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07 [As It Is] Kyrgyzstan in Chaos, Election Results
Canceled 词汇表词汇表

1 activists 2 ['æktɪvɪsts] 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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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fternoon 2 [,ɑ:ftə:'nu:n, ,æf-, 'ɑ:ftə'nu:n, 'æf-] n.午后，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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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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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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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lmazbek 1 阿尔马兹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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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0 and 1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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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13 appointing 1 [ə'pɔɪnt] v. 任命；委派；指定；约定

14 approval 1 [ə'pru:vəl] n.批准；认可；赞成

15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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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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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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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sian 1 ['eiʃən] n.亚洲人 adj.亚洲的；亚洲人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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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ssume 1 vi.假定；设想；承担；采取 vt.僭取；篡夺；夺取；擅用；侵占

21 assumed 1 [ə'sju:md] adj.假定的；假装的

22 atambayev 2 阿坦巴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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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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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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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ehavior 1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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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Bishkek 3 ['biʃkek] n.比什凯克（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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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博特

30 broke 1 [brəuk] adj.一文不名的，破产的 v.打破，断掉（break的过去式） n.(Broke)人名；(英)布罗克

31 brother 1 ['brʌðə] n.兄弟；同事；战友 int.我的老兄！ n.(Brother)人名；(英)布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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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uildings 1 ['bɪldɪŋz] n.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

34 burned 1 [bə:nd] adj.焦头烂额 v.[外科]烧伤（burn的过去式）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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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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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alled 2 [kɔː l] vt. 呼叫；打电话；把 ...称为 n. 打电话；访问；召唤；呼叫；把 ... 看作 vi. 呼叫；(短暂的)拜访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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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anceled 2 ['kænsl] v. 取消；作废；注销；抵消；删除 n. 取消；删除

40 cancellation 1 ['kænsə'leiʃən] n.取消；删除

41 cannon 1 ['kænən] n.大炮；加农炮；榴弹炮；机关炮 vi.炮轰；开炮 vt.炮轰 n.(Cannon)人名；(英、葡)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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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annons 1 ['kænən] n. 大炮；机关炮 v. 开炮；相撞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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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ars 1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45 central 2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46 chaos 2 n.混沌，混乱 n.(Chaos)人名；(西)查奥斯

47 charges 1 [t'ʃɑːdʒɪz] n. 费用

48 china 1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49 city 2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50 commission 2 [kə'miʃən] n.委员会；佣金；犯；委任；委任状 vt.委任；使服役；委托制作

51 committee 1 [kə'miti] n.委员会

52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53 confusion 1 [kən'fju:ʒən] n.混淆，混乱；困惑

54 control 4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55 contro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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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orruption 1 [kə'rʌpʃən] n.贪污，腐败；堕落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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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rowds 1 [kraʊd] n. 人群；群众；大群；朋友 v. 拥挤；挤满；涌入；贴近；逼迫

59 decide 1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60 declared 2 [di'klεəd] adj.公然的；公开宣布的

61 demanded 1 英 [dɪ'mɑːnd] 美 [dɪ'mænd] n. 要求；需求 v. 要求；查问；需要

62 discussing 1 [dɪ'skʌs] v. 讨论；论述；商量

63 disorder 1 [dis'ɔ:də] n.混乱；骚乱 vt.使失调；扰乱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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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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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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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lections 3 n. 选举，选举制；投票（election的复数形式）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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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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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73 failed 1 [feild] adj.已失败的，不成功的 v.失败，不成功（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4 figures 1 ['fɪgəs] n. 图形，数字，外形，体型，形状，人物，塑像，图表，(冰上表演动作的)花样（figure的复数形式 v. 是重要部
分，认为，演算，领会到（figure的第三人称单数）

75 fire 1 ['faiə] n.火；火灾；炮火；炉火；热情；激情；磨难 vt.点燃；解雇；开除；使发光；烧制；激动；放枪 vi.着火；射击；开
枪；激动；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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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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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freed 1 [f'riː d] adj. 释放的 动词fre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80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81 gas 1 [gæs] n.气体；[矿业]瓦斯；汽油；毒气 vt.加油；毒（死） vi.加油；放出气体；空谈 n.(Gas)人名；(法、德、西)加斯

82 gathering 1 ['gæðəriŋ] n.聚集；集会；收款 v.聚集（gather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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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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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86 government 6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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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88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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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gun 1 n.枪支；枪状物；持枪歹徒 vi.用枪射击；加大油门快速前进 vt.向…开枪；开大油门 n.(Gun)人名；(瑞典)贡；(英)冈；
(俄、意)古恩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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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hall 1 n.过道，门厅，走廊；会堂；食堂；学生宿舍；大厅，前厅；娱乐中心，会所 n.（土）哈勒（人名）；（德、波、丹、
芬、瑞典）哈尔（人名）；（英）霍尔（人名）；（法）阿尔（人名）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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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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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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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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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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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her 1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99 his 3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00 house 1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名；(英)豪斯

101 immediate 1 [i'mi:diət] adj.立即的；直接的；最接近的

102 i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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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independence 1 [,indi'pendəns] n.独立性，自立性；自主

104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05 innocence 1 ['inəsəns] n.清白，无罪；天真无邪

106 interfax 1 n. 国际文传电讯社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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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9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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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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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13 Kyrgyzstan 4 [kiə'gizstən] n.吉尔吉斯斯坦（国名）

114 lar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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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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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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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leading 1 ['li:diŋ] adj.领导的；主要的 n.领导；铅板；行距 v.领导（lead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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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loc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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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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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maj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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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mayor 1 ['mεə] n.市长 n.(Mayor)人名；(英)梅厄；(法、西、俄)马约尔

123 mayors 1 n.（民选的）市长( mayor的名词复数 ); 镇长; （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由议员选举产生的）镇长

124 Monday 2 ['mʌndi] n.星期一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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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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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nation 1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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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neighbor 1 ['neibə] n.邻居 adj.邻近的 vi.友好；毗邻而居 vt.邻接 n.(Neighbor)人名；(英)内伯

129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30 news 3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31 night 1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132 no 1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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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of 1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35 offices 1 办公室

136 official 2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137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38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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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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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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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op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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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opposition 7 [,ɔpə'ziʃən] n.反对；反对派；在野党；敌对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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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order 2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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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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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osh 2 ['ɒʃ] (=omni singula hora) (拉)每小时

148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49 oust 1 [aust] vt.驱逐；剥夺；取代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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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parliament 1 ['pɑ:ləmənt] n.议会，国会

152 parliamentary 1 [,pɑ:lə'mentəri] adj.议会的；国会的；议会制度的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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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parties 3 英 ['pɑ tːi] 美 ['pɑ rːti] n. 聚会；宴会；政党；一伙人；[律]当事人 vi. 开派对

155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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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poli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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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political 2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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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president 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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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presidents 1 [p'rezɪdənts] n. 总统

163 pr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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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pressure 1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165 prison 2 ['prizən] n.监狱；监禁；拘留所 vt.监禁，关押 n.(Prison)人名；(德)普里松

166 protesters 2 n.抗议者( protester的名词复数 ); 反对者; 拒绝者; 断言者

167 protestor 1 [prəu'testə] n.抗议者

168 protests 4 英 ['prəʊtest] 美 ['proʊtest] n. 抗议；反对 v. 抗议；反对；申明；断言

169 public 1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170 released 1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1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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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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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reported 5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174 resigning 1 [rɪ'zaɪn] v. 辞职；放弃；顺从；听任

175 responsibility 1 [ri.spɔnsə'biliti] n.责任，职责；义务

176 restoring 1 [rɪs'tɔː rɪŋ] n. 恢复；复原 动词restore的现在分词形式.

177 results 3 [rɪ'zʌlts] n. 结果

178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79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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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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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seats 1 ['siː ts] n.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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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security 1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185 seized 1 ['siː zd] adj. 查封的，扣押的 v. 逮住，抓住，咬住（动词seize的过去式,动词seize的过去分词）

186 serving 1 ['sə:viŋ] n.服务；上菜；一份食物 v.服务（serve的ing形式） adj.用于上菜的 n.(Serving)人名；(瑞典)塞尔温

187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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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shand 2 n. 尚德

190 shoots 1 [ʃu tːs] n. 嫩枝 名词shoot的复数形式.

191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192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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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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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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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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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sto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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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streets 1 [st'riː ts] 街道

200 Sunday 1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201 supporters 3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202 susan 2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03 take 1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204 talked 1 [tɔː k] v. 交谈；商讨；演讲；阐述；劝服 n. 谈话；会谈；讨论；讲话；空谈

205 tear 1 [tɛə,tiə] n.眼泪,（撕破的）洞或裂缝,撕扯 vt.撕掉,扯下,扰乱 vi.流泪,撕破 n.(Tear)人名；(英)蒂尔

206 t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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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the 3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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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10 thi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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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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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t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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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took 3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14 town 1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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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216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17 unclear 1 英 [ˌʌn'klɪə(r)] 美 [ˌʌn'klɪr] adj. 不清楚的；含混的

218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219 unity 1 ['ju:niti] n.团结；一致；联合；个体 n.(Unity)人名；(英)尤妮蒂

220 unrest 2 [,ʌn'rest] n.不安；动荡的局面；不安的状态

221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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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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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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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websites 2 ['websaɪts] n. 网站（名词website的复数形式）

226 well 1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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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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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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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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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33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34 with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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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Wounded 1 ['wu:ndid] adj.受伤的 n.受伤者，伤员 v.使受伤（wound的过去分词）

236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37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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