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3-24 [As It Is] US Capital Tries to Cut Visits To Famed
Cherry Blossoms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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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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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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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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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rry 7 ['tʃeri] n.樱桃；樱桃树；如樱桃的鲜红色；处女膜，处女 n.(Cherry)人名；(法、阿拉伯)谢里；(英)彻丽(女子教名Charity
的昵称)

7 for 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 basin 5 ['beisən] n.水池；流域；盆地；盆 n.(Basin)人名；(俄)巴辛；(法)巴赞

9 blossoms 5 英 ['blɒsəm] 美 ['blɑːsəm] n. 花；开花；全盛期 vi. 开花；成长

10 crowds 5 [kraʊd] n. 人群；群众；大群；朋友 v. 拥挤；挤满；涌入；贴近；逼迫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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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people 5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3 tidal 5 ['taidəl] adj.潮汐的；潮的，有关潮水的；定时涨落的 n.(Tidal)人名；(瑞典)蒂达尔

14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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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bloom 4 [blu:m] n.花；青春；旺盛 vt.使开花；使茂盛 vi.开花；茂盛 n.(Bloom)人名；(瑞典、西)布洛姆；(英)布卢姆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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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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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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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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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trees 4 [triː s] n. 树； 灌木； 似树的木制品； 木梁； 鞍架； 宗谱； 绞刑架； 十字架 v. 逼迫上树； 在 ... 植树； 鞋楦 名词tree的
复数形式

21 Washington 4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22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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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blossom 3 ['blɔsəm] vi.开花；兴旺；发展成 n.花；开花期；兴旺期；花开的状态 n.(Blossom)人名；(英)布洛瑟姆

24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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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closed 3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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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his 3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8 park 3 [pɑ:k] n.公园；[交]停车场 vt.停放；放置；寄存 vi.停放车辆 n.(Park)人名；(英、芬、瑞典)帕克

29 stay 3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30 stop 3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31 Sunday 3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32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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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visitors 3 ['vɪzɪtəz] n.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

34 who 3 pron.谁；什么人

35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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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37 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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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Andres 2 ['ændreɪs] n. 安德烈斯

39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40 areas 2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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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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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bowser 2 ['bauzə] n.加油车；水槽车 n.(Bowser)人名；(英)鲍泽

44 chef 2 [ʃef] n.厨师，大师傅 n.(Chef)人名；(法)谢夫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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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ook 2 [kuk] vt.烹调，煮 vi.烹调，做菜 n.厨师，厨子 n.(Cook)人名；(英、印)库克

47 coronavirus 2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48 days 2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49 efforts 2 ['efəts] 努力

50 Friday 2 ['fraidi] n.星期五

51 groups 2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52 grow 2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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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instead 2 adv.代替；反而；相反

55 is 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56 litterst 2 利特斯特

57 m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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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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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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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morning 2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61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62 normal 2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63 numb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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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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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open 2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66 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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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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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peak 2 [pi:k] n.山峰；最高点；顶点；帽舌 vt.使达到最高点；使竖起 vi.消瘦；到达最高点；变憔悴 adj.最高的；最大值的 n.
(Peak)人名；(英)皮克

69 philanthropist 2 [fi'lænθrəpist] n.慈善家，博爱主义者；乐善好施的人

70 service 2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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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sm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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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spring 2 [spriŋ] n.春天；弹簧；泉水；活力；跳跃 adj.春天的 vi.生长；涌出；跃出；裂开 vt.使跳起；使爆炸；突然提出；使弹开
n.(Spring)人名；(德)施普林；(英、芬、瑞典)斯普林

74 Stat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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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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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strange 2 [streindʒ] adj.奇怪的；陌生的；外行的 adv.奇怪地；陌生地，冷淡地 n.(Strange)人名；(英)斯特兰奇；(瑞典、塞)斯特朗
格

77 streets 2 [st'riː ts] 街道

78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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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t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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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throu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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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traffic 2 ['træfik] n.交通；运输；贸易；[通信]通信量 vt.用…作交换；在…通行 vi.交易，买卖

82 trying 2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83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84 visiting 2 ['vizitiŋ] n.拜访，访问；参观 adj.参观的；游览的 v.参观（visit的现在分词）；拜访

85 visits 2 ['vɪzɪt] v. 拜访；参观；闲谈 n. 拜访；参观；聊天

86 weirder 2 英 [wɪəd] 美 [wɪrd] adj. 离奇的；古怪的；怪异的 n. 命运；预言者

87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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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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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91 advised 1 [əd'vaizd] adj.考虑过的；细想过的 v.建议（advise的过去分词）；劝告

92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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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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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appealed 1 [ə'piː l] n. 恳求；呼吁；上诉；吸引力 n. (体育比赛中)诉请裁决 v. 呼吁；有吸引力；求助；诉请

97 appears 1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98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99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00 ask 1 [ɑ:sk, æsk] vt.问，询问；要求；需要；邀请；讨价 vi.问，询问；要求 n.(Ask)人名；(芬、瑞典)阿斯克

101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102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103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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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beautiful 1 ['bju:tiful] adj.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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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
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108 blanc 1 [b'lɑːŋk] n. <法>白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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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Bridges 1 ['bridʒiz] n.布里奇斯（姓氏）

111 brighten 1 ['braitən] vi.明亮；变亮；活跃；快乐高兴 vt.使闪亮；使生辉；使快乐高兴 n.(Brighten)人名；(英)布赖滕

112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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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camera 1 ['kæmərə] n.照相机；摄影机 n.(Camera)人名；(英、意、西)卡梅拉

115 capital 1 ['kæpitə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Capital)人名；(法)卡皮塔尔

116 Caty 1 卡蒂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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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circles 1 英 ['sɜːkl] 美 ['sɜːrkl] n. 圆圈；圈子；包厢 v. 划圈；包围；盘旋；环绕

119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20 closures 1 英 ['kləʊʒə(r)] 美 ['kloʊʒər] n. 关闭；关口；讨论终结；终结

121 Columbia 1 [kə'lʌmbiə] n.哥伦比亚

122 cut 1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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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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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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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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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district 1 ['distrikt] n.区域；地方；行政区

128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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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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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ducational 1 [,edju:'keiʃənəl] adj.教育的；有教育意义的

133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34 emergency 1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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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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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njoy 1 [in'dʒɔi] vt.欣赏，享受；喜爱；使过得快活

138 enjoyed 1 [ɪn'dʒɔɪd] v. 享受，喜欢（动词enj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9 Evans 1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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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perts 1 英 ['ekspɜːt] 美 ['ekspɜːr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42 extraordinary 1 adj.非凡的；特别的；离奇的；特派的

143 famed 1 [feimd] adj.著名的

144 families 1 ['fæməlɪz] n.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

145 festival 1 ['festəvəl] n.节日；庆祝，纪念活动；欢乐 adj.节日的，喜庆的；快乐的

146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47 flowers 1 英 ['flaʊə(r)] 美 ['flaʊər] n. 花；开花植物；精华；盛时 v. 开花；成熟；用花装饰

148 followers 1 英 ['fɔːləʊəz] 美 ['fɔːloʊəz] n. 追随者 名词follow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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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full 1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151 George 1 [dʒɔ:dʒ] n.乔治（男子名）；自动操纵装置；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

152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153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54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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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gov 1 abbr.政府（goverment）

157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58 hashtag 1 n. 标签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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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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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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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impossible 1 [im'pɔsəbl] adj.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的；难以忍受的；不真实的 n.不可能；不可能的事

165 infections 1 [ɪn'fekʃnz] n.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

166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167 Jonathan 1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168 Jose 1 n.约瑟（人名）

169 jump 1 [dʒʌmp] n.跳跃；暴涨；惊跳 vt.跳跃；使跳跃；跳过；突升 vi.跳跃；暴涨；猛增 n.(Jump)人名；(英)江普

170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1 kitchen 1 ['kitʃin] n.厨房；炊具；炊事人员 n.(Kitchen)人名；(英)基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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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174 Le 1 abbr.务实贸易（LaborExchange）；低爆速炸药（LowExplosive）；职业介绍所（LabourExchange） n.(Le)人名；(柬)莱；
(缅)礼；(老)勒；(俄)列

175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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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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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79 like 1 [laik] vt.喜欢；想；愿意 vi.喜欢；希望 prep.像；如同 adj.同样的；相似的 n.爱好；同样的人或物 adv.可能 conj.好像

180 limit 1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181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182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83 lovers 1 ['lʌvəz] n. 情侣；爱人 名词lover的复数形式.

184 Maryland 1 ['mεərilænd] n.马里兰（美国州名）

185 mayor 1 ['mεə] n.市长 n.(Mayor)人名；(英)梅厄；(法、西、俄)马约尔

186 meters 1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187 metropolitan 1 [,metrə'pɔlitən] adj.大都市的；大主教辖区的；宗主国的 n.大城市人；大主教；宗主国的公民

188 mike 1 n.扩音器，麦克风；话筒；休息,游手好闲 vi.使用扩音器；偷懒,游手好闲 vt.用扩音器传送；用窃听器窃听

189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90 much 1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191 muriel 1 ['mjuəriəl] n.穆里尔（女子名）

192 nearby 1 ['niə'bai] adj.附近的，邻近的 adv.在附近 prep.在…附近

193 nearest 1 ['nɪərɪst] adj. 最近的

194 neighborhoods 1 ['neɪbɔː hʊdz] 生活社区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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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newly 1 ['nju:li] adv.最近；重新；以新的方式

197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98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199 nice 1 [nais] adj.精密的；美好的；细微的；和蔼的 n.(Nice)人名；(英)尼斯

200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201 nps 1 n. 美国标准直管螺纹

202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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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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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paella 1 [pɑ:'eljɑ:] n.（西班牙的）肉菜饭 n.(Paella)人名；(法)帕埃拉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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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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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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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persuaded 1 英 [pə'sweɪd] 美 [pər'sweɪd] vt. 说服；劝说

211 pictures 1 ['pɪktʃəz] n.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

212 place 1 [pleis] n.地方；住所；座位 vt.放置；任命；寄予 vi.名列前茅；取得名次 n.(Place)人名；(罗)普拉切；(法)普拉斯；(英)普
莱斯

213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14 police 1 [pə'li:s] n.警察，警方；治安 vt.监督；管辖；维持治安；为…配备警察 adj.警察的；有关警察的

215 posting 1 n.记录；[会计]过账；委派 vt.公布；邮递；布置（post的ing形式）

216 Potomac 1 [pə'təumək] n.波拖马可河（美国河名）

217 professional 1 [prə'feʃənəl] adj.专业的；职业的；职业性的 n.专业人员；职业运动员

218 promised 1 英 ['prɒmɪs] 美 ['prɑːmɪs] n. 诺言；预示；约定；(有)希望 v. 允诺；发誓；答应；有希望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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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reached 1 到达

221 record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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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223 reducing 1 英 [rɪ'djuːsɪŋ] 美 [rɪ'duːsɪŋ] n. 减低；还原；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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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request 1 [ri'kwest] n.请求；需要 vt.要求，请求

226 resident 1 adj.居住的；定居的 n.居民；住院医生

227 residents 1 ['rezɪdənts] 居民

228 restaurant 1 ['restərɔŋ, -rɔnt, -rənt] n.餐馆；[经]饭店

229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30 river 1 ['rivə] n.河，江 n.(River)人名；(英)里弗

231 Saturday 1 ['sætədi; -dei] n.星期六

232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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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schools 1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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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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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37 slowed 1 英 [sləʊ] 美 [sloʊ] adj. 慢的 adv. 慢慢地 v. 放慢；减速

238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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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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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spokesman 1 ['spəuksmən] n.发言人；代言人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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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tar 1 [stɑ:] n.星，恒星；明星；星形物 vt.用星号标于；由…主演，由…担任主角 vi.担任主角 adj.明星的，主角的；星形的 n.
(Star)人名；(瑞典)斯塔尔；(德)施塔尔

244 st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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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stations 1 ['steɪʃn] n. 站；火车站；电视台；社会地位；牧羊场；驻地；岗位 v. 驻扎；安置

246 street 1 [stri:t] n.街道 adj.街道的 n.(Street)人名；(英、葡)斯特里特；(德)施特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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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supported 1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49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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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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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53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54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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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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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258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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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transport 1 [træns'pɔ:t; trænz-træns'pɔ:t, trænz-, trɑ:n-, 'trænspɔ:t,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机；狂喜；流放犯 vt.运输；流放；使狂喜

261 treat 1 [tri:t] vt.治疗；对待；探讨；视为 vi.探讨；请客；协商 n.请客；款待 n.(Treat)人名；(英)特里特

262 tries 1 [traɪ] v. 试验；尝试；设法；努力；审判；考验 n. 尝试；试验；（橄榄球）持球触地得分

263 twitter 1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264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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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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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us 1 pron.我们

268 usual 1 ['ju:ʒuəl] adj.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269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70 video 1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271 Virginia 1 [və(:)'dʒinjə] n.弗吉尼亚（女子名）；弗吉尼亚州 adj.弗吉尼亚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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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walked 1 [wɔː k] v. 步行；陪...走；散步；偷走；走过 n. 步行；散步；人行道

274 walkers 1 蜚蠊目

275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76 Washingtonian 1 [,wɔʃiŋ'təuniən; ,wɔ:ʃ-] adj.华盛顿市的 n.美国首都华盛顿或华盛顿州人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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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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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wealthy 1 ['welθi] adj.富有的；充分的；丰裕的 n.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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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weekend 1 [,wi:k'end, 'wi:kend] n.周末，周末休假；周末聚会 adj.周末的，周末用的 vi.度周末

282 weird 1 [wiəd] adj.怪异的；不可思议的；超自然的 n.（苏格兰）命运；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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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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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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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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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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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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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290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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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yoshino 1 英 [jɜː'ʃiː nəʊ] 美 [jɜː'ʃiː noʊ] 和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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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