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8-20 [As It Is] Belarus Removes Theater Director for
Supporting Protest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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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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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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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theater 10 ['θiətə, 'θi:ə-] n.电影院，戏院，剧场；戏剧；手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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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h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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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latushko 9 拉图什科

9 government 8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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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2 after 7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3 his 6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4 actors 5 ['æktəz] n.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

15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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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i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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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resignation 5 [,rezig'neiʃən] n.辞职；放弃；辞职书；顺从

18 since 5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19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0 Belarus 4 n.白罗斯（白罗斯共和国，欧洲国家）

21 bondar 4 邦达尔

22 against 3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23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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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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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director 3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27 election 3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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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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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him 3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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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lukashenko 3 n. 卢卡申科

33 opposition 3 [,ɔpə'ziʃən] n.反对；反对派；在野党；敌对

34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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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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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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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president 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38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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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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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violence 3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41 vote 3 [vəut] n.投票，选举；选票；得票数 vt.提议，使投票；投票决定；公认 vi.选举，投票 n.(Vote)人名；(英、法)沃特

42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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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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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agency 2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46 another 2 [ə'nʌðə] adj.又一，另一；另外的；不同的 pron.另一个；又一个 prep.另一个；另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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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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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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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decided 2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51 demonstrations 2 [demənst'reɪʃnz] n. 课堂演示；示范 名词demonstration的复数形式.

52 detained 2 [dɪ'teɪn] vt. 扣留；拘押；耽搁；延误

53 detainees 2 [diː teɪ'niː z] 卖淫嫖娼劳教人员

54 elections 2 n. 选举，选举制；投票（election的复数形式）

55 flashpoint 2 ['flæʃpɔɪnt] n. 燃点；爆发点；触发点；导火线，导火索 =flash point.

56 funding 2 ['fʌndiŋ] n.提供资金；用发行长期债券的方法来收回短期债券 v.提供资金；积存（fund的ing形式）

57 given 2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58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59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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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left 2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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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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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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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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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police 2 [pə'li:s] n.警察，警方；治安 vt.监督；管辖；维持治安；为…配备警察 adj.警察的；有关警察的

67 posi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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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protestor 2 [prəu'testə] n.抗议者

69 protests 2 英 ['prəʊtest] 美 ['proʊtest] n. 抗议；反对 v. 抗议；反对；申明；断言

70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71 rigged 2 [rɪgd] adj. 作弊的；非法操纵的 动词ri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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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saw 2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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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76 shame 2 [ʃeim] n.羞耻，羞愧；憾事，带来耻辱的人 vt.使丢脸，使羞愧 n.(Shame)人名；(科特)沙梅

77 she 2 [ʃi:] pron.她（主格）；它（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船舶、地球、月亮等） n.女人；雌性动物 n.(She)人名；(中)佘(普通话
·威妥玛)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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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supporters 2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80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81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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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won 2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3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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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Alexander 1 [,ælig'za:ndə] n.亚历山大（男子名）

86 angry 1 ['æŋgri] adj.生气的；愤怒的；狂暴的；（伤口等）发炎的

87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8 anti 1 ['ænti, -tai] adj.反对的 n.反对者，反对论者 n.(Anti)人名；(意)安蒂；(阿拉伯)安提

89 arrived 1 [a'raɪvd] adj.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0 arts 1 [a:ts] n.文科

91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92 August 1 ['ɔː gəst]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n.八月（简写为Aug） n.(August)人名；(法、葡、西、俄、罗、英、德、瑞典、挪)奥
古斯特

93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94 b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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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beating 1 ['bi:tiŋ] n.打；[纸]打浆；敲打；失败 v.打（beat的ing形式）

96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97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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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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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blueing 1 ['blu:iŋ] adj.带青色的 n.[纺]蓝色漂白剂 v.染成蓝色（blue的ing形式）

101 break 1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
晓；（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102 browning 1 ['brauniŋ] n.棕色着色剂；着褐色 v.呈褐色；把…烤焦（brown的ing形式）

103 bruise 1 [bru:z] n.擦伤；挫伤；青肿 vt.使受瘀伤；使受挫伤 vi.擦伤；受伤

104 bruises 1 [bruːz] n. 瘀青；擦伤；挫伤 vi. 碰伤；擦伤 vt. 使挫伤

105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06 candidate 1 n.候选人，候补者；应试者

107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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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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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111 charges 1 [t'ʃɑːdʒɪz] n. 费用

112 cheat 1 [tʃi:t] vt.欺骗；骗取 vi.欺骗；作弊 n.欺骗，作弊；骗子

113 cheered 1 [tʃiəd] 欢呼，动词che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4 club 1 [klʌb] n.俱乐部，社团；夜总会；棍棒；（扑克牌中的）梅花 vt.用棍棒打；募集 vi.集资；组成俱乐部 adj.俱乐部的 n.
(Club)人名；(英)克拉布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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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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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119 cried 1 [kraid] v.哭泣；喊叫（cry的过去分词）



120 critical 1 ['kritikəl] adj.鉴定的；[核]临界的；批评的，爱挑剔的；危险的；决定性的；评论的

121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122 crossed 1 [krɔst] adj.交叉的；划掉的；十字形的 v.交叉；越过（cro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3 culture 1 ['kʌltʃə] n.文化，文明；修养；栽培 vt.[细胞][微]培养（等于cultivate）

124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125 declared 1 [di'klεəd] adj.公然的；公开宣布的

126 demand 1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127 discuss 1 [dis'kʌs] vt.讨论；论述，辩论

128 dismiss 1 vt.解散；解雇；开除；让...离开；不予理会、不予考虑 vi.解散

129 dismissal 1 [dis'misəl] n.解雇；免职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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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duty 1 ['dju:ti, 'du:-] n.责任；[税收]关税；职务 n.(Duty)人名；(英)迪蒂

132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133 embarrassment 1 [im'bærəsmənt] n.窘迫，难堪；使人为难的人或事物；拮据

134 emotion 1 [i'məuʃən] n.情感；情绪

135 employee 1 [,emplɔi'i:, em'plɔii:] n.雇员；从业员工

136 employer 1 [im'plɔiə] n.雇主，老板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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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vans 1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139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140 express 1 [ik'spres] vt.表达；快递 adj.明确的；迅速的；专门的 n.快车，快递，专使；捷运公司

141 fair 1 [fεə] adj.公平的；美丽的，白皙的；[气象]晴朗的 adv.公平地；直接地；清楚地 vi.转晴 n.展览会；市集；美人 n.(Fair)人
名；(英、芬)费尔

142 false 1 [fɔ:ls] adj.错误的；虚伪的；伪造的 adv.欺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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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fled 1 [fled] v.逃走（flee的过去分词）；消逝

145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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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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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formerly 1 ['fɔ:məli] adv.以前；原来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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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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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George 1 [dʒɔ:dʒ] n.乔治（男子名）；自动操纵装置；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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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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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guilt 1 [gilt] n.犯罪，过失；内疚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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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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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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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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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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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hung 1 [hʌŋ] v.悬挂；垂落（han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Hung)人名；(老)亨；(中)洪(普通话·威妥玛)；(朝)兴；(东南亚国家



华语)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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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inciting 1 [ɪn'saɪtɪŋ] adj. 刺激的；煽动的 动词incite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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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inevitable 1 [in'evitəbl] adj.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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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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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is 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9 Janka 1 n. 詹卡

170 job 1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171 jobs 1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172 join 1 [dʒɔin] vt.参加；结合；连接 vi.加入；参加；结合 n.结合；连接；接合点 n.(Join)人名；(法)茹安

173 Jonathan 1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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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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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kupala 1 库帕拉

177 lar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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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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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leader 1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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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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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83 line 1 [lain] n.路线，航线；排；绳 vt.排成一行；划线于；以线条标示；使…起皱纹 vi.排队；站成一排 n.(Line)人名；(英)莱恩；
(俄)利涅

184 Lithuania 1 [,liθju:'einiə] n.立陶宛

185 local 1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186 make 1 [meik] vt.使得；进行；布置，准备，整理；制造；认为；获得；形成；安排；引起；构成 vi.开始；前进；增大；被制
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187 me 1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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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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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ministry 1 ['ministri] n.（政府的）部门

191 Minsk 1 [minsk] n.明斯克（白俄罗斯首都）

192 moment 1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193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94 moral 1 ['mɔrəl, 'mɔ:-] adj.道德的；精神上的；品性端正的 n.道德；寓意 n.(Moral)人名；(德、法、西、葡、土)莫拉尔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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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97 nearby 1 ['niə'bai] adj.附近的，邻近的 adv.在附近 prep.在…附近

198 neighboring 1 ['neibəriŋ] adj.邻近的；附近的（等于neighbouring） v.与…为邻；位于附近（neighbor的ing形式）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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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number 1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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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offering 1 ['ɔfəriŋ, 'ɔ:-] n.提供；祭品；奉献物；牲礼 v.提供（offer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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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205 oldest 1 ['əuldist] adj.最老的（old的最高级）；最旧的

206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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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209 outcome 1 ['autkʌm] n.结果，结局；成果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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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painful 1 ['peinfl] adj.痛苦的；疼痛的；令人不快的

212 pavel 1 n. 帕维尔

213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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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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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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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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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prisons 1 ['prɪzn] n. 监狱；监禁 vt. 囚禁；关入监狱

218 production 1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219 protester 1 [prəu'testə] n.抗议者；反对者；持异议者

220 punishment 1 ['pʌniʃmənt] n.惩罚；严厉对待，虐待

221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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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removal 1 [ri'mu:vəl] n.免职；移动；排除；搬迁

224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225 removes 1 [rɪ'muːvz] 引语排版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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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represented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228 rig 1 [rig] n.装备；钻探设备；服装；[船]帆装 vt.操纵；装配；装扮；装上索具

229 right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230 ruled 1 [ru lː] n. 规则；条例；习惯；统治；直尺 v. 支配；统治；画直线

231 season 1 ['si:zən] n.时期；季节；赛季 vt.给…调味；使适应 vi.变得成熟；变干燥

232 Sergei 1 n. 塞奇

233 serve 1 [sə:v]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n.发球，轮到发
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234 served 1 英 [sɜːv] 美 [sɜːr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235 shaken 1 ['ʃeikən] v.摇动，动摇（shake的过去分词） n.(Shaken)人名；(俄)沙肯

236 shand 1 n. 尚德

237 shared 1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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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shout 1 [ʃaut] vi.呼喊；喊叫；大声说 vt.呼喊；大声说 n.呼喊；呼叫

240 shouted 1 ['ʃaʊtɪd] v. 呼喊；高声呼叫（动词shou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1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42 sign 1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243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244 skin 1 [skin] n.皮肤；外皮 vt.剥皮 vi.愈合；长皮

245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246 speaking 1 ['spi:kiŋ] adj.演讲的；富于表情的，雄辩的 n.说话；演讲 v.讲（speak的ing形式）

247 spokesman 1 ['spəuksmən] n.发言人；代言人

248 spot 1 [spɔt] n.地点；斑点 vt.认出；弄脏；用灯光照射 vi.沾上污渍；满是斑点 adj.现场的；现货买卖的 adv.准确地；恰好

249 stand 1 [stænd] vi.站立；位于；停滞 vt.使站立；忍受；抵抗 n.站立；立场；看台；停止

250 street 1 [stri:t] n.街道 adj.街道的 n.(Street)人名；(英、葡)斯特里特；(德)施特雷特

251 supported 1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52 supporting 1 [sə'pɔ:tiŋ] adj.支持的；辅助性的；次要的 n.支持；支承面 v.支持；供养（support的ing形式）

253 suppression 1 [sə'preʃən] n.抑制；镇压；[植]压抑

254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55 svetlana 1 [svet'lɑ:nə; sfet-] n.斯维特拉娜（女子名）

256 symbolic 1 [sim'bɔlik] adj.象征的；符号的；使用符号的

257 talking 1 ['tɔ:kiŋ] adj.说话的，多嘴的；有表情的 n.讲话，谈论 v.谈论；讲话（talk的ing形式） n.(Talking)人名；(英)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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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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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62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263 toge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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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turned 1 adj.被转动的；变质的；车削的 v.使变成（turn的过去式）；转动

265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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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video 1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268 votes 1 [vəuts] v.投票；提倡（vo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选票；选举；得票数（vote的复数形式）

269 week 1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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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white 1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272 wife 1 [waif] n.妻子，已婚妇女；夫人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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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winner 1 ['winə] n.胜利者 n.(Winner)人名；(英、德、瑞典)温纳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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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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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yury 1 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