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16 [As It Is] Kyrgyzstan's President Says He Is Resigning to
Avoid Violence 词汇表词汇表

1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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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gainst 2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4 agreements 1 [əɡ'riː mənts] n. 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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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narchy 1 ['ænəki] n.无政府状态；混乱；无秩序

7 and 1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8 announced 2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 appointed 1 [ə'pɔintid] adj.约定的，指定的 v.任命；指定；约定时间，地点（appoint的过去分词形式）

10 appointment 1 [ə'pɔintmənt] n.任命；约定；任命的职位

11 approve 1 [ə'pru:v] vt.批准；赞成；为…提供证据 vi.批准；赞成；满意

12 approved 2 [ə'pru:vd] adj.被认可的；经过检验的 v.核准；认可（approve的过去式）

13 a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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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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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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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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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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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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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Banks 1 [bæŋks] n.班克斯（姓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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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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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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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blo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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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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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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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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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buying 1 n.买进 v.购买；获得；收买（buy的ing形式）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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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cabinet 1 ['kæbinit] n.内阁；橱柜；展览艺术品的小陈列室 adj.内阁的；私下的，秘密的

33 call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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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35 calmed 1 [kɑːm] adj. 平静的；冷静的 v. (使)平静；(使)镇静 n. 镇定；平静；平稳

36 cancelled 1 ['kænsəld] adj. 被取消的；被废除的 动词canc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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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elebrated 1 ['selibreitid] adj.著名的；有名望的 v.庆祝（celeb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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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haos 3 n.混沌，混乱 n.(Chaos)人名；(西)查奥斯

41 citizens 2 ['sɪtɪzənz] 公民

42 city 2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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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claim 1 [kleim] vi.提出要求 vt.要求；声称；需要；认领 n.要求；声称；索赔；断言；值得

44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除；
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45 commission 1 [kə'miʃən] n.委员会；佣金；犯；委任；委任状 vt.委任；使服役；委托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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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onsider 2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48 continued 1 [kən'tinju:d] adj.继续的；持久的 v.继续；逗留；维持原状（continue的过去分词）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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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51 count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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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ry 1 [krai] vt.叫喊；哭出；大声说 n.叫喊；叫声；口号；呼叫 vi.哭；叫；喊

53 curfew 1 ['kə:fju:] n.宵禁；宵禁令；晚钟；打晚钟时刻

54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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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56 demanded 2 英 [dɪ'mɑːnd] 美 [dɪ'mænd] n. 要求；需求 v. 要求；查问；需要

57 demonstrations 1 [demənst'reɪʃnz] n. 课堂演示；示范 名词demonstration的复数形式.

58 demonstrators 1 n.游行示威者( demonstrator的名词复数 ); 证明者，示范者

59 deployed 1 [dɪ'plɔɪ] v. 部署；展开；进入战斗位置；配置

60 destruction 1 [di'strʌkʃən] n.破坏，毁灭；摧毁

61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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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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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draw 1 [drɔ:] vt.画；拉；吸引 vi.拉；拖 n.平局；抽签 n.(Draw)人名；(英)德劳

66 earlier 2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67 eased 1 [iː zd] adj. 放松的 动词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68 economic 2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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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lection 4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71 elections 1 n. 选举，选举制；投票（election的复数形式）

72 emergency 1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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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ven 1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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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perienced 1 [ik'spiəriənst] adj.老练的，熟练的；富有经验的

77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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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feared 1 v.畏惧(f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为…忧虑（或担心、焦虑）；敬畏（神等）；感到害怕

80 fearing 1 英 [fɪə(r)] 美 [fɪr] n. 担心；害怕；恐惧；【中药学】相畏 v. 害怕；担心；恐惧

81 follow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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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3 form 1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84 form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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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freed 1 [f'riː d] adj. 释放的 动词fre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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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Friday 1 ['fraidi] n.星期五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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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gained 1 [geɪnd] adj.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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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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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government 7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93 grew 1 [gru:] v.成长，种植（grow的过去式） n.(Grew)人名；(芬)格雷夫；(英、葡)格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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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ha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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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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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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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hi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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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his 5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00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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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103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04 i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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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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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influenced 1 ['ɪnfluəns] v. 影响；感染；<美俚>在(饮料)中加烈酒 n. 影响力；影响；权势；势力；有影响的人(或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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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9 isayev 1 伊萨耶夫

110 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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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12 jail 1 [dʒeil] n.监狱；监牢；拘留所 vt.监禁；下狱 n.(Jail)人名；(英)杰尔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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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kanat 1 [kə'næt] 暗渠

115 Kyrgyz 1 英 ['kɜːɡɪz] 美 ['kɪrɡɪz] 吉尔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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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l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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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lawmaker 1 ['lɔ:,meikə] n.立法者

119 leader 2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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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22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123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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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military 1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126 million 1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127 minister 2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128 moment 1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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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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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must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131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32 newly 1 ['nju:li] adv.最近；重新；以新的方式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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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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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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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137 of 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38 off 2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139 office 2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140 offices 1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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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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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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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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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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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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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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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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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outcome 1 ['autkʌm] n.结果，结局；成果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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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own 1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152 parliament 4 ['pɑ:ləmənt] n.议会，国会

153 parliamentary 2 [,pɑ:lə'mentəri] adj.议会的；国会的；议会制度的

154 parti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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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se 2 [pɔ:z] n.暂停；间歇 vi.暂停，停顿，中止；踌躇 n.(Pause)人名；(德)保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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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58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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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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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politicians 1 [pɒlɪ'tɪʃnz] 政治家

162 poorest 1 [pʊərɪst] adj. 最穷的 形容词poor的最高级.

163 popular 2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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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president 5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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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pr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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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pro 1 [prəu] adv.赞成地 n.赞成者；赞成的意见 prep.赞成 n.(Pro)人名；(意)普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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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promised 1 英 ['prɒmɪs] 美 ['prɑːmɪs] n. 诺言；预示；约定；(有)希望 v. 允诺；发誓；答应；有希望

171 protesters 3 n.抗议者( protester的名词复数 ); 反对者; 拒绝者; 断言者

172 protestor 1 [prəu'testə] n.抗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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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protests 4 英 ['prəʊtest] 美 ['proʊtest] n. 抗议；反对 v. 抗议；反对；申明；断言

174 push 1 vt.推动，增加；对…施加压力，逼迫；按；说服 vi.推进；增加；努力争取 n.推，决心；大规模攻势；矢志的追求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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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177 receives 1 [rɪ'siː v] v. 接到；收到；接待

178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79 refused 1 [rɪ'fjuːz] v. 拒绝 n. 垃圾；废物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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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182 remove 1 [ri'mu:v] vt.移动，迁移；开除；调动 vi.移动，迁移；搬家 n.移动；距离；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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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reopened 1 英 [ˌriː 'əʊpən] 美 [ˌriː 'oʊpən] v. 重开；再开

185 repeatedly 1 [rɪ'piː tɪdli] adv. 重复地；再三地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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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188 resign 3 [ri'zain] vt.辞职；放弃；委托；使听从 vi.辞职 n.辞去职务

189 resignation 3 [,rezig'neiʃən] n.辞职；放弃；辞职书；顺从

190 resigning 2 [rɪ'zaɪn] v. 辞职；放弃；顺从；听任

191 results 2 [rɪ'zʌlts] n. 结果

192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193 Russian 2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194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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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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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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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seizing 1 ['si:ziŋ] n.抓；夺；捆绑 v.抓住；利用（seize的ing形式）；理解

199 shand 2 n. 尚德

200 shed 2 [ʃed] vt.流出；摆脱；散发；倾吐 vi.流出；脱落；散布 n.小屋，棚；分水岭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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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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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situation 2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04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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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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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speaker 2 ['spi:kə] n.演讲者；扬声器；说话者；说某种语言的人 n.(Speaker)人名；(英)斯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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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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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10 stay 1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211 stayed 1 [steɪ] v. 停留；逗留；保持 n. 停留；逗留

212 sto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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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stopped 1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214 stores 1 [s'tɔː z]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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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streets 2 [st'riː ts] 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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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sup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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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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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supporters 2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220 susan 2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21 tense 1 [tens] adj.紧张的；拉紧的 vt.变得紧张；使拉紧 vi.拉紧，变得紧张 n.时态

222 tensions 2 ['tenʃn] n. 紧张；拉力；张力；紧张状态；[电]电压 vt. 使拉紧；使绷紧

223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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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the 4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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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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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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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29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230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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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32 Thursday 2 ['θə:zdi; -dei] n.星期四

233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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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t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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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36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37 troops 1 n.[军]部队；[军]军队（troop的复数形式）

238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239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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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242 uprising 2 ['ʌp,raiziŋ] n.起义；升起 adj.升起的 v.起义（uprise的ing形式）；升起

243 uprisings 1 n.起义，暴动( uprising的名词复数 )

244 urged 1 ['ɜːdʒd] v. 催促；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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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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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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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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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251 week 2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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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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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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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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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worsen 1 ['wəsən] vi.恶化；变得更坏；更坏 vt.使恶化；使变得更坏

259 would 3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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