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2-31 [As It Is] Russia Orders Human Rights Group to Clos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3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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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n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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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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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rial 12 [英 [mə'mɔ:rɪəl] 美 [məˈmɔriəl, -ˈmor] n.纪念碑，纪念馆；纪念仪式；纪念物 adj.记忆的；纪念的，追悼的

7 a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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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o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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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sai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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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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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human 8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13 internationa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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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rights 8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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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group 7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7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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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been 6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20 h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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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sovie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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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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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historians 5 [hɪs'tɔː riənz] 历史学家

24 history 5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25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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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organization 5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27 Russia 5 ['rʌʃə] n.俄罗斯

28 years 5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29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30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1 officials 4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32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33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4 become 3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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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gulag 3 ['gu:'læg] n.古拉格（集中营）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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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historical 3 [his'tɔrikəl] adj.历史的；史学的；基于史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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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kremlin 3 ['kremlin] n.克里姆林宫（前苏联政府） adj.克里姆林宫的；前苏联政府的

40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41 Putin 3 ['putin] n.普京（人名）

42 razumov 3 拉祖莫夫

43 Russian 3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44 Stalin 3 ['sta:lin] n.斯大林（前苏联领导人）

45 sta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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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statement 3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47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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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Tuesday 3 ['tju:zdi; -dei] n.星期二

50 union 3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51 victims 3 ['vɪktɪmz] n. 受害者 名词victim的复数形式.

52 abuses 2 [ə'bjuːs] n. 滥用；恶习 vt. 滥用；辱骂；虐待

53 ac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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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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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affront 2 [ə'frʌnt] vt.冒犯，有意冒犯；面对；公开侮辱 n.轻蔑；公开侮辱 n.(Affront)人名；(英)阿弗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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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58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59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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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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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ause 2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62 center 2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63 close 2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64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65 dmitriyev 2 德米特里耶夫

66 etc 2 adv.等等，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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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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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foundation 2 [faun'deiʃən] n.基础；地基；基金会；根据；创立

70 government 2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71 gre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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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guilty 2 ['gilti] adj.有罪的；内疚的

73 historian 2 [his'tɔ:riən] n.历史学家

74 image 2 ['imidʒ] n.影像；想象；肖像；偶像 vt.想象；反映；象征；作…的像 n.(Image)人名；(法)伊马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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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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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late 2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78 memory 2 ['meməri] n.记忆，记忆力；内存，[计]存储器；回忆 n.(Memory)人名；(英)梅默里

79 monopolize 2 [mə'nɔpəlaiz] vt.垄断；独占；拥有…的专卖权

80 noble 2 ['nəubl] adj.高尚的；贵族的；惰性的；宏伟的 n.贵族 vt.抓住；逮捕 n.(Noble)人名；(英、法、意)诺布尔；(西)诺夫莱；
(阿拉伯)努布莱

81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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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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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per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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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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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reconciliation 2 [,rekənsili'eiʃən] n.和解；调和；和谐；甘愿

86 recording 2 [ri'kɔ:diŋ] n.录音；唱片 adj.记录的；记录用的 v.录音；记录；录像（record的ing形式）

87 ruling 2 ['ru:liŋ] adj.统治的；主要的；支配的；流行的，普遍的 n.统治，支配；裁定

88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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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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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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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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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terror 2 ['terə] n.恐怖；恐怖行动；恐怖时期；可怕的人 n.(Terror)人名；(南非)特罗尔

93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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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topic 2 ['tɔpik] n.主题（等于theme）；题目；一般规则；总论

95 trumped 2 [trʌmp] n. 王牌；法宝 v. 打出王牌；胜过；吹喇叭

96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97 under 2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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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VOA 2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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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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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who 2 pron.谁；什么人

103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04 Yeltsin 2 n.叶利钦（俄罗斯前总统）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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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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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achieve 1 vt.取得；获得；实现；成功 vi.达到预期的目的，实现预期的结果，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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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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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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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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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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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Alexei 1 阿列克谢

115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16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17 amnesty 1 ['æmnisti] n.大赦，特赦 vt.对…实行大赦

118 anatoly 1 阿纳托利

119 andrei 1 安德烈（人名）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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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Antony 1 ['æntəni] n.安东尼（男子名）

122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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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25 argument 1 ['ɑ:gjumənt] n.论证；论据；争吵；内容提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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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authorities 1 [ɔː 'θɒrɪtɪs] n. 当局；官方 名词authorit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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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battle 1 ['bætl] n.战役；斗争 vi.斗争；作战 vt.与…作战 n.(Battle)人名；(英)巴特尔；(法)巴特勒；(西)巴特莱

129 behalf 1 [bi'hɑ:f] n.代表；利益

130 blinken 1 n. 布林肯

131 blo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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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boris 1 ['bɔris] n.鲍里斯（男子名）

133 branch 1 [brɑ:ntʃ, bræntʃ] vt.分支；出现分歧 vi.分支；出现分歧 n.树枝，分枝；分部；支流 n.(Branch)人名；(英)布兰奇

134 breaking 1 ['breikiŋ] n.破坏；阻断 v.破坏（break的ing形式）

135 Buchenwald 1 ['bu:hənwɔ:ld] n.布痕瓦尔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市镇）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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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38 campaigns 1 [kæm'peɪn] n. 运动；战役；活动；竞选运动 v. 参加竞选；从事运动

139 camps 1 [kæmp] n. 野营；帐篷；营地 v. 宿营；露营；扎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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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charge 1 [tʃɑ:dʒ] n.费用；电荷；掌管；控告；命令；负载 vt.使充电；使承担；指责；装载；对…索费；向…冲去 vi.充电；控
告；索价；向前冲；记在账上 n.(Charge)人名；(法)沙尔热；(英)查奇

142 charged 1 [tʃɑ:dʒd] adj.带电的；充满感情的；气氛紧张的 vt.填充

143 charges 1 [t'ʃɑːdʒɪz] n. 费用

144 child 1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145 citizens 1 ['sɪtɪzənz] 公民

146 claimed 1 [kleɪm] n. 要求；要求权；主张；断言；声称；要求物 vt. 要求；请求；主张；声称；断言

147 claims 1 [kleɪm] n. 要求；要求权；主张；断言；声称；要求物 vt. 要求；请求；主张；声称；断言

148 closing 1 ['kləuziŋ] adj.收盘的；结束的；结尾的 n.结尾辞 v.关闭（close的ing形式）

149 closure 1 ['kləuʒə] n.关闭；终止，结束 vt.使终止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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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collaborator 1 [kə'læbəreitə(r)] n.[劳经]合作者；勾结者；通敌者

152 collaborators 1 [kə'læbəreɪtəz] n. 合作者；通敌者，汉奸（名词collaborator的复数形式）

153 collective 1 [kə'lektiv] adj.集体的；共同的；集合的；集体主义的 n.集团；集合体；集合名词

154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155 committee 1 [kə'miti] n.委员会

156 communist 1 ['kɔmjunist] n.共产党员；共产主义者 adj.共产主义的

157 concerned 1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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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count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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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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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162 creates 1 [kri'ː eɪts] n. 创立 创建.

163 crime 1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164 crimes 1 [k'raɪmz] 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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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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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debate 1 [di'beit] vt.辩论，争论，讨论 vi.辩论，争论，讨论 n.辩论；辩论会

169 declared 1 [di'klεəd] adj.公然的；公开宣布的

170 defenders 1 [dɪ'fendəz] 后卫

171 deliberately 1 [di'libərətli] adv.故意地；谨慎地；慎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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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denounced 1 [dɪ'naʊns] v. 谴责；告发；通告废除

173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174 dettmer 1 n. 德特默

175 dictator 1 [dik'teitə, 'dikteitə] n.独裁者；命令者

176 died 1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177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178 diminish 1 [di'miniʃ] vt.使减少；使变小 vi.减少，缩小；变小

179 diminishing 1 [dɪ'mɪnɪʃɪŋ] n. 减小；削弱 动词diminish的现在分词.

180 disagree 1 [,disə'gri:] vi.不同意；不一致；争执；不适宜

181 disagreement 1 [,disə'gri:mənt] n.不一致；争论；意见不同

182 discovering 1 v.发现；使被知晓（discover的ing形式）

183 discovery 1 [dis'kʌvəri] n.发现，发觉；被发现的事物

184 dissident 1 ['disidənt] n.持不同政见者，意见不同的人 adj.持不同政见的，意见不同的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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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donations 1 [dəʊ'neɪʃnz] 募捐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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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dora 1 ['dɔ:rə] abbr.运筹学与分析局（DirectorateofOperationalandAnalysis）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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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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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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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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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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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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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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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ecution 1 [,eksi'kju:ʃən] n.执行，实行；完成；死刑

199 extremism 1 [ik'stri:mizəm] n.极端主义（尤指政治上的极右或极左）；极端性；过激主义

200 fall 1 [fɔ:l] vi.落下；变成；来临；减弱 n.下降；秋天；瀑布 vt.砍倒；击倒 adj.秋天的 n.(Fall)人名；(法、芬、瑞典)法尔；(英、
匈)福尔；(阿拉伯)法勒

201 false 1 [fɔ:ls] adj.错误的；虚伪的；伪造的 adv.欺诈地

202 falsification 1 ['fɔ:lsifi'keiʃən] n.伪造；歪曲；[审计]篡改；证明是假

203 famous 1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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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finished 1 ['finiʃt] adj.完结的，完成的；精巧的 v.完成；结束；毁掉（finish的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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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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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209 friendly 1 ['frendli] adj.友好的；亲切的；支持的；融洽的，和睦的 adv.友善地；温和地 n.(Friendly)人名；(英)弗兰德利

210 frowned 1 [fraʊn] n. 皱眉；不悦 v. 不同意；皱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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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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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Gorbachev 1 n.戈尔巴乔夫

214 Graves 1 [grɑ:v] n.（法国）格拉夫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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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216 hands 1 n.[解剖]手（hand的复数） v.给，传递（hand的单三形式） n.(Hands)人名；(英)汉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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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heinrich 1 n.海因里希（男子名）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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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honest 1 ['ɔnist] adj.诚实的，实在的；可靠的；坦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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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identified 1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3 identify 1 vt.确定；鉴定；识别，辨认出；使参与；把…看成一样vi.确定；认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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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importance 1 [im'pɔ:təns] n.价值；重要；重大；傲慢

226 imprisoned 1 [ɪm'prɪzn] v. 监禁；关押；束缚

227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8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229 insults 1 [ɪn'sʌlt] n. 侮辱；辱骂；冒犯 vt. 侮辱；辱骂；凌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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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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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jailed 1 ['dʒeɪld] adj. 监禁的；拘留的

233 jamie 1 n.杰米（男子名）

234 Josef 1 n.约瑟夫（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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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labeled 1 ['leɪbld] adj. 有标签的 动词lab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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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law 1 [lɔ:] n.法律；规律；法治；法学；诉讼；司法界 vi.起诉；控告 vt.控告；对…起诉 n.(La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
(英、缅、柬)劳

239 lawlor 1 n. 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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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legal 1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242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243 liberal 1 ['libərəl] adj.自由主义的；慷慨的；不拘泥的；宽大的 n.自由主义者 n.(Liberal)人名；(葡)利贝拉尔

244 list 1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245 ll 1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246 located 1 英 [ləʊ'keɪtɪd] 美 ['loʊkeɪtɪd] adj. 处于；位于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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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low 1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249 made 1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250 maintained 1 [meɪn'teɪnd] 维护

251 make 1 [meik] vt.使得；进行；布置，准备，整理；制造；认为；获得；形成；安排；引起；构成 vi.开始；前进；增大；被制
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252 Mary 1 ['mɛəri] n.玛丽（女子名）

253 mass 1 n.块，团；群众，民众；大量，众多；质量 adj.群众的，民众的；大规模的，集中的 vi.聚集起来，聚集 vt.使集合

254 meant 1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255 memorializing 1 [mə'mɔː riəlaɪz] vt. 纪念；请愿

256 memorials 1 [mɪ'mɔː riəlz] n. 纪录

257 mikhail 1 n. 米哈伊尔

258 misrepresenting 1 [ˌmɪsˌreprɪ'zent] v. 误称；歪曲；不合适地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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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missions 1 ['mɪʃn] n. 使命；代表团；任务；布道

260 modern 1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261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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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Moscow 1 ['mɔskəu] n.莫斯科（俄罗斯首都）

264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265 Nazi 1 ['nɑ:tsi, 'næ-] n.纳粹党人；纳粹主义信徒 adj.纳粹党的；纳粹主义的 n.(Nazi)人名；(布基)纳齐；(俄)娜济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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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nongovernmental 1 [nɒnɡʌvnmenlt] adj. 非政府的；非政治(上)的

268 obvious 1 ['ɔbviəs] adj.明显的；显著的；平淡无奇的

269 offenders 1 犯罪人

270 offends 1 [ə'fend] vt. 冒犯；犯罪 vi. 违反；令人不适

271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272 ord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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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orders 1 英 ['ɔː də(r)] 美 ['ɔː rdər] n. 顺序；条理；订单；命令；秩序；阶层；[生]目；点的东西 v. 命令；定购；调整；整理；点餐；
预定，订货

274 organizations 1 [ˌɔː ɡənaɪ'zeɪʃnz] n. 组织机构（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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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partner 1 ['pɑ:tnə] n.伙伴；合伙人；配偶 vi.合伙；合股；成为搭档 vt.使合作；与…合伙 n.(Partner)人名；(英、德)帕特纳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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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279 persecution 1 [,pə:si'kju:ʃən] n.迫害；烦扰

280 personal 1 ['pə:sənl] adj.个人的；身体的；亲自的 n.人事消息栏；人称代名词

281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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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prison 1 ['prizən] n.监狱；监禁；拘留所 vt.监禁，关押 n.(Prison)人名；(德)普里松

284 prisoners 1 服刑人员

285 prosecutor 1 ['prɔsikju:tə] n.检察官；公诉人；[法]起诉人；实行者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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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publications 1 [prblɪ'keɪans] n. 出版物 名词publication的复数形式.

288 purge 1 [pə:dʒ] vi.净化；通便 vt.净化；清洗；通便 n.净化；泻药

289 purges 1 英 [pɜːdʒ] 美 [pɜ rːdʒ] n. 整肃；清除；泻药；净化 v. 净化；清除；清洗

290 qualities 1 [统计] 质

291 quiet 1 adj.安静的；安定的；不动的；温顺的 n.安静；和平 vt.使平息；安慰 vi.平静下来

292 rapporteur 1 [,ræpɔ:'tə:] n.记录员；书记；大会报告起草人

293 reasons 1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294 receive 1 [ri'si:v] 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295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96 recorded 1 [ri'kɔ:did] adj.记录的 v.记录；录音（record的过去分词）

297 register 1 ['redʒistə] vt.登记；注册；记录；挂号邮寄；把…挂号；正式提出 vi.登记；注册；挂号 n.登记；注册；记录；寄存
器；登记簿 n.(Register)人名；(英)雷吉斯特

298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99 remembrance 1 [ri'membrəns] n.回想，回忆；纪念品；记忆力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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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repaired 1 英 [rɪ'peə(r)] 美 [rɪ'per] v. 修理；修补；补救；赴；去 n. 修理；修补；补救；维修工作；维修状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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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requires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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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researching 1 英 [rɪ'sɜ tːʃ] 美 [rɪ'sɜ rːtʃ] n. 研究；调查 v. 研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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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Russians 1 n. 俄罗斯人

307 Sakharov 1 n.(Sakharov)人名；(俄)萨哈罗夫

308 secretary 1 ['sekrətəri] n.秘书；书记；部长；大臣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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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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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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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sex 1 [seks] n.性；性别；性行为；色情 vt.引起…的性欲；区别…的性别

313 shand 1 n. 尚德

314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315 silence 1 ['sailəns] n.沉默；寂静；缄默；不谈；无声状态 vt.使沉默；使安静；压制；消除噪音 int.安静！；别作声！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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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sites 1 [saɪt] n. 地点；位置；现场 vt. 使 ... 位于

318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319 slowly 1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320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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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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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spreading 1 ['spredɪŋ] n.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

324 sudden 1 ['sʌdən] adj.突然的，意外的；快速的 n.突然发生的事

325 supreme 1 [sju'pri:m, sə-] adj.最高的；至高的；最重要的 n.至高；霸权

326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327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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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target 1 n.目标，指标；（攻击的）对象；靶子 v.把...作为目标；面向，对准（某群体） n.（Target）美国塔吉特公司

330 targeted 1 英 ['tɑːɡɪt] 美 ['tɑ rːɡɪt] n. 目标；对象；靶 vt. 把 ... 作为目标；瞄准

331 terrorism 1 ['terərizəm] n.恐怖主义；恐怖行动；恐怖统治

332 terrorist 1 ['terərist] n.恐怖主义者，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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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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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336 threat 1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337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38 tried 1 adj.可靠的；试验过的 v.尝试，审问，审理，审讯，审判（try的过去分词）

339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340 unpatriotic 1 英 [ˌʌnˌpætri'ɒtɪk] 美 [ˌʌnˌpeɪtri'ɑ tːɪk] adj. 不爱国的；无爱国心的

341 USSR 1 英 [ˌjuːeses'ɑ (ːr)] 美 [ˌjuːeses'ɑ rː] abbr. 苏联（=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342 version 1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343 ve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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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violent 1 ['vaiələnt] adj.暴力的；猛烈的

345 Vladimir 1 ['vlædimə] n.弗拉基米尔（古罗斯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的古都）

346 voice 1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347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48 warned 1 英 [wɔː n] 美 [wɔː 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349 way 1 [wei] n.方法；道路；方向；行业；习惯 adv.大大地；远远地 adj.途中的 n.(Way)人名；(中)见Wei；(英、缅)韦

350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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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week 1 [wi:k] n.周，星期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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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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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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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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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yury 1 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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