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2-06 [As It Is] Not Guilty_ US Senate Clears Trump of
Impeachment Charge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us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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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busing 1 [ə'bjuːs] n. 滥用；恶习 vt. 滥用；辱骂；虐待

3 accordingly 1 [ə'kɔ:diŋli] adv.因此，于是；相应地；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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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cquittal 2 [ə'kwitəl] n.赦免；无罪开释；履行；尽职；（债务等的）清偿

6 acquitting 1 [ə'kwɪt] v. 宣布无罪；开释；原谅；表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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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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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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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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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id 1 [eid] n.援助；帮助；助手；帮助者 vt.援助；帮助；有助于 vi.帮助 n.(Aid)人名；(阿拉伯、印、英)艾德

12 a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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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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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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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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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7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8 and 1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9 andrew 1 ['ændru:] n.安德鲁（男子名）

20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 answer 1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22 appalling 2 [ə'pɔ:liŋ] adj.可怕的；令人震惊的 v.使惊愕；惊吓（appal的ing形式）

23 article 2 ['ɑ:tikəl] n.文章；物品；条款；[语]冠词 vt.订约将…收为学徒或见习生；使…受协议条款的约束 vi.签订协议；进行控告

24 articles 3 英 ['ɑːtɪkl] 美 ['ɑːrtɪkl] n. 文章；物品；条款；[语]冠词 vt. 订契约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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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shley 2 n.艾希莉（人名）

27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28 asking 1 ['ɑ:skiŋ] n.请求 v.问（ask的现在分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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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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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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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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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aseless 1 ['beislis] adj.无根据的；无基础的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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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36 biden 1 n. 拜登(姓氏)

37 bill 1 [bil] n.[法]法案；广告；账单；[金融]票据；钞票；清单 vt.宣布；开账单；用海报宣传

38 blocking 1 ['blɔkiŋ] n.阻塞；封闭；大块 v.阻塞（block的ing形式）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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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rought 3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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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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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andidate 2 n.候选人，候补者；应试者

44 Caty 1 卡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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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har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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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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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harges 4 [t'ʃɑːdʒɪz] n. 费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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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lears 1 英 [klɪə(r)] 美 [klɪr] adj. 清楚的；明确的；明白(某事)的；清晰的；清澈的；晴朗的；头脑清醒的 v. 清空；清除；澄清；
放晴；使明确 adv. 清楚地；彻底地 n. 空地

51 Clinton 1 n.克林顿

52 clo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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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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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ongress 2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55 congressional 1 [kən'greʃənəl] adj.国会的；会议的；议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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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onvict 2 [kən'vikt] vt.证明…有罪；宣告…有罪 n.罪犯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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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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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rime 5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61 crimes 1 [k'raɪmz] 犯罪

62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63 deciding 1 [di'saidiŋ] adj.决定性的；无疑的 v.决定（decide的现在分词）

64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65 delayed 1 [di'leid] adj.延时的；定时的 v.延迟（delay的过去式）

66 democratic 2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67 democrats 3 ['deməkræts] n.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

68 demonstrated 1 ['demənstreɪt] vt. 证明；演示；示范 vi. 示威

69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70 directing 1 [də'rekt] adj. 直接的；笔直的；坦白的 v. 对准；指挥；指示；命令

71 disgust 1 [dis'gʌst] n.厌恶，嫌恶 vt.使厌恶；使作呕

72 divide 1 [di'vaid] vt.划分；除；分开；使产生分歧 vi.分开；意见分歧 n.[地理]分水岭，分水线

73 divided 1 [di'vaidid] adj.分裂的；分开的；有分歧的 v.分开（divide的过去分词）；分离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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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documents 1 英 ['dɒkjumənt] 美 ['dɑːkjumənt] n. 文件；公文；文档 vt. 记载；(用文件等)证明

76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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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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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lection 1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80 e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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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82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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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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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86 failed 1 [feild] adj.已失败的，不成功的 v.失败，不成功（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7 fastest 1 ['fɑːstɪst] adj. 最快的 形容词fast的最高级形式.

88 fear 1 [fiə] n.害怕；恐惧；敬畏；担心 vt.害怕；敬畏；为…担心 vi.害怕；敬畏；为…担心

89 fell 1 [fel] adj.凶猛的；毁灭性的 vt.砍伐；打倒；击倒 n.[林]一季所伐的木材；折缝；兽皮 v.掉下；摔倒；下垂；变坏（fall的过
去式） n.(Fell)人名；(英、法、德)费尔

90 felony 1 ['feləni] n.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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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final 1 ['fainl] adj.最终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 n.决赛；期末考试；当日报纸的末版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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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95 follow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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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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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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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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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funds 2 [fʌndz] n.[会计]资金，现金（fund的复数）；基金 v.资助（fund的三单形式）；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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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guilty 8 ['gilti] adj.有罪的；内疚的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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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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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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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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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hel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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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high 1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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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his 4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10 history 2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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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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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impeached 2 [ɪm'piː tʃ] v. 归咎；怀疑；控告；弹劾

114 impeachment 13 [im'pi:tʃmənt] n.弹劾；控告；怀疑；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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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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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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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int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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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invaders 1 [ɪn'veɪdəz] n. 入侵者；闯入者 名词invad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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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investigation 1 [in,vesti'geiʃən] n.调查；调查研究

122 investigations 1 [ɪnvestɪ'ɡeɪʃnz] 调查

123 investigators 1 [ɪn'vestɪɡeɪtəz] 侦查人员

124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5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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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127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128 Johnson 1 ['dʒɔnsən] n.约翰逊（姓氏）

129 lasted 1 ['lɑːstɪd] adj. 持续的 动词la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30 launch 1 [lɔ:ntʃ, lɑ:ntʃ] vt.发射（导弹、火箭等）；发起，发动；使…下水 vi.开始；下水；起飞 n.发射；发行，投放市场；下
水；汽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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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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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majority 1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135 manufactured 1 [mænjʊ'fæktʃəd] adj. 制成的；人造的 动词manufactu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6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137 military 2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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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misdemeanor 1 [,misdi'mi:nə] n.轻罪；品行不端

140 misdemeanors 1 [mɪsdɪ'miː nəz] adj. 寡过

141 mitt 1 [mit] n.手；棒球手套；连指手套；女用露指长手套 n.(Mitt)人名；(瑞典)米特

142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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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nation 2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145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146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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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nominee 1 [,nɔmi'ni:] n.被任命者；被提名的人；代名人

149 not 6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50 Numbers 1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151 obstructing 1 [əb'strʌkt] v. 阻隔；妨碍；阻塞

152 obstruction 2 [əb'strʌkʃən, ɔb-] n.障碍；阻碍；妨碍

153 of 2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54 office 3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155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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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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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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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opponents 1 [ə'pəʊnənts] 对手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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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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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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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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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party 2 n.政党，党派；聚会，派对；当事人[复数parties] vi.参加社交聚会[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

166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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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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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political 4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170 pow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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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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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president 1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73 presidential 3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174 pres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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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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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processes 1 n.过程；[计]进程（process的复数） v.处理（proces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加工

177 prove 1 [pru:v] vt.证明；检验；显示 vi.证明是

178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179 publi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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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181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182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183 read 1 [ri:d] vt.阅读；读懂，理解 vi.读；读起来 n.阅读；读物 adj.有学问的 n.(Read)人名；(英)里德

184 reject 1 [ri'dʒekt] vt.拒绝；排斥；抵制；丢弃 n.被弃之物或人；次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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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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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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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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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report 1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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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republican 5 [ri'pʌblikən] adj.共和国的；共和政体的；共和主义的；拥护共和政体的 n.共和主义者

192 requires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193 rival 1 ['raivəl] n.对手；竞争者 vt.与…竞争；比得上某人 vi.竞争 adj.竞争的 n.(Rival)人名；(英、法、西)里瓦尔

194 Romney 2 ['rɔmni] n.罗姆尼羊；罗姆尼（男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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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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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198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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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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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senate 8 ['senit] n.参议院，上院；（古罗马的）元老院

202 senator 2 ['senətə] n.参议员；（古罗马的）元老院议员；评议员，理事 n.(Senator)人名；(瑞典、斯威)塞纳托尔

203 separatist 1 ['sepərətist] n.分离主义者；独立派 adj.分离主义者的

204 serious 2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205 sharp 1 adj.急剧的；锋利的；强烈的；敏捷的；刺耳的 adv.急剧地；锐利地；突然地 n.尖头 vt.磨快；把音调升高 vi.升音演奏
n.(Sharp)人名；(英)夏普

206 shock 1 [ʃɔk] n.休克；震惊；震动；打击；禾束堆 vt.使休克；使震惊；使震动；使受电击；把…堆成禾束堆 vi.感到震惊；受到
震动；堆成禾束堆 adj.浓密的；蓬乱的 n.(Shock)人名；(英)肖克

207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208 so 2 ['səu, 弱 sə] adv.如此，这么；确是如此 conj.所以；因此 pron.这样 n.(So)人名；(柬)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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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son 1 [sʌn] n.儿子；孩子（对年轻人的称呼）；男性后裔 n.(Son)人名；(土、老、柬)松；(法、罗)索恩；(日)存(名)；(日)孙
(姓)；(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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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States 1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213 sto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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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temporarily 1 ['tempərərili, ,tempə'rεə-] adv.临时地，临时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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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th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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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the 4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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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thirds 1 [θɜːdz] n. 三号 名词third的复数形式.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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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Thompson 2 ['tɔmpsn] n.汤普森（姓）

222 three 2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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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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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tria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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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trump 10 [trʌmp] n.王牌；法宝；喇叭 vt.胜过；打出王牌赢 vi.出王牌；吹喇叭 n.(Trump)人名；(英)特朗普

227 trust 1 ['trʌst] n.信任，信赖；责任；托拉斯 vt.信任，信赖；盼望；赊卖给 vi.信任，信赖；依靠 n.(Trust)人名；(英)特拉斯特

228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29 Ukraine 2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230 Ukrainian 1 [ju:'kreiniən; -'krai-] adj.乌克兰的；乌克兰人的 n.乌克兰人；乌克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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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us 2 pron.我们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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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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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vital 2 ['vaitəl] adj.至关重要的；生死攸关的；有活力的 n.(Vital)人名；(法、德、意、俄、葡)维塔尔；(西)比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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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volodymyr 1 弗拉基米尔

238 vo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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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voted 4 英 [vəʊt] 美 [voʊt] n. 选举权；投票；选举；投票结果 v. 表决；选举；投票

240 votes 1 [vəuts] v.投票；提倡（vo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选票；选举；得票数（vote的复数形式）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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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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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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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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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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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248 Wednesday 4 ['wenzdi; -dei] n.星期三

249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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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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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while 2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253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54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55 withheld 2 ['wið'held] v.保留；扣留；抑制（withhold的过去式）

256 witnesses 1 ['wɪtnəs] n. 目击者；证人 vt. 目击；经历；见证；出席；观察 vi. 证明；为(宗教信仰)做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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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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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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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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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