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0-09 [As It Is] Nobel Peace Prize Awarded to Journalists
Ressa and Muratov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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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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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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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Nobe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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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prize 9 [praiz] n.奖品；奖赏；战利品 vt.珍视；捕获；估价 adj.获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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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ssa 8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 Society of South America) 南美康复工程学会

10 muratov 7 穆拉托夫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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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committee 6 [kə'miti] n.委员会

13 journalists 5 ['dʒɜːnəlɪsts] n. 记者；新闻工作者(复数)

14 Philippines 5 ['filipi:nz; fili'pi:nz] n.菲律宾

15 s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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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thei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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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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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9 journalism 4 ['dʒə:nəlizəm] n.新闻业，新闻工作；报章杂志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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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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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peace 4 [pi:s] n.和平；平静；和睦；秩序 n.(Peace)人名；(英)皮斯

23 Russia 4 ['rʌʃə] n.俄罗斯

24 someth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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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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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were 4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7 wi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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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dded 3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29 Andersen 3 ['ændəsn] n.安徒生（丹麦的童话作家）

30 countries 3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31 defend 3 [di'fend] vt.辩护；防护 vi.保卫；防守

32 dmitry 3 n. 德米特里

33 freedom 3 ['fri:dəm] n.自由，自主；直率 n.(Freedom)人名；(英)弗里德姆

34 gazeta 3 加泽塔

35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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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media 3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37 reiss 3 n. 赖斯

38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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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40 who 3 pron.谁；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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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won 3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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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adverse 2 ['ædvə:s, æd'və:s] adj.不利的；相反的；敌对的（名词adverseness，副词adversely）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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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Ashley 2 n.艾希莉（人名）

46 awarded 2 英 [ə'wɔː d] 美 [ə'wɔː rd] n. 奖品；奖 v. 授予；给予；判给

47 bad 2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48 based 2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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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ourageous 2 [kə'reidʒəs] adj.有胆量的，勇敢的

51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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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pression 2 [英 [ɪk'spreʃn] 美 [ɪkˈsprɛʃən] n.表现，表示，表达；表情，脸色，态度，腔调，声调；式，符号；词句，语句，措
辞，说法

53 false 2 [fɔ:ls] adj.错误的；虚伪的；伪造的 adv.欺诈地

54 fight 2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55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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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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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Gorbachev 2 n.戈尔巴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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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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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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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62 ideal 2 [ai'diəl] adj.理想的；完美的；想象的；不切实际的 n.理想；典范

63 independent 2 [,indi'pendənt] adj.独立的；单独的；无党派的；不受约束的 n.独立自主者；无党派者

64 killed 2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65 libel 2 ['laibəl] n.诽谤罪；诋毁；毁坏名誉的东西；控诉书 vt.中伤；控告；对…进行诽谤 vi.进行文字诽谤

66 Maria 2 [riə; 'mεəriə] n.玛丽亚（女名）

67 money 2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68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69 newspaper 2 ['nju:s,peipə, 'nju:z-] n.报纸 报社 旧报纸

70 not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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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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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pow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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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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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protect 2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75 reported 2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76 reporters 2 媒体记者

77 reporting 2 英 [rɪ'pɔː tɪŋ] 美 [rɪ'pɔː 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78 respond 2 [ri'spɔnd] vi.回答；作出反应；承担责任 vt.以…回答 n.应答；唱和

79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80 rsf 2 (=raw soybean flour) 生大豆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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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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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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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Thompson 2 ['tɔmpsn] n.汤普森（姓）

85 today 2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86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87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88 very 2 ['veri] adj.恰好是，正是；甚至；十足的；特有的 adv.非常，很；完全 n.(Very)人名；(英)维里

89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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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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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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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abuse 1 [ə'bju:z, ə'bju:s] n.滥用；虐待；辱骂；弊端；恶习，陋习 vt.滥用；虐待；辱骂 n.(Abuse)人名；(英)阿比斯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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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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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admire 1 [əd'maiə] vt.钦佩；赞美 vi.钦佩；称赞

97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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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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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am 1 abbr.调频，调谐，调幅（amplitudemodulation） vi.（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 aux.（与v-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与v-
ed连用构成被动语态） n.（柬）安（人名）

101 anastasia 1 [,ænə'steizjə; ,ɑ:nə'stɑ:ʃə] n.阿纳斯塔西娅（女子名）

102 anna 1 ['ænə] n.安娜（女子名）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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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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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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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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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attack 1 [ə'tæk] n.攻击；抨击；疾病发作 vt.攻击；抨击；动手干 vi.攻击；腐蚀 n.(Attack)人名；(瑞典)阿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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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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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award 1 [ə'wɔ:d] vt.授予；判定 n.奖品；判决

112 awards 1 英 [ə'wɔː d] 美 [ə'wɔː rd] n. 奖品；奖 v. 授予；给予；判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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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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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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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believes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117 berit 1 贝丽特

118 Borders 1 n.鲍德斯（公司名，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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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brave 1 [breiv] adj.勇敢的；华丽的 vt.勇敢地面对 n.勇士 n.(Brave)人名；(英)布雷夫；(俄)布拉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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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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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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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case 1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125 causes 1 [kɔː zɪz] n. 原因，理由；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

126 centered 1 ['sentəd] adj.居中的；有圆心的 v.集中；居中（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27 chairs 1 英 [tʃeə(r)] 美 [tʃer] n. 椅子；(会议的)主席 vt. 主持；当 ... 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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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co 1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129 computers 1 [kəm'pju tːəz] n.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

130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131 continuing 1 [kən'tɪnjuɪŋ] adj. 连续的；持续的；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

132 controversial 1 [,kɔntrə'və:ʃəl] adj.有争议的；有争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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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cou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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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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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curious 1 ['kjuəriəs] adj.好奇的，有求知欲的；古怪的；爱挑剔的

137 dedicate 1 ['dedikeit, 'dedikit, -keit] vt.致力；献身；题献

138 dedicated 1 ['dedikeitid] adj.专用的；专注的；献身的 v.以…奉献；把…用于（dedic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9 democracy 1 [di'mɔkrəsi] n.民主，民主主义；民主政治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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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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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drug 1 [drʌg] n.药；毒品；麻醉药；滞销货 vt.使服麻醉药；使服毒品；掺麻醉药于 vi.吸毒 n.(Drug)人名；(罗)德鲁格

143 duterte 1 迪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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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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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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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verywhere 1 ['evrihwεə] adv.到处 n.每个地方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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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faced 1 [feist] adj.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有…表面的 v.面对（face的过去分词）

151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152 field 1 ['fi:ld] n.领域；牧场；旷野；战场；运动场 vi.担任场外队员 adj.扫描场；田赛的；野生的 vt.把暴晒于场上；使上场 n.
(Field)人名；(英、法、德、葡)菲尔德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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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55 founded 1 [faʊnd] v. 建立；创立；创办；熔铸；找到，发现（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6 founders 1 英 ['faʊndə(r)] 美 ['faʊndər] n. 创立者 v. 摔倒；失败；沉没；弄跛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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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French 1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159 Friday 1 ['fraidi] n.星期五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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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162 guilty 1 ['gilti] adj.有罪的；内疚的

163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164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5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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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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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honor 1 ['ɔnə] n.荣誉；信用；头衔 vt.尊敬（等于honour）；给…以荣誉

168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169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170 Igor 1 n. 伊戈尔(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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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imitate 1 ['imiteit] vt.模仿，仿效；仿造，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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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increasingly 1 [in'kri:siŋli] adv.越来越多地；渐增地

174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75 investigative 1 [in'vestigeitiv] adj.研究的；调查的；好调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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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journalist 1 ['dʒə:nəlist] n.新闻工作者；报人；记日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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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ders 1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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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lies 1 [laɪ] v. 躺下；位于；在于；平放；存在；延伸；说谎 n. 谎言

183 markelov 1 马尔克洛夫

184 mentioned 1 ['menʃnd] adj. 提到的；提过的 动词menti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5 message 1 ['mesidʒ] n.消息；差使；启示；预言；广告词 vi.报信，报告；[通信]报文 vt.通知

186 mikhail 1 n. 米哈伊尔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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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murder 1 ['mə:də] vt.谋杀，凶杀 n.谋杀，凶杀 vi.杀人，犯杀人罪

189 mur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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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murderous 1 ['mə:dərəs] adj.杀人的，残忍的；凶残的；蓄意谋杀的

191 natasha 1 [nə'tɑ:ʃə] n.娜塔莎（女子名，等于Natascha）

192 Norwegian 1 [nɔ:'wi:dʒən] adj.挪威的；挪威语的；挪威人的 n.挪威语；挪威人

193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94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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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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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opinion 1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198 opponents 1 [ə'pəʊnənts]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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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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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paper 1 ['peipə] n.纸；论文；文件；报纸 adj.纸做的 vt.用纸糊；用纸包装 vi.贴糊墙纸；发交通违章传票 n.(Paper)人名；(俄)帕
佩尔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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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Philippine 1 ['filipi:n] adj.菲律宾的；菲律宾人的 n.菲律宾人

204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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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207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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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propaganda 1 [,prɔpə'gændə] n.宣传；传道总会

210 providing 1 [prəu'vaidiŋ] conj.假如，以…为条件 v.供给（provide的ing形式）；预备

211 publication 1 [,pʌbli'keiʃən] n.出版；出版物；发表

212 publishing 1 ['pʌbliʃiŋ] n.出版；出版业 adj.出版的；出版业的 v.出版；发行（publish的现在分词形式）；发表

213 rarely 1 ['rεəli] adv.很少地；难得；罕有地

214 reaction 1 [ri'ækʃən, ri:-] n.反应，感应；反动，复古；反作用

215 remember 1 [ri'membə] vt.记得；牢记；纪念；代…问好 vi.记得，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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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reporter 1 [ri'pɔ:tə] n.记者

217 representatives 1 [reprɪ'zentətɪvz] n. 众议院议员；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

218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19 rodrigo 1 n.罗德里戈（歌曲名称）

220 Russian 1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221 Russians 1 n. 俄罗斯人

222 sentenced 1 ['sentəns] n. 句子；判决 vt. 宣判；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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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shown 1 ['ʃəun] v.解释（show的过去分词）；给予；表露

225 signal 1 n.信号；暗号；导火线 vt.标志；用信号通知；表示 adj.显著的；作为信号的 vi.发信号 n.(Signal)人名；(瑞典)西格纳尔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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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28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229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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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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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pread 1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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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stas 1 n. 斯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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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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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39 toward 1 [英 [tɔ:d, təʊrd, tə̍ wɔ:d] 美 [tɔrd, tord, təˈwɔrd]] prep.向；对于；为了；接近 adj.即将来到的，进行中的 n.(Toward)人名；
(英)特沃德

240 twenty 1 ['twenti] n.二十；二十年代 num.二十 adj.二十的

241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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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violations 1 [vaɪə'leɪʃnz] n. 侵害，违反（名词violation的复数形式）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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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war 1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245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246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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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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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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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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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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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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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4 workers 1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255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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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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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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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yuri 1 n. 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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