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1-06 [As It Is] Kosovo President Resigns to Face War Crimes
Charge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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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i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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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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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for 11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 war 11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8 thaci 9 萨奇

9 Kosovo 8 ['kɔ:səvəu] n.科索沃（南斯拉夫自治省名）

10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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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t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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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court 6 [kɔ:t] n.法院；球场；朝廷；奉承 vt.招致（失败、危险等）；向…献殷勤；设法获得 vi.求爱 n.(Court)人名；(英)考特；
(法)库尔

14 crimes 6 [k'raɪmz] 犯罪

15 h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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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gainst 5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17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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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president 5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9 Albanian 4 [æl'beiniən] n.阿尔巴尼亚人 adj.阿尔巴尼亚的

20 charges 4 [t'ʃɑːdʒɪz] n. 费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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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our 4 ['auə, ɑ:] pron.我们的

23 accused 3 [ə'kju:zd] n.被告 adj.被控告的 v.指责；控告（accuse的过去式）

24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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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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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thnic 3 ['eθnik] adj.种族的；人种的

28 government 3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29 Hague 3 [heig] n.海牙（荷兰一座城市）

30 is 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31 liberation 3 [,libə'reiʃən] n.释放，解放

32 minister 3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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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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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pers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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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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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alleged 2 [ə'ledʒd] adj.所谓的；声称的；被断言的 v.宣称（alle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断言

38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39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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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army 2 ['ɑ:mi] n.陆军，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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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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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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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brought 2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44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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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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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rime 2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48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49 f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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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foreign 2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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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fought 2 [fɔ:t] v.战斗（fight的过去分词）；打架

53 freedom 2 ['fri:dəm] n.自由，自主；直率 n.(Freedom)人名；(英)弗里德姆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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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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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guilty 2 ['gilti] adj.有罪的；内疚的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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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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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60 indictment 2 [in'daitmənt] n.起诉书；控告

61 integrity 2 [in'tegrəti] n.完整；正直；诚实；廉正

62 involvement 2 n.参与；牵连；包含；混乱；财政困难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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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kla 2 Kansas Library Association 堪萨斯图书馆协会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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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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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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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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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persecution 2 [,pə:si'kju:ʃən] n.迫害；烦扰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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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prosecutor 2 ['prɔsikju:tə] n.检察官；公诉人；[法]起诉人；实行者

73 prosecutors 2 [p'rɒsɪkju tːəz] 检察人员

74 protect 2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75 rebel 2 ['rebəl, ri'bel] vi.反叛；反抗；造反 n.反叛者；叛徒 adj.反抗的；造反的 n.(Rebel)人名；(德)雷贝尔；(英)里贝尔；(法)勒贝尔

76 Serbian 2 ['sə:biən] adj.塞尔维亚人（语）的；塞尔维亚的 n.塞尔维亚人（语）

77 should 2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78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79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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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statement 2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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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sublime 2 [sə'blaim] adj.庄严的；令人崇敬的；极端的；超群的 n.崇高；顶点 vt.使…纯化；使…升华；使…变高尚 vi.升华；纯
化；变高尚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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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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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Thursday 2 ['θə:zdi; -dei] n.星期四

85 veseli 2 韦塞利

86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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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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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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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accuse 1 [ə'kju:z] vt.控告，指控；谴责；归咎于 vi.指责；控告

91 acting 1 ['æktiŋ] adj.代理的；装腔作势的 n.演技；演戏；假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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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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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air 1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95 Albanians 1 n.阿尔巴尼亚的，阿尔巴尼亚人[语]的( Albanian的名词复数 )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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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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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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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any 1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100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101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02 assembly 1 n.装配；集会，集合 n.汇编，编译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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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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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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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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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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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behalf 1 [bi'hɑ:f] n.代表；利益

110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111 beliefs 1 n.信仰；信�（belief的复数）

112 belonged 1 [bɪ'lɒŋd] v. 应归入；属于（动词belon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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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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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campaign 1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116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117 ceremony 1 ['seriməuni] n.典礼，仪式；礼节，礼仪；客套，虚礼

118 civilians 1 n. 平民；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

119 closest 1 [k'ləʊsɪst] adj. 最靠近的

120 commander 1 [kə'mɑ:ndə] n.指挥官；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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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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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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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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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cruelly 1 ['kru:əli] adv.残酷地；非常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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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date 1 [deit] n.日期；约会；年代；枣椰子 vi.过时；注明日期；始于（某一历史时期） vt.确定…年代；和…约会 n.(Date)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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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伊达(姓)；(英)戴特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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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decided 1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131 decides 1 [dɪ'saɪd] v. 决定；判断；断定

132 declare 1 [di'klεə] vt.宣布，声明；断言，宣称 vi.声明，宣布

133 defendants 1 [dɪ'fendənts] n. 被告人 名词defendant的复数形式.

134 deny 1 [di'nai] vt.否定，否认；拒绝给予；拒绝…的要求 vi.否认；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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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disappearance 1 [,disə'piərəns] n.消失；不见

137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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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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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duties 1 [djː tɪs] n. 税；职责 名词dut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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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lect 1 [i'lekt] adj.选出的；当选的；卓越的 n.被选的人；特殊阶层；上帝的选民 vt.选举；选择；推选 vi.作出选择；进行选举

143 elected 1 v.（进行）选举(el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推举； 选择；决定（做某事）

144 e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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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nds 1 ['endz] n. 结束；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

146 enforced 1 [in'fɔ:st] adj.实施的；强制执行的 v.执行（enforce的过去分词）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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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njoyable 1 adj.快乐的；有乐趣的；令人愉快的

149 established 1 [i'stæbliʃt] adj.确定的；已制定的，已建立的

150 ethnicities 1 n.种族地位，种族特点，种族渊源( ethnicity的名词复数 )

151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152 extreme 1 [ik'stri:m] adj.极端的；极度的；偏激的；尽头的 n.极端；末端；最大程度；极端的事物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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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155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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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158 formally 1 ['fɔ:məli] adv.正式地；形式上

159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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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162 guerrilla 1 [gə'rilə] n.游击战；游击队

163 hand 1 [hænd] n.手，手艺；帮助；指针；插手 vt.传递，交给；支持；搀扶 n.(Hand)人名；(英、瑞典)汉德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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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hashim 1 哈希姆

166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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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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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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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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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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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honesty 1 ['ɔnisti] n.诚实，正直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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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humanity 1 [hju:'mænəti] n.人类；人道；仁慈；人文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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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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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illegal 1 adj.[法]非法的；违法的；违反规则的 n.非法移民，非法劳工

177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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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indict 1 [in'dait] vt.控告，起诉；[法]揭发

180 indicted 1 [ɪn'daɪt] v. 起诉；控告；指控

181 innocent 1 ['inəsənt] adj.无辜的；无罪的；无知的 n.天真的人；笨蛋 n.(Innocent)人名；(英、西)因诺森特；(法)伊诺桑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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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investigate 1 [in'vestigeit] v.调查；研究

184 judge 1 [dʒʌdʒ] vt.判断；审判 n.法官；裁判员 vi.审判；判决 n.(Judge)人名；(英)贾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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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kadri 1 卡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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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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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land 1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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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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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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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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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96 morally 1 ['mɔrəli, 'mɔ:-] adv.道德上；有道德地；确实地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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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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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murders 1 英 ['mɜːdə(r)] 美 ['mɜ rːdər] n. 谋杀；谋杀案；<俚>要命的事 vt. 谋杀；糟蹋；损坏 vi. 谋杀

200 nation 1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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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nato 1 ['neitəu] abbr.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AtlanticTreatyOrganization） n.(Nato)人名；(意)纳托

203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04 Netherlands 1 ['neðələndz] n.荷兰（形容词Netherlandish）；地区名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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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07 nine 1 [nain] n.九，九个 num.九；九个 adj.九的，九个的 n.(Nine)人名；(塞)尼内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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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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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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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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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opponents 1 [ə'pəʊnənts] 对手

213 osmani 1 奥斯马尼

214 otherwise 1 adv.否则；另外；在其他方面 adj.另外的；其他方面的；原本，本来 conj.其他；如果不；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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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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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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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parliament 1 ['pɑ:ləmənt] n.议会，国会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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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pay 1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220 persons 1 ['pɜːsnz] n. 人们 名词person的复数形式.

221 phr 1 ['piː 'etʃ'ɑ rː] n. 照相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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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presidency 1 ['prezidənsi] n.总统（或董事长、会长、大学校长等）的职位（任期）；管辖；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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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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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presse 1 Die Presse (German-Neue Freie Presse)-Vienna's Press (德语)维也纳通信社

227 price 1 [prais] n.价格；价值；代价 vt.给……定价；问……的价格 n.(Price)人名；(英)普赖斯；(法)普里斯；(葡、瑞典)普里塞

228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229 proud 1 [praud] adj.自豪的；得意的；自负的 n.(Proud)人名；(英)普劳德

230 proven 1 ['pru:vən] v.证明（prove的过去分词）

231 p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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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race 1 n.属，种；种族，人种；家庭，门第；赛事，赛跑 vt.使参加比赛；和…竞赛；使急走，使全速行进 vi.比速度，参加竞
赛；全速行进 n.(Race)人名；(英)雷斯；(塞)拉采

233 relate 1 [ri'leit] vt.叙述；使…有联系 vi.涉及；认同；符合；与…有某种联系

234 religion 1 [ri'lidʒən] n.宗教；宗教信仰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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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237 resigned 1 [ri'zaind] adj.顺从的；已辞职的；己放弃的 v.辞职；顺从（resign的过去分词）

238 resigns 1 [rɪ'zaɪn] v. 辞职；放弃；顺从；听任

239 responsible 1 [ri'spɔnsəbl] adj.负责的，可靠的；有责任的

240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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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Roma 1 ['rɔmə, 'rəu-] n.罗马，罗马帝国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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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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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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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Serb 1 [sə:b] adj.塞尔维亚的；塞尔维亚人的，塞尔维亚语的 n.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语

247 Serbia 1 ['sə:biə] n.塞尔维亚（南斯拉夫成员共和国名）

248 served 1 英 [sɜːv] 美 [sɜ rː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249 smallest 1 ['smɔː lɪst] adj. 最小的

250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251 step 1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252 still 1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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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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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suspects 1 [sə'spekt] v. 怀疑；猜想 n. 嫌疑犯 adj. 可疑的；不可信的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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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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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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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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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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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61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62 torture 1 ['tɔ:tʃə] vt.折磨；拷问；歪曲 n.折磨；拷问；歪曲

263 total 1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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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trial 1 ['traiəl] n.试验；审讯；努力；磨炼 adj.试验的；审讯的 n.(Trial)人名；(法)特里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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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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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unaccounted 1 [,ʌnə'kauntid] adj.未说明解释的；未包括在某数目中的；行踪不明的

269 unfairly 1 [ʌn'fɛəli] adv.不公平地；不正当地

270 unless 1 [ən'les] conj.除非，如果不 prep.除…之外

271 us 1 pron.我们

272 value 1 ['vælju:] n.值；价值；价格；重要性；确切涵义 vt.评价；重视；估价

273 victims 1 ['vɪktɪmz] n. 受害者 名词victim的复数形式.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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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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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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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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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wh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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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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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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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wrong 1 adv.错误地；邪恶地，不正当地 n.坏事；不公正 adj.错误的；失常的；不适当的 vt.委屈；无理地对待；诽谤 n.(Wrong)
人名；(英)朗

283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84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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