20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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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a 4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2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23 army 2 ['ɑ:mi] n.陆军，军队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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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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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ttack 2 [ə'tæk] n.攻击；抨击；疾病发作 vt.攻击；抨击；动手干 vi.攻击；腐蚀 n.(Attack)人名；(瑞典)阿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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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ttacks 5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29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30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31 bakhmut 3 [地名] [乌克兰] 巴赫穆特河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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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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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35 best 1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36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37 blackout 1 ['blækaut] n.灯火管制；灯火熄灭；暂时的意识丧失

38 blackouts 2 [b'lækaʊts] 大停电事故

39 Bridges 1 ['bridʒiz] n.布里奇斯（姓氏）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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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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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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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apital 2 ['kæpitə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Capital)人名；(法)卡皮塔尔

43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44 cen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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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enters 3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46 Chernihiv 1 [地名] [乌克兰] 切尔尼希夫

47 city 7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48 civilian 1 [si'viljən] adj.民用的；百姓的，平民的 n.平民，百姓

49 civilians 1 n. 平民；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

50 comp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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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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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onditions 2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53 connections 1 [kə'nektʃənz] n. 连接点 名词connection的复数形式.

54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55 cooling 1 ['ku:liŋ] adj.冷却的 n.冷却 n.(Cooling)人名；(英)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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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ountr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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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on 1 [kri:'eiʃən] n.创造，创作；创作物，产物

59 damaging 1 ['dæmidʒiŋ] adj.有破坏性的，损害的；诽谤的 v.破坏（damage的现在分词形式）；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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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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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troyed 2 [dis'trɔid] adj.被毁，毁坏；遭破坏的 v.破坏（destroy的过去分词）

63 destroying 1 [dɪ'strɔɪ] v. 破坏；杀死；消灭；摧毁

64 die 1 [dai] vi.死亡；凋零；熄灭 vt.死，死于… n.冲模，钢模；骰子 n.(Die)人名；(西)迭；(阿拉伯)迪埃

65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66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67 doing 2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68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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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lectricity 5 [,ilek'trisəti] n.电力；电流；强烈的紧张情绪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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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nemies 1 ['enəmɪz] n. 敌人；敌军；有害物（名词enemy的复数形式）

73 energy 3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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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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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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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verything 2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79 experienced 1 [ik'spiəriənst] adj.老练的，熟练的；富有经验的

80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81 fight 2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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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for 1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4 forces 4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85 forward 1 ['fɔ:wəd] adj.向前的；早的；迅速的 adv.向前地；向将来 vt.促进；转寄；运送 n.前锋 n.(Forward)人名；(英)福沃德

86 founder 1 ['faundə] vi.失败；沉没；倒塌；变跛 vt.破坏；使摔倒；垮掉 n.创始人；建立者；翻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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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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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front 1 [frʌnt] n.前面；正面；前线 vt.面对；朝向；对付 vi.朝向 adj.前面的；正面的 adv.在前面；向前 n.(Front)人名；(法)弗龙

90 funding 1 ['fʌndiŋ] n.提供资金；用发行长期债券的方法来收回短期债券 v.提供资金；积存（fund的ing形式）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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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governor 1 ['gʌvənə] n.主管人员；统治者，管理者；[自]调节器；地方长官

93 group 3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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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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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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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having 2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98 h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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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heat 3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100 heating 1 ['hi:tiŋ] n.[热]加热；[建]供暖；暖气设备 adj.加热的；供热的 v.[热]加热（heat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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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hitting 1 [hɪtɪŋ] n. 命中 动词hit的现在分词形式.

103 hourly 1 ['auəli] adv.每小时地；频繁地，随时 adj.每小时的，以钟点计算的；频繁的

104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05 illegally 1 [i'li:gəli] adv.非法地

106 i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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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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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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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infrastructure 2 ['infrə,strʌktʃə] n.基础设施；公共建设；下部构造

110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1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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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its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13 keeps 1 ['kiː ps] n. 生计；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

114 kharkiv 2 n. 卡尔可夫(乌克兰东北部城市) =Kharkov.

115 Kherson 5 [keər'sɔ:n] n.赫尔松（苏联乌克兰南部港市）

116 killed 2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117 klitschko 1 克利奇科

118 kyiv 4 [地名] [乌克兰] 基辅

119 kyrylenko 1 基里连科

120 land 1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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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23 last 1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持，够用；持久 vt.度过，拖过；使维持 adv.最后地；上次，最近；最后一点 n.(Last)人名；(英、德、葡、罗、瑞典)拉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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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launched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126 leading 1 ['li:diŋ] adj.领导的；主要的 n.领导；铅板；行距 v.领导（lead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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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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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line 1 [lain] n.路线，航线；排；绳 vt.排成一行；划线于；以线条标示；使…起皱纹 vi.排队；站成一排 n.(Line)人名；(英)莱恩；
(俄)利涅

130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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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local 2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132 locals 1 ['ləʊklz] n. 当地

133 losses 1 ['lɒsɪz] n. 损耗 名词loss的复数形式.

134 maintain 1 [mein'tein] vt.维持；继续；维修；主张；供养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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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mayor 2 ['mεə] n.市长 n.(Mayor)人名；(英)梅厄；(法、西、俄)马约尔

137 mean 1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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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mercenaries 1 英 ['mɜːsənəri] 美 ['mɜ rːsəneri] adj. 唯利是图的；雇佣的 n. 唯利是图的人；雇佣兵

140 mercenary 1 ['mə:sinəri] adj.雇佣的；唯利是图的 n.雇佣兵；唯利是图者

141 messages 1 ['mesɪdʒɪz] n.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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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militia 1 [mi'liʃə] n.民兵组织；自卫队；义勇军；国民军

144 million 2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145 missiles 1 ['mɪsaɪlz] 导弹

146 modern 1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147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48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49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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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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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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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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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nearby 1 ['niə'bai] adj.附近的，邻近的 adv.在附近 prep.在…附近

155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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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nightly 1 ['naitli] adj.夜间的；每夜的 adv.每夜

158 nine 1 [nain] n.九，九个 num.九；九个 adj.九的，九个的 n.(Nine)人名；(塞)尼内

159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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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northeast 1 [,nɔ:θ'i:st] adj.东北的；向东北的；来自东北的 n.东北 adv.向东北；来自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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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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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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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occupied 1 ['ɔkjupaid] adj.已占用的；使用中的；无空闲的 v.占有（occupy的过去分词）

166 of 1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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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offensive 1 [ə'fensiv] adj.攻击的；冒犯的；无礼的；讨厌的 n.攻势；攻击

169 offensives 1 [ə'fensɪvz] n. 攻势

170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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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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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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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opening 1 ['əupəniŋ] n.开始；机会；通路；空缺的职位 adj.开始的 v.开放（open的ing形式）；打开；公开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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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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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77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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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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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part 1 n.部分；角色；零件；一些；片段 vt.分离；分配；分开 vi.断裂；分手 adv.部分地 adj.部分的 n.(Part)人名；(英、瑞典)帕
特；(泰)巴；(法)帕尔

182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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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pavlo 1 帕夫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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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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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Petersburg 1 ['pi:təzbə:g] n.彼得斯堡（美国城市）；彼得堡（苏联城市列宁格勒旧称）

188 phones 1 英 [fəʊn] 美 [foʊn] n. 电话；电话机；听筒；耳机；[语]音素 v. 打电话 suf. 表示“声音”或“说 ... 语言的人”

189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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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placed 1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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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法)普朗

192 plants 1 [p'lɑːnts] n. 植物花卉；工厂（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 v. 种植；设立；建立；安插；栽赃（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
式）

193 points 1 [英[pɒɪnts] 美[pɔints]] n.点；目的（point的复数）；见解 v.指引；瞄准（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 n.(Points)人名；(英)波因
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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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196 powe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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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prepare 1 [pri'pεə] vt.准备；使适合；装备；起草 vi.预备；做好思想准备

198 prepares 1 英 [prɪ'peə(r)] 美 [prɪ'per] v. 预备；准备

199 preparing 3 [prɪ'peərɪŋ] adj. 准备的；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

200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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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203 pushing 1 ['puʃiŋ] adj.奋斗的；莽撞的；有精力的；富有进取心的 n.推挤；推人犯规（篮球术语） v.推；促进；逼迫（push的ing
形式）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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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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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reconnected 1 v.再供应（水电等），再接通（电话）( reconn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

207 regain 1 [ri'gein, ri:-] vt.恢复；重新获得；收回 vi.上涨 n.收复；取回

208 region 1 ['ri:dʒən] n.地区；范围；部位

209 regions 3 ['ri:dʒənz] n. 区域，地区，地带（名词region的复数形式）

210 remaining 1 [rɪ'meɪnɪŋ] adj. 剩余的

211 reported 3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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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resident 1 adj.居住的；定居的 n.居民；住院医生

214 residents 4 ['rezɪdənts] 居民

215 road 1 [rəud] n.公路，马路；道路；手段 vt.（狗）沿臭迹追逐（猎物） adj.（美）巡回的 n.(Road)人名；(英)罗德

216 rolling 3 ['rəuliŋ] n.旋转；动摇；轰响 adj.旋转的；起伏的；波动的

217 running 1 ['rʌniŋ] n.运转；赛跑；流出 adj.连续的；流动的；跑着的；运转着的 v.跑；运转（run的ing形式）；行驶 n.(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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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英)朗宁

218 Russia 7 ['rʌʃə] n.俄罗斯

219 Russian 8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220 sabotage 2 ['sæbətɑ:ʒ, ,sæbə'tɑ:ʒ] vt.妨害；对…采取破坏行动 vi.从事破坏活动 n.破坏；破坏活动；怠工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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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Saturday 2 ['sætədi; -dei] n.星期六

223 save 1 vt.节省；保存；储蓄；解救 vi.节省；挽救 prep.除...之外 n.救援 n.(Save)人名；(法)萨夫；(意、保、西、罗、塞、瑞典)
萨薇(女名)，萨韦

224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25 serve 1 [sə:v]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n.发球，轮到发
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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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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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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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society 1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232 soldier 1 ['səuldʒə] n.军人；[昆]兵蚁；懒汉；一片烤面包 vi.当兵；磨洋工；坚持干；假称害病

233 soldiers 1 ['səuldʒə] n.[军]士兵；战士数量（soldier的复数）

234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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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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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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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southern 2 ['sʌðən] adj.南的；南方的 n.南方人 n.(Southern)人名；(英)萨瑟恩

239 southwest 1 [,sauθ'west] n.西南方 adj.西南的 adv.往西南；来自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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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st 1 [es ti:] abbr.标准时间（standardtime）；Shipping装货单（ShippingTi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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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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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trengthening 1 ['streŋθənɪŋ] n. 加固 动词strength的现在分词.

245 strikes 2 [straɪk] n. 罢工；打击；殴打 v. 打；撞；罢工；划燃

246 striking 1 ['straikiŋ] adj.显著的，突出的，惊人的；打击的；罢工的 v.打（strik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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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Sunday 6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249 supplies 1 [səp'laɪz] n. 物资；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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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surrounding 1 [sə'raundiŋ] adj.周围的，附近的 n.环境，周围的事物

252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53 systems 1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54 take 1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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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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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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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the 3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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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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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61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62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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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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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three 2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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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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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training 1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270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271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72 Ukraine 7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273 Ukrainian 6 [ju:'kreiniən; -'krai-] adj.乌克兰的；乌克兰人的 n.乌克兰人；乌克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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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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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urging 1 [ɜːdgɪŋ] adj. 催促的；紧迫的 动词urge的现在分词.

277 vide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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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villages 1 ['vilidʒəz] n. 村庄，村（名词village的复数形式）；<大写>比利亚赫斯（姓氏）

279 vitali 1 比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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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volodymyr 1 弗拉基米尔

282 Wagner 1 ['wa:gnə] n.瓦格纳（姓氏）；瓦格纳（德国歌剧家，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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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warning 2 ['wɔ:niŋ] n.警告；预兆；预告 adj.警告的；引以为戒的 v.警告（warn的ing形式） n.(Warning)人名；(德)瓦宁

285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86 water 4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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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were 3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89 when 1 conj.考虑到；既然；当…时；在…时；如果 adv.什么时候，何时；（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在那时；其时；当时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290 who 2 pron.谁；什么人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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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win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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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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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with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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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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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wor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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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98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99 worsened 1 英 ['wɜːsn] 美 ['wɜ rːsn] v. (使)更坏；（使) 恶化

300 Wounded 2 ['wu:ndid] adj.受伤的 n.受伤者，伤员 v.使受伤（woun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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