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2-30 [As It Is] Russia Launches Missile Attacks across
Ukraine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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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identally 1 [,æksi'dentli] adv.意外地；偶然地

3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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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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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7 air 2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8 aircraft 1 ['εəkrɑ:ft] n.飞机，航空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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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lly 1 [英 [ˈælaɪ] 美 [ˈælaɪ]] n.同盟国；伙伴；同盟者；助手 vt.使联盟；使联合 vi.联合；结盟 n.(Ally)人名；(巴基)阿利；(法)阿
利；(英)艾丽(女子教名Alice的简称)；(尼日利)阿利

11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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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nd 13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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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nnexed 1 [ə'nekst] [法] 附加的, 附属的

16 any 1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17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18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19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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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rea 3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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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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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king 1 ['ɑ:skiŋ] n.请求 v.问（ask的现在分词）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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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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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tt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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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acks 4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28 attempts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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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31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32 Belarus 2 n.白罗斯（白罗斯共和国，欧洲国家）

33 Belarusian 3 白俄罗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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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36 bord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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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ridges 1 ['bridʒiz] n.布里奇斯（姓氏）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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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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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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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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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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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efully 1 ['kɛəfəli] adv.小心地

44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45 channel 1 vt.引导，开导；形成河道 n.通道；频道；沟渠；海峡

46 charge 1 [tʃɑ:dʒ] n.费用；电荷；掌管；控告；命令；负载 vt.使充电；使承担；指责；装载；对…索费；向…冲去 vi.充电；控
告；索价；向前冲；记在账上 n.(Charge)人名；(法)沙尔热；(英)查奇

47 chief 1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48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49 city 3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50 cla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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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52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53 conserve 2 [kən'sə:v, 'kɔnsə:v] vt.保存；将…做成蜜饯；使守恒 n.果酱；蜜饯

54 continues 1 [kən'tɪnju ]ː v. 继续；连续；维持；持续

55 control 2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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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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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ourt 1 [kɔ:t] n.法院；球场；朝廷；奉承 vt.招致（失败、危险等）；向…献殷勤；设法获得 vi.求爱 n.(Court)人名；(英)考特；
(法)库尔

59 crimes 1 [k'raɪmz] 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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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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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declaring 1 [dɪk'leərɪŋ] n. 声明；宣告 动词declare的现在分词形式.

63 defense 2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64 defenses 1 [dɪ'fens] n. 防卫；防卫物；辩护 vt. 防守

65 devices 1 [dɪ'vaɪsɪz] n. 设备

66 directly 1 [英 [də̍ rektli] 美 [dɪˈrɛktli, daɪ-]] adv.直接地；立即；马上；正好地；坦率地 conj.一…就

67 dismissed 1 [dɪs'mɪst] adj. 解散的；摒弃的；解雇的 动词dismi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8 dmytro 1 德米特罗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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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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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Donbas 1 n.顿巴斯（苏联煤矿区）

72 dow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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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drone 2 n.雄蜂；嗡嗡的声音；懒惰者 n.无人机（非正式） vi.嗡嗡作声；混日子 vt.低沉地说 n.n.(Drone)人名；(法)德罗纳

74 drones 1 英 [drəʊn] 美 [droʊn] n. 雄蜂；游手好闲者；无人驾驶飞机 n. 嗡嗡声；单调的声音 vi. 嗡嗡叫；混日子 vt. 单调低沉地说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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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77 early 2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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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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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ffective 1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81 electricity 2 [,ilek'trisəti] n.电力；电流；强烈的紧张情绪

82 electronic 1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83 energy 1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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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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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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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plosions 2 [ɪksp'ləʊʒnz] 爆炸

87 explosive 1 [ik'spləusiv] adj.爆炸的；爆炸性的；爆发性的 n.炸药；爆炸物

88 face 1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89 facilities 1 [fə'sɪlɪtɪz] n. 设施；设备；工具 名词facilit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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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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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fired 1 n.因祸得福（电影名） f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3 flies 1 [flaiz] n.苍蝇（fly的复数）；舞台上空，吊景区；裤子前面的开口 v.飞行；时间飞逝；乘飞机；飘动（fly的第三人称单
数）

94 flying 1 ['flaiiŋ] adj.飞行的 n.飞行 v.飞（fly的ing形式）

95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6 force 1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97 forces 3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98 foreign 2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99 forwar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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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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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freezing 1 ['fri:ziŋ] adj.冰冻的；严寒的；冷冻用的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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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gone 1 [gɔn] adj.离去的；死去的；用光的 v.去（go的过去分词）

104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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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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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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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heard 1 [hə:d] v.听到（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闻知 n.(Heard)人名；(英)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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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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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hospitalized 1 英 ['hɒspɪtəlaɪz] 美 ['hɑːspɪtəlaɪz] vt. 就医；使住院

112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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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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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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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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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increased 2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9 industrial 1 [in'dʌstriəl] adj.工业的，产业的；从事工业的；供工业用的；来自勤劳的 n.工业股票；工业工人

120 influenced 1 ['ɪnfluəns] v. 影响；感染；<美俚>在(饮料)中加烈酒 n. 影响力；影响；权势；势力；有影响的人(或事物)

121 infrastructure 3 ['infrə,strʌktʃə] n.基础设施；公共建设；下部构造

122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123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4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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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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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kharkiv 1 n. 卡尔可夫(乌克兰东北部城市) =Kharkov.

127 klitschko 1 克利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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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kyiv 2 [地名] [乌克兰] 基辅

129 landed 2 ['lændid] adj.拥有土地的；陆地上的 v.登陆，登岸（la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

130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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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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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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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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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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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lviv 2 (=left ventricular infarct volume) 左心室梗塞面积(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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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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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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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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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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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ministry 2 ['ministri] n.（政府的）部门

144 missile 4 ['misail, -səl] n.导弹；投射物 adj.导弹的；可投掷的；用以发射导弹的

145 missiles 4 ['mɪsaɪlz] 导弹

146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147 months 2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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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mo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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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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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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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s 2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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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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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negotiate 1 [ni'gəuʃieit, -si-] vt.谈判，商议；转让；越过 vi.谈判，交涉

157 nobody 1 ['nəubədi, -bɔdi] pron.无人，没有人；没有任何人 n.无名小卒；小人物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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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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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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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163 of 1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64 officials 3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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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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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operate 1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168 operates 1 英 ['ɒpəreɪt] 美 ['ɑːpəreɪt] v. 操作；运转；经营；动手术

169 operations 1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170 opposing 1 英 [ə'pəʊzɪŋ] 美 [ə'poʊzɪŋ] adj. 反作用的；反向的；相反的；对立的 动词oppose的现在分词.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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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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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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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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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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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peace 3 [pi:s] n.和平；平静；和睦；秩序 n.(Peace)人名；(英)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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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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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pilot 2 ['pailət] n.飞行员；领航员 adj.试点的 v.驾驶；领航；试用 n.(Pilot)人名；(意、印)皮洛特；(法)皮洛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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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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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Poland 1 ['pəulənd] n.波兰（欧洲国家）

183 population 1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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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pow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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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presidential 1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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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189 proposal 1 [prəu'pəuzəl] n.提议，建议；求婚

190 reached 1 到达

191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92 reclaimed 1 [rɪk'leɪmd] 再生的,翻造的,收复的,回收的

193 recognize 1 ['rekəgnaiz] vt.认出，识别；承认 vi.确认，承认；具结

194 recognizes 1 ['rekəɡnaɪz] vt. 承认；认出；意识到；表示感激；识别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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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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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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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resi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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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roads 1 n. 路；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 罗兹(姓氏)

200 Russia 13 ['rʌʃə] n.俄罗斯

201 Russian 10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202 Russians 1 n. 俄罗斯人

203 said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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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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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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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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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seize 1 [si:z] vt.抓住；夺取；理解；逮捕 vi.抓住；利用；（机器）卡住

209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10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211 servi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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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several 2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13 shooting 1 ['ʃu:tiŋ] n.射击；打猎；摄影；射门 v.射击（shoo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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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shot 2 n.发射；炮弹；射手；镜头 adj.用尽的；破旧的；杂色的，闪光的 v.射击（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5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16 sides 1 [saɪdz] n.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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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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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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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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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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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sounds 1 ['saʊndz] n. 声音，响声（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 v. 听起来；感觉起来；发出声音；发音（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
形式）

224 sou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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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spokeswoman 1 ['spəuks,wumən] n.女代言人，女代言人

226 stalemate 2 ['steilmeit] n.僵局；陷于困境 vt.使僵持；使陷入困境 vi.僵持；陷入僵局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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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tation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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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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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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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strikes 3 [straɪk] n. 罢工；打击；殴打 v. 打；撞；罢工；划燃

232 struck 1 adj.受罢工影响的 v.罢工，打击，撞击（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truck)人名；(英)斯特拉克；(瑞典)斯特鲁克；
(德)施特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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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struggle 1 ['strʌgl] vi.奋斗，努力；挣扎 n.努力，奋斗；竞争 vt.使劲移动；尽力使得

235 success 1 [sək'ses] n.成功，成就；胜利；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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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suffering 1 ['sʌfəriŋ] n.受难；苦楚 adj.受苦的；患病的 v.受苦；蒙受（suffer的ing形式）

238 suggest 1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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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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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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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243 talks 3 ['tɔː ks] 会谈

244 targeted 2 英 ['tɑːɡɪt] 美 ['tɑ rːɡɪt] n. 目标；对象；靶 vt. 把 ... 作为目标；瞄准

245 targets 1 英 ['tɑːɡɪt] 美 ['tɑ rːɡɪt] n. 目标；对象；靶 vt. 把 ... 作为目标；瞄准

246 telegram 2 ['teligræm] n.电报 vt.用电报发送 vi.发电报

247 terms 1 [tə:mz] n.地位，关系；[法]条款；术语；措辞；价钱（term的复数形式） v.把…称为（term的三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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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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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t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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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the 2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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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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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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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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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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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Thursday 4 ['θə:zdi; -dei] n.星期四

259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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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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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took 2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62 trying 2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263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64 type 1 [taip] n.类型，品种；模范；样式 vt.打字；测定（血等）类型 vi.打字 n.(Type)人名；(英)泰普

265 Ukraine 9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266 Ukrainian 7 [ju:'kreiniən; -'krai-] adj.乌克兰的；乌克兰人的 n.乌克兰人；乌克兰语

267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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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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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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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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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vitali 1 比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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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75 war 1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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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78 waste 1 [weist] n.浪费；废物；荒地；损耗；地面风化物 vt.浪费；消耗；使荒芜 vi.浪费；变消瘦；挥霍钱财 adj.废弃的；多余
的；荒芜的

279 wa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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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weather 1 ['weðə] n.天气；气象；气候；处境 vt.经受住；使风化；侵蚀；使受风吹雨打 vi.风化；受侵蚀；经受风雨 adj.露天
的；迎风的 n.(Weather)人名；(英)韦瑟

281 weekly 1 ['wi:kli] adj.每周的；周刊的；一周一次的 n.周刊 adv.每周一次；逐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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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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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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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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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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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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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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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with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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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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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Wounded 3 ['wu:ndid] adj.受伤的 n.受伤者，伤员 v.使受伤（wound的过去分词）

292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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