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9-01 [As It Is] Strike Leader Detained in Belarus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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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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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ted 1 ['æktɪd] v. 行动；假装；表演；扮演；充当（动词a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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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ctions 2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6 activists 1 ['æktɪvɪsts] 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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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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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10 after 3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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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gents 1 n.媒介；[法][贸易]代理人；药剂（agent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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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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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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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7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8 anatoly 1 阿纳托利

19 and 1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0 angela 1 ['ændʒilə] n.安吉拉（女子名）

21 ano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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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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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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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guing 1 ['ɑrgjʊɪŋ] n. 争吵 动词argue的现在分词形式.

26 arrests 1 [ə'rest] vt. 逮捕；拘留 n. 逮捕；拘留

27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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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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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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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ugu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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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32 azot 1 阿佐

33 barred 1 [bɑ:d] adj.被禁止的；有条纹的 v.（用栅栏）阻挡（bar的过去式）

34 barring 1 ['bɑ:riŋ] prep.除非；不包括；除…以外 v.阻拦（bar的ing形式） n.(Barring)人名；(德)巴林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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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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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eat 1 [bi:t] vt.打；打败 vi.打；打败；拍打；有节奏地舒张与收缩 n.拍子；敲击；有规律的一连串敲打 adj.筋疲力尽的；疲惫不
堪的 n.(Beat)人名；(德)贝亚特

38 Belarus 7 n.白罗斯（白罗斯共和国，欧洲国家）

39 Belarusian 8 白俄罗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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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42 bokun 2 博昆

43 bravery 1 ['breivəri] n.勇敢；勇气 n.(Bravery)人名；(英)布雷弗里；(法)布拉韦里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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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ullets 1 ['bʊlɪts] n. 弹药；军火 名词bullet的复数形式.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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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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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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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aty 1 卡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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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enters 2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52 chancellor 1 ['tʃɑ:nsələ, 'tʃæn-] n.总理（德、奥等的）；（英）大臣；校长（美国某些大学的）；（英）大法官；（美）首席法官
n.(Chancellor)人名；(英)钱塞勒

53 charges 1 [t'ʃɑːdʒɪz] n. 费用

54 cheated 1 [tʃiː t] vt. 欺骗；骗取 vi. 作弊；行骗 n. 骗子；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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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ommittee 3 [kə'miti] n.委员会

57 condemned 1 [kən'demd] adj.已被定罪的；被责难的

58 confirmed 1 [kən'fə:md] adj.确认的；保兑的；坚定的；惯常的 v.确证；使坚定（confirm的过去分词）；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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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onstitutional 1 [,kɔnsti'tju:ʃənəl] adj.宪法的；本质的；体质上的；保健的 n.保健散步；保健运动

61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62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63 coordination 1 [kəu,ɔ:di'neiʃən] n.协调，调和；对等，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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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ouncil 2 ['kaunsəl] n.委员会；会议；理事会；地方议会；顾问班子 n.(Council)人名；(英)康斯尔

66 count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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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ourts 1 英 [kɔːt] 美 [kɔːrt] n. 法院；庭院；宫廷；球场；奉承 v. 献殷勤；追求；招致；设法获得

68 covering 1 ['kʌvəriŋ] adj.掩盖的，掩护的 n.遮盖物，覆盖物 v.覆盖；穿（cover的ing形式）；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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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minal 1 ['kriminəl] n.罪犯 adj.刑事的；犯罪的；罪恶的

71 crisis 2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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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74 current 1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特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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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days 2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77 deadly 1 ['dedli] adj.致命的；非常的；死一般的 adv.非常；如死一般地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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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demanding 1 [di'mɑ:ndiŋ] adj.苛求的；要求高的；吃力的 v.要求；查问（demand的ing形式）

80 demonstration 1 [,demən'streiʃən] n.示范；证明；示威游行

81 demonstrations 3 [demənst'reɪʃnz] n. 课堂演示；示范 名词demonstration的复数形式.

82 demonstrator 1 ['demənstreitə] n.示威者；论证者；指示者；证明者



83 depends 1 [dɪ'pend] vi. 依赖；依靠；取决于

84 deported 1 英 [dɪ'pɔːt] 美 [dɪ'pɔːrt] vt. 驱逐出境；持...举止

85 deputy 1 ['depjuti] n.代理人，代表 adj.副的；代理的

86 detained 4 [dɪ'teɪn] vt. 扣留；拘押；耽搁；延误

87 detention 2 [di'tenʃən] n.拘留；延迟；挽留

88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89 dismissed 2 [dɪs'mɪst] adj. 解散的；摒弃的；解雇的 动词dismi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0 dissent 1 [di'sent] vi.不同意；不信奉国教 n.异议；（大写）不信奉国教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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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conomy 1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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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95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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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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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n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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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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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101 eu 1 abbr.欧盟（EuropeanUnion）；能量单位（EnergyUnit）；熵的单位（EntropyUnit）；等效单位（EquivalentUnit） n.(Eu)人
名；(中)余(普通话·威妥玛)；(英)尤

102 European 2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103 Evans 1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104 expelling 1 [ɪks'pelɪŋ] n. 排出；驱逐 动词expel的现在分词形式.

105 facebook 1 ['feɪsbʊk] n. 肖像影集；脸谱网或脸书网（知名社交网站） v.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

106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107 factory 4 ['fæktəri] n.工厂；制造厂；代理店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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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fertilizer 2 ['fə:tilaizə] n.[肥料]肥料；受精媒介物；促进发展者

110 fertilizers 1 ['fɜ tːəlaɪzəz] 肥料

111 fierce 1 [fiəs] adj.凶猛的；猛烈的；暴躁的 n.(Fierce)人名；(英)菲尔斯

112 fifth 1 [fifθ] adj.第五的；五分之一的 n.第五；五分之一 num.第五

113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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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fled 1 [fled] v.逃走（flee的过去分词）；消逝

115 follows 1 ['fɒləʊz] n. 跟随；遵照 名词follow的复数形式.

116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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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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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former 1 ['fɔ:mə] adj.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n.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n.(Former)人名；(法)福尔梅；(德、捷)福尔默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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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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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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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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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German 1 ['dʒə:mən]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n.德语；德国人

127 gleb 1 格列布

128 government 10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29 Grodno 1 n. 格罗德诺(白俄罗斯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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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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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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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halted 1 [hɔː lt] n. 停止；止步 v. 停止；中止；暂停 v. 踌躇；犹豫；跛行

134 harming 1 英 [hɑːm] 美 [hɑːrm] n. 危害；伤害；损害 vt. 伤害；损害

135 ha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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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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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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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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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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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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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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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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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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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industri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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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influence 1 ['influəns] n.影响；势力；感化；有影响的人或事 vt.影响；改变

148 investigation 1 [in,vesti'geiʃən] n.调查；调查研究

149 is 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0 its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51 jail 2 [dʒeil] n.监狱；监牢；拘留所 vt.监禁；下狱 n.(Jail)人名；(英)杰尔

152 jailing 1 [dʒeɪl] n. 监牢；监狱；拘留所 vt. 监禁；下狱

153 Jonathan 1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154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5 killing 1 ['kiliŋ] adj.杀害的；迷人的；使人筋疲力尽的 n.杀戮；谋杀；猎获物 v.杀死；消磨；毁掉（kill的ing形式） n.(Killing)人
名；(德)基林

156 labor 1 ['leibə] n.劳动；工作；劳工；分娩 vi.劳动；努力；苦干 vt.详细分析；使厌烦 n.(Labor)人名；(德、塞、法)拉博尔；(英)
拉博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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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la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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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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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lawyers 1 ['lɔː jəz] 律师

161 lead 1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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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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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leadership 1 ['li:dəʃip] n.领导能力；领导阶层

165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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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limit 1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168 literature 1 ['litərətʃə] n.文学；文献；文艺；著作

169 little 1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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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lukashenko 8 n. 卢卡申科

172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173 major 3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174 maker 1 ['meikə] n.制造者；造物主；出期票人 n.(Maker)人名；(英)马克尔

175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76 measures 1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177 media 2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178 Members 2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179 Merkel 1 n. 默克尔

180 mines 1 n. 矿井 名词min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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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Minsk 2 [minsk] n.明斯克（白俄罗斯首都）

183 Monday 5 ['mʌndi] n.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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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Moscow 1 ['mɔskəu] n.莫斯科（俄罗斯首都）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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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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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nazarov 1 纳扎罗夫

189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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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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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neither 1 ['naiðə, 'ni:-] conj.也不；既不 adv.两个都不；既不……也不 adj.两者都不的 pron.两者都不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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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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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nitrogen 1 ['naitrədʒən] n.[化学]氮

197 Nobel 1 [nəu'bel] n.诺贝尔（瑞典化学家及发明家，发明炸药，创设诺贝奖）；诺贝尔（姓氏）

198 non 1 [nɔn] adv.非，不 n.投反对票的人，反对票 n.(Non)人名；(柬)嫩；(俄)诺恩

199 nor 1 [nɔ:, 弱 nə] conj.也不；也不是 adv.也不；也没有 n.(Nor)人名；(中)挪(广东话·威妥玛)；(马来、俄)诺尔；(柬)诺

200 normally 1 ['nɔ:məli] adv.正常地；通常地，一般地

201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202 of 2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03 offers 1 英 ['ɒfə(r)] 美 ['ɔːfər] vt. 提供；提出；（卖方）出价；贡献 vi. 提议；出现；求婚 n. 提议；出价

204 officers 2 n.军官，人员（officer复数形式）

205 officials 5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206 O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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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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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 2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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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operating 1 ['ɔpəreitiŋ] adj.操作的；[外科]外科手术的 v.操作（operate的ing形式）；动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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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opposition 6 [,ɔpə'ziʃən] n.反对；反对派；在野党；敌对

213 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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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dered 1 ['ɔ:dəd] adj.[数]有序的；整齐的；安排好的 v.命令；点餐（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5 organizer 2 ['ɔ:gənaizə] n.组织者；承办单位；[生物]组织导体

216 organizing 1 v.组织（organize的ing形式）；使有机化 n.组织 adj.组织上的

217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18 others 2 pron.其他人

219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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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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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page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杰；(法)帕日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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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peaceful 1 ['pi:sful] adj.和平的，爱好和平的；平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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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plants 1 [p'lɑːnts] n. 植物花卉；工厂（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 v. 种植；设立；建立；安插；栽赃（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
式）

227 Poland 1 ['pəulənd] n.波兰（欧洲国家）

228 polic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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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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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possibility 1 [,pɔsə'biləti] n.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231 potash 2 ['pɔtæʃ] n.[无化]碳酸钾；草碱；苛性钾；钾化合物 n.(Potash)人名；(英)波塔什

232 praised 1 [preɪz] vt. 赞美；称赞 n. 赞美；称赞；崇拜 vi. 赞美

233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34 presidential 2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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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pressured 1 英 ['preʃə(r)] 美 ['preʃər] n. 压强；压力；压迫 v. 施压

237 prime 1 [praim] adj.主要的；最好的；基本的 adv.极好地 n.初期；青年；精华；全盛时期 vt.使准备好；填装 vi.作准备 n.(Prime)
人名；(英)普赖姆；(德)普里梅

238 prize 1 [praiz] n.奖品；奖赏；战利品 vt.珍视；捕获；估价 adj.获奖的

239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240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241 producer 1 [prəu'dju:sə] n.制作人，制片人；生产者；发生器

242 produces 1 英 [prə'djuːs] 美 [prə'duːs] v. 生产；引起；提出；制片；分娩 n. 产品；农产品

243 protest 1 [prəu'test, 'prəu-] vi.抗议；断言 vt.抗议；断言 n.抗议 adj.表示抗议的；抗议性的

244 protester 6 [prəu'testə] n.抗议者；反对者；持异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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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puppet 1 ['pʌpit] n.木偶；傀儡；受他人操纵的人

247 puppets 1 n. 木偶；傀儡（puppet的复数）

248 questioning 1 ['kwestʃəniŋ] n.质问 v.询问，审问（question的现在分词）

249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250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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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reestablish 1 英 [ˌriː ɪ'stæblɪʃ] 美 [ˌriː ə'stæblɪʃ] v. 重建；复兴；恢复

253 reform 1 [ri'fɔ:m] n.改革，改良；改正 vt.改革，革新；重新组成 vi.重组；改过 adj.改革的；改革教会的

254 reject 1 [ri'dʒekt] vt.拒绝；排斥；抵制；丢弃 n.被弃之物或人；次品

255 rejected 2 ['riː dʒekt] vt. 拒绝；排斥；驳回；丢弃 n. 不合格产品；被拒之人

256 reporters 4 媒体记者

257 resignation 1 [,rezig'neiʃən] n.辞职；放弃；辞职书；顺从

258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59 returned 1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260 rubber 1 n.橡胶；橡皮；合成橡胶；按摩师；避孕套 adj.橡胶制成的 vt.涂橡胶于；用橡胶制造 vi.扭转脖子看；好奇地引颈而
望 n.(Rubber)人名；(西)鲁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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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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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sandra 1 ['sændrə; ,sɔn-] n.桑德拉（女子名）

265 Saturday 1 ['sætədi; -dei] n.星期六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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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ection 1 n.截面；部分；部门；地区；章节 vi.被切割成片；被分成部分 vt.把…分段；将…切片；对…进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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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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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sentence 1 ['sentəns] n.[语][计]句子，命题；宣判，判决 vt.判决，宣判

271 sentences 1 ['sentəns] n. 句子；判决 vt. 宣判；判决

272 settle 1 ['setl] vi.解决；定居；沉淀；下陷 vt.解决；安排；使…定居 n.有背长椅 n.(Settle)人名；(英)塞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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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olution 1 [sə'lju:ʃən] n.解决方案；溶液；溶解；解答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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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sought 1 [sɔ:t] v.寻找（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7 spoken 1 ['spəukən] adj.口语的，口头的 v.说（speak的过去分词）

278 spokesman 2 ['spəuksmən] n.发言人；代言人

279 state 1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280 Stat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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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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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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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strik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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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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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strongly 1 ['strɔŋli, 'strɔ:ŋ-] adv.强有力地；坚强地；激烈地；气味浓地

286 Sunday 1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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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supporters 1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289 suppress 1 [sə'pres] vt.抑制；镇压；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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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talks 2 ['tɔː ks] 会谈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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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the 6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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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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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threats 1 [θret] n. 威胁；恐吓；凶兆

298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99 to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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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01 two 5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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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union 2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304 united 3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305 unofficial 1 [,ʌnə'fiʃəl] adj.非官方的；非正式的

306 unrest 1 [,ʌn'rest] n.不安；动荡的局面；不安的状态

307 urged 2 ['ɜːdʒd] v. 催促；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8 us 1 pron.我们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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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visit 1 ['vizit] n.访问；参观；逗留 vt.访问；参观；视察 vi.访问；暂住；闲谈 n.(Visit)人名；(老)维西；(泰)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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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vo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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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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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15 watched 1 英 [wɒtʃ] 美 [wɑːtʃ] v. 注视；看守；观看 n. 手表；监视；看守；值班

316 w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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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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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319 week 4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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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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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western 1 ['westən] adj.西方的，西部的；有西方特征的 n.西方人；西部片，西部小说 n.(Western)人名；(英)韦斯顿

323 while 1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324 who 3 pron.谁；什么人

325 whose 1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326 win 1 vt.赢得；在…中获胜 vi.赢；获胜；成功 n.赢；胜利 n.(Win)人名；(德、荷、缅)温；(英)温(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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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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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30 wor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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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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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workers 2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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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35 wounding 1 ['wuːndɪŋ] n. 伤害 adj. 刺伤的 动词wound的现在分词形式.

336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337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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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40 yura 1 n. 由良(在日本；东经 135º07' 北纬 33º58')

341 yuri 1 n. 尤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