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15 [As It Is] Ukraine's Zelenskyy Visits Kherson to
Celebrate Recapture from Russia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1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and 1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4 to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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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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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city 10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7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 Russia 9 ['rʌʃə] n.俄罗斯

9 Kherson 8 [keər'sɔ:n] n.赫尔松（苏联乌克兰南部港市）

10 from 7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1 w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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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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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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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Ukraine 6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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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his 5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7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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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Russian 5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20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1 forces 4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22 ha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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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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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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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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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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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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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celebrate 3 vt.庆祝；举行；赞美；祝贺；宣告 vi.庆祝；过节；举行宗教仪式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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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ount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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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fight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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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flag 3 [flæg] vi.标记；衰退；枯萎 vt.标记；插旗 n.标志；旗子

33 Monday 3 ['mʌndi] n.星期一

34 our 3 ['auə, ɑ:] pron.我们的

35 recapture 3 [,ri:'kæptʃə] vt.夺回；拿回；再体验；政府征收再经历 n.夺回；取回；政府对公司超额收益或利润的征收

36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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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war 3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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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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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41 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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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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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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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Dnieper 2 ['dnjepər] n.第聂伯河（位于苏联）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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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flying 2 ['flaiiŋ] adj.飞行的 n.飞行 v.飞（fly的ing形式）

49 heavy 2 adj.沉重的；繁重的，巨大的；拥挤的；阴沉的 n.重物；严肃角色 adv.大量地；笨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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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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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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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lar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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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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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56 main 2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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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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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old 2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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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peace 2 [pi:s] n.和平；平静；和睦；秩序 n.(Peace)人名；(英)皮斯

62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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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provincial 2 [prəu'vinʃəl] adj.省的；地方性的；偏狭的 n.粗野的人；乡下人；外地人

64 remains 2 [ri'meinz] n.残余；遗骸

65 reported 2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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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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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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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step 2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70 strategic 2 [strə'ti:dʒik] adj.战略上的，战略的

71 t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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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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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under 2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74 Weeks 2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75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76 while 2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77 wife 2 [waif] n.妻子，已婚妇女；夫人

78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79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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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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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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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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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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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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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alone 1 [ə'ləun] adj.独自的；单独的；孤独的 adv.独自地；单独地

88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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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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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arrival 1 [ə'raivəl] n.到来；到达；到达者

92 arrives 1 [ə'raɪv] vi. 到达；到来；成功

93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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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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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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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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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banned 1 [bæn] v. 禁止；剥夺权利 n. 禁令；禁止

98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99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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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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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103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104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105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106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107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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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capit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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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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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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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citizens 1 ['sɪtɪzənz]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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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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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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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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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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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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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couple 1 ['kʌpl] n.对；夫妇；数个 vi.结合；成婚 vt.结合；连接；连合 n.(Couple)人名；(法)库普勒

121 deaths 1 ['deθs] 死亡人口

122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23 difference 1 n.差异；不同；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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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divided 1 [di'vaidid] adj.分裂的；分开的；有分歧的 v.分开（divide的过去分词）；分离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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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drove 1 n.畜群；牛群、羊群等；移动的人群或大批的东西 (Drove)人名；德罗韦 v.驾驶（drive的过去式）；赶(牲畜)；(牲畜贩
子)买卖(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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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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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31 elsewhere 1 [,els'hwεə] adv.在别处；到别处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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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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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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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citement 1 [ik'saitmənt] n.兴奋；刺激；令人兴奋的事物

136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137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138 families 1 ['fæməlɪz] n.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

139 family 1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140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141 feel 1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142 finally 1 ['fainəli] adv.最后；终于；决定性地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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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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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46 former 1 ['fɔ:mə] adj.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n.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n.(Former)人名；(法)福尔梅；(德、捷)福尔默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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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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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freedom 1 ['fri:dəm] n.自由，自主；直率 n.(Freedom)人名；(英)弗里德姆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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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gain 1 [gein] n.增加；利润；收获 vt.获得；增加；赚到 vi.增加；获利 n.(Gain)人名；(英、匈、法)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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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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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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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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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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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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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helping 1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161 heroes 1 n. 英雄们 名词hero的复数形式.

162 home 1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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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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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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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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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injuries 1 ['ɪndʒəri] n. 伤害；损害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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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invaded 1 [ɪn'veɪd] v. 侵略；拥入；侵害；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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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knew 1 [nju:, nu:] v.知道；认识；记得（know的过去式） n.(Knew)人名；(英)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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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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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liberate 1 ['libəreit] vt.解放；放出；释放

174 liberated 1 ['libəreitid] adj.无拘束的；放纵的（尤指在社交和性关系方面） v.解放；使摆脱束缚（liberate的过去式）

175 liberation 1 [,libə'reiʃən] n.释放，解放

176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77 limited 1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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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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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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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marks 1 [ma:rks] n.标记，记号；唛头，分数；台面标志 n.(Marks)人名；(英、德、意、瑞典、西、捷)马克斯；(俄)马克思

182 medicines 1 ['medsnz] 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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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military 1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185 missiles 1 ['mɪsaɪlz] 导弹

186 movable 1 ['mu:vəbl] adj.动产的；可移动的；不固定的 n.动产；可移动的东西

187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188 names 1 [neɪmz] n.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

189 nato 1 ['neitəu] abbr.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AtlanticTreatyOrganization） n.(Nato)人名；(意)纳托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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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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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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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cupation 1 [,ɔkju'peiʃən] n.职业；占有；消遣；占有期

194 occupiers 1 ['ɒkjʊpaɪəz] 占用者

195 on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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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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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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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00 pictures 1 ['pɪktʃəz] n.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

201 plan 1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202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03 politics 1 ['pɔlitiks] n.政治，政治学；政治活动；政纲

204 position 1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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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07 pri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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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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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province 1 ['prɔvins] n.省；领域；职权

210 public 1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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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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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14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15 relating 1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216 repeated 1 [ri'pi:tid] adj.再三的，反复的 v.重复；复述（repea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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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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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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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retaking 1 ['riː teɪk] v. 夺回；重考；再取；补拍 n. 重拍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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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23 river 1 ['rivə] n.河，江 n.(River)人名；(英)里弗

224 rocket 1 ['rɔkit] vi.飞驰，飞快地移动；迅速增加 n.火箭 vt.用火箭运载

225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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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seized 1 ['siː zd] adj. 查封的，扣押的 v. 逮住，抓住，咬住（动词seize的过去式,动词seize的过去分词）

228 separate 1 vt.使分离；使分开；使分居 vi.分开；隔开；分居 adj.单独的；分开的；不同的；各自的； n..分开；抽印本

229 shells 1 ['ʃelz] n. 贝壳 名词shell的复数形式.

230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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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ituated 1 ['sitjueitid, -tʃu-] adj.位于…的；处于…境遇的 v.使位于；使处于（situat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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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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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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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are 1 [skwεə] adj.平方的；正方形的；直角的；正直的 vt.使成方形；与…一致 vi.一致；成方形 n.平方；广场；正方形 adv.成
直角地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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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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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stood 1 [stud] v.站立（sta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0 stopped 1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241 streets 1 [st'riː ts] 街道

242 successes 1 [sək'sesɪz]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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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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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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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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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249 temporarily 1 ['tempərərili, ,tempə'rεə-] adv.临时地，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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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tetiana 1 捷季安娜

252 thanked 1 [θæŋk] v. 感谢；谢谢；责怪 n. 谢意；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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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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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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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58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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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troops 1 n.[军]部队；[军]军队（troop的复数形式）

261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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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263 us 1 pron.我们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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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66 visited 1 v.拜访，访问（visit的过去式）

267 visits 1 ['vɪzɪt] v. 拜访；参观；闲谈 n. 拜访；参观；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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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volodymyr 1 弗拉基米尔

270 walking 1 ['wɔ:kiŋ] n.步行；散步 v.步行（walk的ing形式） adj.步行的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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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wa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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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Waters 1 ['wɔ:təz] n.沃特斯（姓氏）

274 week 1 [wi:k] n.周，星期

275 w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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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77 wide 1 [waid] adj.广泛的；宽的，广阔的；张大的；远离目标的 adv.广泛地；广阔地；充分地 n.大千世界 n.(Wide)人名；(瑞典、
芬)维德

278 win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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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withdrawal 1 [wið'drɔ:əl, wiθ-] n.撤退，收回；提款；取消；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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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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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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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84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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