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1-04 [Arts and Culture] Movie About Muslim Genocide
Shown in Serbia for First Tim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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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f 1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for 1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5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to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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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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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movie 8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9 film 7 [film] n.电影；薄膜；胶卷；轻烟 vt.在…上覆以薄膜；把…拍成电影 vi.摄制电影；生薄膜；变得朦胧

10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1 srebrenica 6 [地名]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斯雷布雷尼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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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Serb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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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Serbia 5 ['sə:biə] n.塞尔维亚（南斯拉夫成员共和国名）

15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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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ch 5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7 ab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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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ida 4 [ɑ:'i:də] n.[纺]菱形花纹平布

19 and 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0 genocide 4 ['dʒenəusaid] n.种族灭绝；灭绝整个种族的大屠杀

21 massacre 4 ['mæsəkə] vt.残杀；彻底击败 n.大屠杀；惨败 n.(Massacre)人名；(法)马萨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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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shown 4 ['ʃəun] v.解释（show的过去分词）；给予；表露

24 town 4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25 who 4 pron.谁；什么人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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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est 3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28 Bosnia 3 ['bɔzniə] n.波斯尼亚；波士尼亚

29 Bosnian 3 [bɔzni:ən] adj.波斯尼亚的 n.波斯尼亚人

30 fir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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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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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h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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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killing 3 ['kiliŋ] adj.杀害的；迷人的；使人筋疲力尽的 n.杀戮；谋杀；猎获物 v.杀死；消磨；毁掉（kill的ing形式） n.(Killing)人
名；(德)基林

34 Novi 3 诺维（美国）

35 pazar 3 帕扎尔

36 republic 3 [ri'pʌblik] n.共和国；共和政体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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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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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Serbian 3 ['sə:biən] adj.塞尔维亚人（语）的；塞尔维亚的 n.塞尔维亚人（语）

39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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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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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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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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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actress 2 ['æktris] n.女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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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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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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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autonomous 2 [ɔ:'tɔnəməs] adj.自治的；自主的；自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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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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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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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ultural 2 ['kʌltʃərəl] adj.文化的；教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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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tc 2 adv.等等，及其他

56 European 2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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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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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60 mladic 2 姆拉迪奇

61 muslim 2 ['muzlim; 'mʌz-] n.穆斯林；穆罕默德信徒 adj.伊斯兰教的

62 named 2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63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64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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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publicly 2 ['pʌblikli] adv.公然地；以公众名义

67 quo 2 [kwəu] vt.说

68 retaliation 2 [ri,tæli'eiʃən] n.报复；反击；回敬

69 senseless 2 ['senslis] adj.愚蠢的；无知觉的；无意识的

70 showings 2 油气运移；油花

71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72 Vadis 2 abbr.video-audio digital interactive system 视频-音频数字交互系统; voice and data integrated system 话音与数据综合系统

73 you 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74 absolutely 1 ['æbsəlju:tli, ,æbsə'lju:tli] adv.绝对地；完全地

75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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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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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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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80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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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appealing 1 [ə'pi:liŋ] adj.吸引人的；动人的；引起兴趣的；恳求似的 v.恳求（appeal的ing形式）；将…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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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army 1 ['ɑ:mi] n.陆军，军队

84 b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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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badly 1 ['bædli] adv.非常，很；严重地，厉害地；恶劣地

86 belong 1 [bi'lɔŋ] vi.属于，应归入；居住；适宜；应被放置

87 books 1 ['bʊks] n. 帐目；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

88 boris 1 ['bɔris] n.鲍里斯（男子名）

89 camp 1 [kæmp] vi.露营；扎营 vt.扎营；使扎营 n.露营 n.(Camp)人名；(英)坎普；(瑞典)坎普；(法)康

90 can 1 vt.将…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能；能够；可以；可能 n.罐头；（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容器；（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
的）食品罐头

91 censor 1 vt.审查，检查；检查和删节 n.检查员；[心理]潜意识压抑力；信件检查员

92 censored 1 英 ['sensə(r)] 美 ['sensər] n. 检查员；监察官 vt. 检查

93 cen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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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character 1 ['kærəktə] n.性格，品质；特性；角色；[计]字符 vt.印，刻；使具有特征 n.(Character)人名；(英)克拉克特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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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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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criminal 1 ['kriminəl] n.罪犯 adj.刑事的；犯罪的；罪恶的

98 deliberate 1 [di'libərət] adj.故意的；深思熟虑的；从容的 vt.仔细考虑；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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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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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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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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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mines 1 [ɪɡ'zæmɪn] vt. 检查；调查；考试；仔细观察 vi. 检查；调查

105 existing 1 [ig'zistiŋ] adj.目前的；现存的 v.存在（exist的现在分词）

106 family 1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107 f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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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fighters 1 歼击机

109 foreign 1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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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general 1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112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13 guilty 1 ['gilti] adj.有罪的；内疚的

114 h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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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116 happening 1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117 harmful 1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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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Herzegovina 1 [,hə:tsəgəu'vi:nə] n.黑塞哥维那（南斯拉夫中西部一地区）

120 hour 1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121 hurt 1 [hə:t] vt.使受伤；损害；使疼痛；使痛心 vi.感到疼痛；有坏处；带来痛苦 n.痛苦；危害；痛苦的原因 adj.受伤的；痛苦
的；受损的 n.(Hurt)人名；(德、匈、捷)胡特；(英)赫特

122 husein 1 侯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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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immoral 1 ['imɔrəl] adj.不道德的；邪恶的；淫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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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26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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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jasna 1 亚斯娜； n.；Austen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 北美简·奥斯汀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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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largely 1 ['lɑ:dʒli] adv.主要地；大部分；大量地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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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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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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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letters 1 [letəz] n.[语]字母；书信；读者投书栏（letter的复数） v.用字母标明；用印刷体写（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

135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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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38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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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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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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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movies 1 [muːvɪz] n. 电影；电影业；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

145 Muslims 1 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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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48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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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nominated 1 ['nɒmɪneɪtɪd] adj. 被提名的；被任命的 动词nom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1 offensive 1 [ə'fensiv] adj.攻击的；冒犯的；无礼的；讨厌的 n.攻势；攻击

152 only 1 ['əunli] adv.只，仅仅；不料 adj.唯一的，仅有的；最合适的 conj.但是；不过；可是

153 opposes 1 英 [ə'pəʊz] 美 [ə'poʊz] v. 反对；对抗；使对立

154 oscars 1 abbr.one-way synchronous collision avoidance and ranging system 单路同步防撞与测距系统

155 out 1 [aut] adv.出现；在外；出局；出声地；不流行地 adj.外面的；出局的；下台的 n.出局 prep.向；离去 vi.出来；暴露 vt.使熄
灭；驱逐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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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158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159 performance 1 n.性能；绩效；表演；执行；表现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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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play 1 [plei] vt.游戏；扮演；演奏；播放；同…比赛 vi.演奏；玩耍；上演；参加比赛 n.游戏；比赛；剧本 n.(Play)人名；(法、瑞
典)普莱

162 played 1 v.演奏；播放；玩耍；参加竞赛（play的过去分词） adj.比赛的

163 plays 1 [pleɪ] v. 玩；比赛；（在运动队中）担当；派...出场；带；踢；击（球）；走（棋子）；出牌；演奏；播放；扮演；假
装；上演；发挥（作用）；应付；处理；掠过；浮现；使轻快地活动；（喷泉）喷涌；做游戏 n. 游戏；戏剧；比赛；发挥
作用；玩笑；间隙；闪烁；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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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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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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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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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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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racial 1 ['reiʃəl] adj.种族的；人种的

169 ratko 1 拉特科

170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171 refuge 1 ['refju:dʒ] n.避难；避难所；庇护 vt.给予…庇护；接纳…避难 vi.避难；逃避

172 removes 1 [rɪ'muːvz] 引语排版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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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75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76 screened 1 ['skriː nd] adj. 遮蔽的；筛过的；上映的 动词screen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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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separately 1 ['sepəritli] adv.分别地；分离地；个别地

179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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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181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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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small 1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
人名；(英)斯莫尔

184 society 1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185 sold 1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186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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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stories 1 [s'tɔː rɪz] n. 故事，传说（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 v. 讲…的故事；说假话（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89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190 tells 1 [tel] v. 告诉；吩咐；讲述；表达；辨别；判断；泄露；告发；产生效果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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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theaters 1 n. 影剧院，剧院（theater复数）

193 theatre 1 ['θiətə, 'θi:ə-] n.电影院，戏院；戏剧；阶梯式讲堂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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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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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197 through 1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198 tickets 1 ['tɪkɪt] n. 票；券；标签；罚单；候选人名单 vt. 加标签于；售票；开罚单；检票，查验票证

199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00 translator 1 n.译者；翻译器

201 treated 1 [triː tɪd] v. 对待；招待；治疗 vbl. 对待；招待；治疗

202 tribunal 1 [trai'bju:nəl, tri-] n.法庭；裁决；法官席

203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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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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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violent 1 ['vaiələnt] adj.暴力的；猛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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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209 watched 1 英 [wɒtʃ] 美 [wɑ tːʃ] v. 注视；看守；观看 n. 手表；监视；看守；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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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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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weapon 1 ['wepən] n.武器，兵器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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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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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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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yugoslavia 1 [,ju:gəu'slɑ:viə] n.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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