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1-04 [As It Is] Ukraine Says It Is Developing Attack Drones 词词
汇表汇表

1 abilities 2 [ə'bɪləti] n. 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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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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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used 1 [ə'kju:zd] n.被告 adj.被控告的 v.指责；控告（accuse的过去式）

6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7 activities 1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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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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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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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dmitted 2 [əd'mitid] adj.公认的；被承认了的 v.承认（admi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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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gainst 4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14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15 airbase 2 英 ['eəbeɪs] 美 ['erbeɪs] n. 空军基地

16 aircraft 4 ['εəkrɑ:ft] n.飞机，航空器

17 airstrike 3 ['erˌstraɪk] n. 空袭

18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19 already 2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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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nd 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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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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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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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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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rtillery 1 [ɑ:'tiləri] n.火炮；大炮；炮队；炮术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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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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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ttac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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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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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32 back 2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后
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33 base 1 [beis] n.基础；底部；垒 adj.卑鄙的；低劣的 vt.以…作基础 n.(Base)人名；(日)马濑(姓)

34 bases 1 ['beisi:z] n.基础（base的复数形式）；根据；主要成分 n.(Bases)人名；(西)巴塞斯

35 battle 1 ['bætl] n.战役；斗争 vi.斗争；作战 vt.与…作战 n.(Battle)人名；(英)巴特尔；(法)巴特勒；(西)巴特莱

36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7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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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40 bomber 1 ['bɔmə] n.轰炸机；投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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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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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both 2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43 bring 1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44 broken 1 ['brəukən] adj.破碎的；坏掉的 v.折断；打碎；损坏（break的过去分词）

45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46 building 2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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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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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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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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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arrying 1 ['kærɪɪŋ] adj. 运送的；运输的 n. 运送；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

52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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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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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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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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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ommunication 1 n.通讯，[通信]通信；交流；信函

58 communications 1 英 [kəmjuːnɪ'keɪʃ(ə)nz] 美 [kə̩ mjuːnɪ'keɪʃənz] n. 通信技术；通讯设备 名词communication的复数形式.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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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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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countr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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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64 currently 4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65 damage 2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66 damaged 1 adj.被损坏的 v.损害（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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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debris 2 ['deibri:] n.碎片，残骸 n.(Debris)人名；(法)德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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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designed 2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71 destroyed 1 [dis'trɔid] adj.被毁，毁坏；遭破坏的 v.破坏（destroy的过去分词）

72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73 developing 3 [di'veləpiŋ] adj.发展中的 n.[摄]显影 v.发展（develop的ing形式）

74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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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digital 1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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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donation 1 [dəu'neiʃən] n.捐款，捐赠物；捐赠

79 d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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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drastic 1 ['dræstik] adj.激烈的；猛烈的 n.烈性泻药

81 drastically 1 ['dræstikəli] adv.彻底地；激烈地

82 dron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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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drone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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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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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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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88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89 elon 1 [ɪ'lɒn] 埃伦(可溶性显影剂粉末)

90 Engels 1 ['engəls] n.恩格斯（德国社会主义哲学家）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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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ntering 1 ['entəriŋ] v.进入（enter的ing形式）；录入；键入

93 equipment 3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94 European 1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95 expand 1 [ik'spænd] vt.扩张；使膨胀；详述 vi.发展；张开，展开

96 exploding 1 英 [ɪk'spləʊd] 美 [ɪk'sploʊd] vi. 爆炸；激增；爆发 vt. 使爆炸；驳倒

97 extreme 1 [ik'stri:m] adj.极端的；极度的；偏激的；尽头的 n.极端；末端；最大程度；极端的事物

98 fa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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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February 2 ['februəri] n.二月

100 fedorov 8 费多罗夫

101 fewer 1 ['fju:ə] adj.较少的 pron.较少数 int.较少数

102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103 fly 1 [flai] vi.飞；驾驶飞机；飘扬 vt.飞行；飞越；使飘扬 n.飞行；苍蝇；两翼昆虫 adj.敏捷的 n.(Fly)人名；(法)弗利；(英)弗莱

104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5 forces 3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106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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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guided 1 ['gaidid] adj.有指导的；有向导的 v.指导（guide的过去分词）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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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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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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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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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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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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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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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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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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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h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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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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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123 i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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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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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6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127 Internet 4 ['intənet] n.因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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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Iranian 1 [i'reinjən] adj.伊朗的；伊朗人的；伊朗语的 n.伊朗人；伊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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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1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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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items 1 ['aɪtəm] n. 项目；条款；一件商品（或物品）；一则或一条新闻 adv.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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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just 1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135 keep 2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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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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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kilometers 2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139 kyiv 1 [地名] [乌克兰] 基辅

140 launching 1 ['lɔ:ntʃiŋ, 'lɑ:n] n.发射；下水；创设 v.发射；发动；开始从事（launch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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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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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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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link 1 [liŋk] n.[计]链环，环节；联系，关系 vt.连接，连结；联合，结合 vi.连接起来；联系在一起；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
(Link)人名；(英、德、塞、捷、匈、瑞典)林克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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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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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march 1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149 material 1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150 military 9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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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ministry 1 ['ministri] n.（政府的）部门

153 missiles 1 ['mɪsaɪlz] 导弹

154 mobile 5 adj.可移动的；机动的；易变的；非固定的 n.移动电话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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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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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9 musk 2 [mʌsk] n.麝香；麝香鹿；麝香香味

160 mykhailo 1 米哈伊洛

161 narrow 1 ['nærəu] adj.狭窄的，有限的；勉强的；精密的；度量小的 n.海峡；狭窄部分，隘路 vt.使变狭窄 vi.变窄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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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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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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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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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observation 1 [,ɔbzə:'veiʃən] n.观察；监视；观察报告

167 of 1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68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169 officially 1 [ə'fiʃəli] adv.正式地；官方地；作为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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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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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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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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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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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operated 1 ['ɒpəreɪtɪd] v. 操作；运动；运算；作战；见效；完成；开刀 动词op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6 operating 3 ['ɔpəreitiŋ] adj.操作的；[外科]外科手术的 v.操作（operate的ing形式）；动手术

177 operation 1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178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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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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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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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oversees 1 英 [ˌəʊvə'siː ] 美 [ˌoʊvər'siː ] vt. 监督；监管；监视

183 owned 1 [əund] v.拥有；承认（own的过去分词） adj.自身拥有的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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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partners 1 英 ['pɑ tːnə(r)] 美 ['pɑ rːtnər] n. 伙伴；搭档；伴侣；合伙人 v. 同 ... 合作；做 ... 的搭档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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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phone 2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188 pilotless 1 ['pailətlis] adj.无驾驶员的

189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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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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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Powers 1 n.能天使；力天使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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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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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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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purposes 1 英 ['pɜːpəs] 美 ['pɜ rːpəs] n. 目的；决心；意图；议题 v. 打算；决意

197 recent 2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98 regarding 1 [ri'gɑ:diŋ, ri:-] prep.关于，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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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report 1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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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request 1 [ri'kwest] n.请求；需要 vt.要求，请求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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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rockets 1 英 ['rɒkɪt] 美 ['rɑːkɪt] n. 火箭；芝麻菜；紫花南芥 v. 猛涨；飞快地移动

205 rural 1 ['ruərəl] adj.农村的，乡下的；田园的，有乡村风味的

206 Russia 7 ['rʌʃə] n.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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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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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satellite 2 ['sætəlait] n.卫星；人造卫星；随从；卫星国家

210 saved 1 ['seɪvd] adj. 保存了的；获救的 v. 救；节省；保存（动词s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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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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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215 servic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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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sever 1 ['sevə] vt.割断，断绝；分开；使分离 vi.断；裂开；分离 n.(Sever)人名；(俄)谢韦尔；(捷、塞、意、西、土、瑞典、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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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韦尔；(英)塞弗；(德)泽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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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shah 1 [ʃɑ:, ʃɔ:] n.伊朗国王

219 sho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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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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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sits 1 [sɪt] v. 坐；栖息；使就座 n. 坐；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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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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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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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226 spacex 2 n.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美国的太空运输公司）

227 speed 1 [spi:d] vi.超速，加速；加速，迅速前行；兴隆 n.速度，速率；迅速，快速；昌盛，繁荣 vt.加快…的速度；使成功，使
繁荣 n.(Speed)人名；(英)斯皮德

228 spends 1 [s'pendz] n. 开支，花费（spend的复数形式） v. 花费（动词spen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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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tation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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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step 1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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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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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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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supplied 1 [sə'plaɪd] adj. 提供的 动词suppl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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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38 systems 3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39 tall 1 [tɔ:l] adj.高的；长的；过分的；夸大的 adv.夸大地 n.(Tall)人名；(马里、阿拉伯)塔勒；(芬、罗、瑞典)塔尔；(英)托尔；
(土)塔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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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technologies 1 英 [tek'nɒlədʒi] 美 [tek'nɑ lːədʒi] n. 技术；工艺；工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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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territory 1 ['teritəri] n.领土，领域；范围；地域；版图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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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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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the 2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47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48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49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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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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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253 three 3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54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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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256 to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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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58 tower 1 ['tauə] n.塔；高楼；堡垒 vi.高耸；超越 n.(Tower)人名；(英)托尔

259 towers 2 ['taʊəz] n. 塔器 名词tow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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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transformation 1 [,trænsfə'meiʃən, ,trænz-, trɑ:n-] n.[遗]转化；转换；改革；变形

261 try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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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tweeted 1 [twiː t] n. 小鸟的啁啾声；(社交网站Twitter上的)微博 v. 小鸟鸣叫；在Twitter上发微博

263 Ukraine 11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264 Ukrainian 4 [ju:'kreiniən; -'krai-] adj.乌克兰的；乌克兰人的 n.乌克兰人；乌克兰语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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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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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u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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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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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used 4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71 very 1 ['veri] adj.恰好是，正是；甚至；十足的；特有的 adv.非常，很；完全 n.(Very)人名；(英)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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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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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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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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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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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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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weapon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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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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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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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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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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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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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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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89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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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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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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