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2-29 [As It Is] Japan Announces New Defense Spending Plan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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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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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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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cts 1 [ækts] abbr.声控遥测系统（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声控制与遥测系统（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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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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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dvisor 1 [əd'vaizə] n.顾问；指导教师；劝告者

10 afraid 1 [ə'freid] adj.害怕的；恐怕；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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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ims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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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5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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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nnounces 1 [ə'naʊns] vt. 宣布；宣告；预示；播报 vi. 作播音员；宣布竞选

18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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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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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a 1 ['eiʃə] n.亚洲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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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bars 1 [bɑːz] n. 马齿龈 名词bar的复数形式.

23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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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believes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26 bold 2 [bəuld] adj.大胆的，英勇的；黑体的；厚颜无耻的；险峻的 n.(Bold)人名；(英、德、罗、捷、瑞典)博尔德

27 brown 2 [braun] adj.棕色的，褐色的；太阳晒黑的 vi.变成褐色 n.褐色，棕色 vt.使变成褐色 n.(Brown)人名；(英、意、芬、捷、
德、法、西、葡)布朗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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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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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all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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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32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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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capability 1 [,keipə'biləti] n.才能，能力；性能，容量

34 cen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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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china 6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36 Chinese 1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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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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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40 concerned 2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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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42 constitution 1 n.宪法；体制；章程；构造；建立，组成；体格

43 counterstrike 2 ['kaʊntəstraɪk] [法] 反击

44 countries 2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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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riticism 1 ['krɪtɪsɪzəm] n.批评；考证；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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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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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danger 1 ['deindʒə] n.危险；危险物，威胁 n.(Danger)人名；(法)当热

50 debate 1 [di'beit] vt.辩论，争论，讨论 vi.辩论，争论，讨论 n.辩论；辩论会

51 defense 9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52 defensive 1 [di'fensiv] adj.自卫的；防御用的 n.防御；守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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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deploy 1 [di:'plɔi] vt.配置；展开；使疏开 vi.部署；展开 n.部署

55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56 difficulty 1 ['difikəlti] n.困难，困境

57 distances 1 ['dɪstəns] n. 距离；路程；远方 vt. 与 ... 保持距离；把(对手)甩在后面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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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documents 2 英 ['dɒkjumənt] 美 ['dɑːkjumənt] n. 文件；公文；文档 vt. 记载；(用文件等)证明

60 domestic 2 [dəu'mestik] adj.国内的；家庭的；驯养的；一心只管家务的 n.国货；佣人

61 double 1 ['dʌbl] n.两倍；双精度型 adj.双重的；两倍的 vi.加倍，加倍努力；快步走 vt.使加倍 adv.双重地；两倍地；弓身地 n.
(Double)人名；(法)杜布勒；(英)道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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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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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conomy 2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65 e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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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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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68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69 exercises 1 ['eksəsaiz] n.练习题，演习；运动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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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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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facts 1 n. 事实 名词fact的复数形式.

73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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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75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76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7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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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form 1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80 foundation 1 [faun'deiʃən] n.基础；地基；基金会；根据；创立

81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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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gallo 1 [gæləu] adj.法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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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GDP 2 [ˌdʒiː diː 'piː ] abbr. (=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

85 go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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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gross 2 [grəus] adj.总共的；粗野的；恶劣的；显而易见的 vt.总共收入 n.总额，总数 n.(Gross)人名；(英、法、德、意、葡、西、
俄、芬、罗、捷、匈)格罗斯

87 grounded 1 adj.理性的；理智的；接触地面的 v.停（ground的过去式）；触地

88 growing 2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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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happens 1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91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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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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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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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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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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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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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hit 3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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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101 ideas 1 观念

102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03 II 3 abbr.微光（ImageIntensification）

104 impermissible 1 [,impə'misəbl] adj.不允许的，不许可的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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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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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influence 2 ['influəns] n.影响；势力；感化；有影响的人或事 vt.影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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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0 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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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its 6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12 jake 1 [dʒeik] adj.上等的，满意的 n.家伙，乡下佬 n.(Jake)人名；(英)杰克(男子教名Jacob的昵称)

113 James 1 [dʒeimz] n.詹姆斯（姓氏，男子名）；《雅各书》

114 japan 20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115 kilometers 1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116 Korea 3 [kə'riə] n.韩国；朝鲜

117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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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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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long 3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121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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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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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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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26 meaning 1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127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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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measure 1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129 militarization 1 [,militərai'zeiʃən, -ri'z-] n.军事化；军国主义化；黩武主义的提倡

130 military 7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131 missiles 6 ['mɪsaɪlz] 导弹

132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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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move 2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34 nation 2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135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36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37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38 new 1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39 nex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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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ninth 1 [nainθ] num.第九 adj.第九的；九分之一的 n.九分之一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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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north 3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143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44 note 1 [nəut] n.笔记；音符；票据；注解；纸币；便笺；照会；调子 vt.注意；记录；注解 n.(Note)人名；(英)诺特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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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nss 2 n. 卫星导航系统(供氮系统)

147 of 1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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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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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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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opinion 1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152 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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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54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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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overreacting 1 英 [ˌəʊvəri'ækt] 美 [ˌoʊvəri'ækt] v. 反应过度

157 partly 1 ['pɑ:tli] adv.部分地；在一定程度上

158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159 perc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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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pla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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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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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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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65 produced 1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166 product 2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167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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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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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purchase 2 ['pə:tʃəs] n.购买；紧握；起重装置 vt.购买；赢得 vi.购买东西

171 purchases 1 ['pɜ tːʃəsɪz] n. 购买；购买的物品 vt. 购买；通过努力而获得

172 range 2 n.范围；幅度；排；山脉 vi.（在...内）变动；平行，列为一行；延伸；漫游；射程达到 vt.漫游；放牧；使并列；归类
于；来回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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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reaction 1 [ri'ækʃən, ri:-] n.反应，感应；反动，复古；反作用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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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recent 2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76 reconsidering 1 英 [ˌriː kən'sɪdə(r)] 美 [ˌriː kən'sɪdər] v. 重新考虑；再斟酌

177 region 1 ['ri:dʒən] n.地区；范围；部位

178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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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restricted 1 [ri'striktid] adj.受限制的；保密的 v.限制（restr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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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Russia 5 ['rʌʃə] n.俄罗斯

183 s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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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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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86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187 security 3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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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self 1 [self] n.自己，自我；本质；私心 adj.同一的 vt.使自花授精；使近亲繁殖 vi.自花授精 n.(Self)人名；(英)塞尔夫

190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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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severe 1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193 shown 1 ['ʃəun] v.解释（show的过去分词）；给予；表露

194 since 2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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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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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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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spend 1 [spend] vt.度过，消磨（时光）；花费；浪费；用尽 vi.花钱；用尽，耗尽 n.预算

200 spending 7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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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strategy 1 ['strætidʒi] n.战略，策略

203 strike 2 [straik] vi.打，打击；罢工；敲，敲击；抓；打动；穿透 vt.打，击；罢工；撞击，冲击；侵袭；打动；到达 n.罢工；打
击；殴打 n.(Strike)人名；(英)斯特赖克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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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206 subject 1 ['sʌbdʒikt, -dʒe-, səb'dʒekt] n.主题；科目；[语]主语；国民 adj.服从的；易患…的；受制于…的 vt.使…隶属；使屈从于…

207 Sullivan 1 ['sʌlivən] n.沙利文，苏利文（人名）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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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10 targets 3 英 ['tɑːɡɪt] 美 ['tɑ rːɡɪt] n. 目标；对象；靶 vt. 把 ... 作为目标；瞄准

211 temple 1 ['templ] n.庙宇；寺院；神殿；太阳穴 n.(Temple)人名；(法)唐普勒；(英)坦普尔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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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the 3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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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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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third 2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217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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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18 threat 1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219 ties 1 [taɪz] tie的复数形式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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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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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Tokyo 1 ['təukjəu; -kiəu; 'tɔ:kjɔ:] n.东京（日本首都）

223 tomahawk 1 ['tɔməhɔ:k] n.战斧；钺 vt.用战斧斩

224 travel 2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225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26 Ukraine 1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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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229 unrestricted 1 [ˌʌnrɪ'strɪktɪd] adj. 不受限制的；无限制的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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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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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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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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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war 4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23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36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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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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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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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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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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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wi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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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William 1 ['wiljəm] n.威廉（男子名）；钞票，纸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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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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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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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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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48 world 5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49 worried 1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250 written 1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251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52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53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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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