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1-13 [As It Is] Recovery Center Helps Ukrainian Soldiers Deal
with Effects of War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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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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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dvise 1 [əd'vaiz] vt.建议；劝告，忠告；通知；警告 vi.建议；与…商量

8 after 5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9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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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2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3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4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5 a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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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xiety 1 [æŋ'zaiəti] n.焦虑；渴望；挂念；令人焦虑的事

17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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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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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1 army 2 ['ɑ:mi] n.陆军，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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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rtem 1 阿提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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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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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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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29 awareness 1 n.意识，认识；明白，知道 n.人群对品牌或产品的认知

30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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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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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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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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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37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38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39 blood 1 [blʌd] n.血，血液；血统 vt.从…抽血；使先取得经验 n.(Blood)人名；(英、西)布拉德

40 bo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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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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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博特

41 breathing 1 ['bri:ðiŋ] n.呼吸；瞬间；微风 adj.呼吸的；逼真的 v.呼吸（breathe的现在分词）

42 br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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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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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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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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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alm 1 [kɑ:m, kɑ:lm] adj.静的，平静的；沉着的 vt.使平静；使镇定 vi.平静下来；镇定下来 n.风平浪静 n.(Calm)人名；(法、德)卡尔
姆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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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annot 2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50 care 1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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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53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54 caused 2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55 center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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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57 circulation 1 [,sə:kju'leiʃən] n.流通，传播；循环；发行量

58 closer 1 ['kləuzə] adj.靠近的 n.[自]闭合器；最后的节目

59 cold 1 [kəuld] adj.寒冷的；冷淡的，不热情的；失去知觉的 n.寒冷；感冒 adv.完全地

60 comfortable 1 ['kʌmfətəbl] adj.舒适的，舒服的 n.盖被

61 commander 2 [kə'mɑ:ndə] n.指挥官；司令官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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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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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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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onnect 1 [kə'nekt] vt.连接；联合；关连 vi.连接，连结；联合

67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68 cost 1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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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damp 1 [dæmp] vt.使潮湿；使阻尼；使沮丧，抑制 vi.减幅，阻尼；变潮湿 n.潮湿，湿气 adj.潮湿的

71 d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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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days 3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73 deal 2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西)
迪尔

74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75 depression 1 n.沮丧；忧愁；抑郁症；洼地；不景气；低气压区

76 designed 1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77 desirable 1 [di'zaiərəbl] adj.令人满意的；值得要的 n.合意的人或事物

78 destroy 1 [di'strɔi] vt.破坏；消灭；毁坏

79 determined 2 [di'tə:mind] adj.决定了的；坚决的 v.决定；断定（determine的过去分词）

80 develops 1 [dɪ'veləp] v. 发展；发育；开发；冲洗(照片)

81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82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83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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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disorder 2 [dis'ɔ:də] n.混乱；骚乱 vt.使失调；扰乱

85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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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Donbas 1 n.顿巴斯（苏联煤矿区）

87 dug 1 [dʌg] v.挖，翻土（di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雌性哺乳动物的乳房

88 each 2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89 effects 2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90 electrotherapy 1 [i,lektrəu'θerəpi] n.电疗法（等于electropathy）

91 emotional 1 [i'məuʃənəl] adj.情绪的；易激动的；感动人的

92 enemy 1 ['enimi] n.敌人，仇敌；敌军 adj.敌人的，敌方的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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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95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96 euros 1 n. 欧元 名词euro的复数形式.

97 examinations 1 检查

98 experience 2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99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100 eyes 1 n.眼睛（eye的复数） n.(Eyes)人名；(英)艾斯

101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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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fami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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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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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feet 1 ['fi:t, fi:t] n.脚（foot的复数形式）；尺；韵脚

106 felt 1 [felt] n.毡；毡制品 vi.粘结 vt.使粘结；把…制成毡 v.感觉（feel的过去式） n.(Felt)人名；(英、罗、芬、捷、瑞典)费尔特

107 few 2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08 fight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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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financing 1 [fi'nænsiŋ] n.融资；财务；筹措资金 v.筹措资金；财政管理；从事金融活动（finance的ing形式）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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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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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following 1 ['fɔləuiŋ] adj.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n.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v.跟随；沿行（follow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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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115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16 frightening 1 ['fraitəniŋ] adj.令人恐惧的；引起突然惊恐的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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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full 1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119 further 1 ['fə:ðə] adv.进一步地；而且；更远地 adj.更远的；深一层的 vt.促进，助长；增进

120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21 gaining 1 ['geɪnɪŋ] n. 开槽 动词gain的现在分词形式.

122 give 2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123 g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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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125 ground 1 n.地面；土地；范围；战场;根据 vt.使接触地面；打基础；使搁浅 vi.着陆；搁浅 adj.土地的；地面上的；磨碎的；磨
过的 v.研磨（grind的过去分词）；压迫

126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27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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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h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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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hardest 1 ['hɑːdɪst] adv. 极难地 adj. 最难的 形容词hard的最高级.

130 harmful 1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131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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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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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h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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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heal 1 [hi:l] vt.治愈，痊愈；和解 vi.痊愈 n.(Heal)人名；(英)希尔

135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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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heart 1 [hɑ:t] n.心脏；感情；勇气；心形；要点 vt.鼓励；铭记 vi.结心 n.(Heart)人名；(英)哈特

138 heav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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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hel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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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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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helps 2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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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his 4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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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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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147 hospital 1 ['hɔspitəl] n.医院 n.(Hospital)人名；(英)霍斯皮特尔

148 hot 1 [hɔt] adj.热的；辣的；热情的；激动的；紧迫的 adv.热；紧迫地 vi.变热 vt.增加；给…加温 n.(Hot)人名；(塞)霍特；(法)奥
特

149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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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illness 2 ['ilnis] n.病；疾病

152 illnesses 1 ['ɪlnəsɪz] n. 疾病 名词illness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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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improve 2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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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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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international 1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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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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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joining 1 ['dʒɔiniŋ] n.连接；接缝；连接物

162 June 1 n.六月；琼（人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年轻气盛的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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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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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lasting 1 ['lɑ:stiŋ, 'læstiŋ] adj.持久的；永恒的 n.[纺]厚实斜纹织物 v.持续；维持（last的ing形式）

166 Latvia 1 ['lætviə] n.拉脱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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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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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leg 1 [leg] n.腿；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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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71 light 1 n.光；光线；灯；打火机；领悟；浅色；天窗 adj.轻的；浅色的；明亮的；轻松的；容易的；清淡的 vi.点着；变亮；着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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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Lithuania 1 [,liθju:'einiə] n.立陶宛

174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175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176 l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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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178 loved 1 [lʌvd] v.热爱（love的过去分词） adj.恋爱的；受珍爱的

179 lowered 1 ['laʊəd] adj. 降低的 动词low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80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81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82 medical 1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183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184 men 1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185 mental 3 ['mentəl] 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n.精神病患者

186 method 1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187 might 1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188 military 2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189 miner 1 ['mainə] n.矿工；开矿机 n.(Miner)人名；(英)迈纳；(西)米内尔

190 months 2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91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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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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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much 1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194 muscle 1 ['mʌsl] n.肌肉；力量 vt.加强；使劲搬动；使劲挤出 vi.使劲行进

195 my 2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196 name 3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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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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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nervous 1 ['nə:vəs] adj.神经的；紧张不安的；强健有力的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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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203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04 occupying 1 英 ['ɒkjupaɪ] 美 ['ɑːkjupaɪ] vt. 占用；占领；从事；使忙碌；专心

205 of 1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06 offered 1 ['ɒfəd] v. 提供；奉献；提议 vbl. 提供；奉献；提议

207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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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on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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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210 on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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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opened 1 v.打开，开启（open过去分词形式） adj.开的

212 operation 1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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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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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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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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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pain 4 [pein] n.疼痛；努力 vt.使…痛苦；使…烦恼 vi.感到疼痛；引起疼痛 n.(Pain)人名；(意)帕因；(俄)派因；(法)潘；(英)佩因

218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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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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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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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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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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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permitting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224 per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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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physical 2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226 pleasant 1 ['plezənt] adj.令人愉快的，舒适的；讨人喜欢的，和蔼可亲的 n.(Pleasant)人名；(英)普莱曾特

227 Poland 1 ['pəulənd] n.波兰（欧洲国家）

228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29 pool 1 [pu:l] n.联营；撞球；水塘；共同资金 vi.联营，合伙经营 vt.合伙经营 n.(Pool)人名；(英、西)普尔；(芬、德)波尔

230 post 2 [pəust] n.岗位；邮件；标杆 vt.张贴；公布；邮递；布置 vi.快速行进 n.(Post)人名；(英、西、捷、瑞典、荷)波斯特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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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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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prison 1 ['prizən] n.监狱；监禁；拘留所 vt.监禁，关押 n.(Prison)人名；(德)普里松

234 psychologists 1 n. 心理学家 名词psychologis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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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pushed 1 [puʃt] adj.处于窘境的；为难的；推挤现象的 v.推；挤；逼迫（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7 put 2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238 raise 1 [reiz] vt.提高；筹集；养育；升起 vi.上升 n.高地；上升；加薪 n.(Raise)人名；(英)雷兹

239 rates 1 [reɪt] n. 比率；速度；价格；费用；等级 v. 认为；估价；定等级；值得；怒斥；责骂

240 reasons 2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241 receive 1 [ri'si:v] 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242 receives 1 [rɪ'siː v] v. 接到；收到；接待

243 recovery 4 [ri'kʌvəri] n.恢复，复原；痊愈；重获

244 red 1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245 reenergize 1 ['riː nədʒaɪz] vt. 重激励(使 ... 又通上电流)

246 rehabilitate 1 [,ri:hə'biliteit] vt.使康复；使恢复名誉；使恢复原状 vi.复兴；复权；恢复正常生活

247 rehabilitation 4 ['ri:hə,bili'teiʃən] n.复原

248 remembers 1 英 [rɪ'membə(r)] 美 [rɪ'membər] v. 记得；想起；记住，铭记；回忆；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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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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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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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rested 1 ['restid] adj.精力充沛的；休息得好的 v.休息（rest的过去分词）；静止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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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returning 2 v.归还，[计]返回，回复（return的ing形式） n.回归

255 Romania 1 [rəu'meinjə] n.罗马尼亚（欧洲巴尔干半岛东北部国家）

256 room 1 n.房间；空间；余地；机会；房间里所有的人 vt.为…提供住处；租房，合住；投宿，住宿；留…住宿 vi.居住；住宿 n.
（英）鲁姆（人名）；（俄）罗姆（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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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258 Russian 1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259 sai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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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salt 1 [sɔ:lt] n.盐；风趣，刺激性 adj.咸水的；含盐的，咸味的；盐腌的；猥亵的 vt.用盐腌；给…加盐；将盐撒在道路上使冰或
雪融化 n.(Salt)人名；(西)萨尔特；(英)索尔特

261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62 security 2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263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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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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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267 served 2 英 [sɜːv] 美 [sɜ rː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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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evere 2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270 shock 1 [ʃɔk] n.休克；震惊；震动；打击；禾束堆 vt.使休克；使震惊；使震动；使受电击；把…堆成禾束堆 vi.感到震惊；受到
震动；堆成禾束堆 adj.浓密的；蓬乱的 n.(Shock)人名；(英)肖克

271 shocking 1 ['ʃɔkiŋ] adj.令人震惊的；可怕的，令人厌恶的；糟糕的 v.感到震惊；震动；冲突（shock的ing形式）

272 sickness 1 ['siknis] n.疾病；呕吐；弊病

273 silently 1 ['sailəntli] adv.默默地；静静地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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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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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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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leep 1 [sli:p] vi.睡，睡觉 n.睡眠 n.(Sleep)人名；(英)斯利普

278 slept 1 [slept] v.睡觉（sl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9 slightly 1 ['slaitli] adv.些微地，轻微地；纤细地

280 soldi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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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soldiers 9 ['səuldʒə] n.[军]士兵；战士数量（soldier的复数）

282 s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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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someone 3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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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son 1 [sʌn] n.儿子；孩子（对年轻人的称呼）；男性后裔 n.(Son)人名；(土、老、柬)松；(法、罗)索恩；(日)存(名)；(日)孙
(姓)；(越)山

286 soviet 1 ['sauviət, 'sɔ-] adj.苏联的；苏维埃的；委员会的 n.苏维埃（代表会议）；委员会；代表会议

287 Spain 1 [spein] n.西班牙

288 speak 1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289 spend 2 [spend] vt.度过，消磨（时光）；花费；浪费；用尽 vi.花钱；用尽，耗尽 n.预算

290 spending 1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291 spent 2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292 spoke 1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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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stop 1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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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strength 1 [streŋθ, streŋkθ] n.力量；力气；兵力；长处

297 stress 4 [stres] n.压力；强调；紧张；重要性；重读 vt.强调；使紧张；加压力于；用重音读 n.(Stress)人名；(意)斯特雷斯

298 stronger 1 [英[strɒŋə(r)] 美[strɒŋə]] adj.更强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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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suffered 1 ['sʌfəd] v. 遭受，允许，宽恕（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301 suffers 1 英 ['sʌfə(r)] 美 ['sʌfər] vt. 遭受；忍受；容忍，宽恕，听任；允许，准许 vi. 受苦；患病；受损失；变差，变糟；处于不利
地位

302 suicide 1 ['sjuisaid] n.自杀；自杀行为；自杀者 adj.自杀的 vt.自杀 vi.自杀

303 suicides 1 n.自杀( suicide的名词复数 ); 自取灭亡; 自杀者; 自杀性行为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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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06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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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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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the 4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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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them 4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312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313 therapist 1 ['θerəpist] n.临床医学家；治疗学家

314 therapy 4 ['θerəpi] n.治疗，疗法

315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16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17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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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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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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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thoughts 1 ['θɔː ts] n. 思维 名词thought的复数形式.

322 ti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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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to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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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together 2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325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26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27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28 trauma 2 ['trɔ:mə; 'trau-] n.[外科]创伤（由心理创伤造成精神上的异常）；外伤 n.(Trauma)人名；(西)特劳马

329 traumatic 2 adj.（心理）创伤的 adj.（生理）外伤的

330 treat 1 [tri:t] vt.治疗；对待；探讨；视为 vi.探讨；请客；协商 n.请客；款待 n.(Treat)人名；(英)特里特

331 treated 2 [triː tɪd] v. 对待；招待；治疗 vbl. 对待；招待；治疗

332 treatment 1 ['tri:tmənt] n.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333 treatments 1 ['triː tmənts] n. 治疗；疗法（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

334 trench 1 [trentʃ] n.沟，沟渠；战壕；堑壕 vt.掘沟 vi.挖战壕；侵害 n.(Trench)人名；(英、西)特伦奇

335 trenches 1 [trentʃ] n. 沟；沟渠；战壕 v. 挖沟；侵占

336 Ukraine 2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337 Ukrainian 3 [ju:'kreiniən; -'krai-] adj.乌克兰的；乌克兰人的 n.乌克兰人；乌克兰语

338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339 unit 2 ['ju:nit] n.单位，单元；装置；[军]部队；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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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untreated 1 [ˌʌn'triː tɪd] adj. 未经处理的；未经治疗的；未加工的

342 upsetting 1 [ʌp'setiŋ] adj.令人心烦意乱的，令人苦恼的 n.缩锻，镦锻；倾复，倒转

343 us 1 pron.我们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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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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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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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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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veterans 1 ['vetərənz] n. 退伍军人 名词veteran的复数形式.

348 victory 1 ['viktəri] n.胜利；成功；克服 n.(Victory)人名；(西)维多利；(英)维克托里

349 viktor 5 n. 维克托

350 visiting 1 ['vizitiŋ] n.拜访，访问；参观 adj.参观的；游览的 v.参观（visit的现在分词）；拜访

351 visitors 1 ['vɪzɪtəz] n.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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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walk 1 [wɔ:k] n.步行，走；散步 vt.散步；走过 vi.走，步行；散步 n.(Walk)人名；(德、葡)瓦尔克；(英)沃克

354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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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wanted 2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356 wanting 1 ['wɔntiŋ, 'wɔ:n-] adj.欠缺的；不足的；不够格的 prep.无；缺 v.需要（want的现在分词）；欠缺

357 war 5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358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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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w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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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w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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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week 2 [wi:k] n.周，星期

363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64 wet 2 [wet] adj.[气象][物]潮湿的；有雨的 n.雨天；湿气 vt.弄湿 vi.变湿 n.(Wet)人名；(英、纳米、南非)韦特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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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wh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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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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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who 2 pron.谁；什么人

369 wife 1 [waif] n.妻子，已婚妇女；夫人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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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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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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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worked 2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75 working 2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376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77 worry 1 ['wʌri, 'wə:ri] n.担心；烦恼；撕咬 vt.担心；发愁；折磨 vi.担心；烦恼；撕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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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you 6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80 your 3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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