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8-26 [As It Is] US City Guards Against Protests over Police
Shooting of Black Man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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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polic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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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o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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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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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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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O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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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was 10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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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8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1 Blake 7 [bleik] n.布莱克（英国作家）

12 from 7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3 his 7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4 black 6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15 city 6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6 h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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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officers 6 n.军官，人员（officer复数形式）

18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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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0 Kenosha 5 [ke'nɒʃɑ ]ː 基诺沙(美国城市)； n.；克诺沙(美国威斯康星州东南部一湖港城市)

21 on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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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unrest 5 [,ʌn'rest] n.不安；动荡的局面；不安的状态

23 were 5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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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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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crump 4 [krʌmp] n.炸弹；嘎吱声 vi.发嘎吱嘎吱声；猛烈爆炸 vt.嘎吱作响地嚼 adj.脆的；易碎的 n.(Crump)人名；(英、德)克伦普

27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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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9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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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protester 4 [prəu'testə] n.抗议者；反对者；持异议者

31 there 4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32 been 3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33 Bennett 3 ['benit] n.班尼特（男子名，等于Benedict）

34 buildings 3 ['bɪldɪŋz] n.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

35 fire 3 ['faiə] n.火；火灾；炮火；炉火；热情；激情；磨难 vt.点燃；解雇；开除；使发光；烧制；激动；放枪 vi.着火；射击；开
枪；激动；烧火



36 fires 3 [fɑɪrs] n. 火力 名词fire的复数形式.

37 incident 3 ['insidənt] n.事件，事变；插曲 adj.[光]入射的；附带的；易发生的，伴随而来的

38 man 3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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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Monday 3 ['mʌndi] n.星期一

41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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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news 3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43 night 3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44 pla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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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protests 3 英 ['prəʊtest] 美 ['proʊtest] n. 抗议；反对 v. 抗议；反对；申明；断言

46 set 3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
(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47 shooting 3 ['ʃu:tiŋ] n.射击；打猎；摄影；射门 v.射击（shoot的ing形式）

48 social 3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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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51 us 3 pron.我们

52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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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white 3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54 who 3 pron.谁；什么人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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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activity 2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57 against 2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58 agency 2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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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61 an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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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armed 2 [ɑ:md] adj.武装的；有扶手的；有防卫器官的（指动物） n.(Armed)人名；(科摩)阿米德

63 arrest 2 [ə'rest] vt.逮捕；阻止；吸引 n.逮捕；监禁 n.(Arrest)人名；(德)阿雷斯特

64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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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attacked 2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66 back 2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后
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67 body 2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68 break 2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晓；
（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69 building 2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70 businesses 2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71 civilians 2 n. 平民；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

72 curfew 2 ['kə:fju:] n.宵禁；宵禁令；晚钟；打晚钟时刻

73 demonstration 2 [,demən'streiʃən] n.示范；证明；示威游行

74 demonstrator 2 ['demənstreitə] n.示威者；论证者；指示者；证明者

75 department 2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76 district 2 ['distrikt] n.区域；地方；行政区



77 door 2 [dɔ:] n.门；家，户；门口；通道 n.(Door)人名；(英)多尔

78 enough 2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79 fired 2 n.因祸得福（电影名） f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0 focus 2 ['fəukəs] n.焦点；中心；清晰；焦距 vt.使集中；使聚焦 vi.集中；聚焦；调节焦距 n.(Focus)人名；(瑞典)福库斯

81 Geor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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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guard 2 [gɑ:d] n.守卫；警戒；护卫队；防护装置 vi.警惕 vt.保卫；监视 n.(Guard)人名；(英)格尔德

83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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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indication 2 [,indi'keiʃən] n.指示，指出；迹象；象征

85 injured 2 ['indʒəd] adj.受伤的；受损害的

86 Jacob 2 ['dʒeikəb] n.雅各（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布（男子名）

87 least 2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88 local 2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89 men 2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90 Minneapolis 2 [,mini'æpəlis] n.明尼阿波里斯市（美国一座城市）

91 officer 2 ['ɔfisə, 'ɔ:-] n.军官，警官；公务员，政府官员；船长 vt.指挥 n.(Officer)人名；(英)奥菲瑟

92 officials 2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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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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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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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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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Portland 2 ['pɔ:tlənd; 'pəu-] n.波特兰（美国奥勒冈州最大的城市）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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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00 Rodriguez 2 n.（西）罗德里格斯（姓氏）

101 scene 2 [si:n] n.场面；情景；景象；事件

102 Seattle 2 [si'ætl] n.西雅图（美国一港市）

103 seen 2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104 seven 2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105 several 2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106 shirt 2 [ʃə:t] n.衬衫；汗衫，内衣

107 shopping 2 ['ʃɔpiŋ] n.购物，买东西 v.购物（shop的ing形式）

108 shot 2 n.发射；炮弹；射手；镜头 adj.用尽的；破旧的；杂色的，闪光的 v.射击（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9 shots 2 英 [ʃɒt] 美 [ʃɑːt] n. 注射；投篮；发射；拍摄；开枪；子弹 adj. (织物)闪色的；精疲力尽的；完了的 动词shoot的过去式
和过去分词.

110 showed 2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111 smoke 2 [sməuk] n.烟；抽烟；无常的事物 vi.冒烟，吸烟；抽烟；弥漫 vt.吸烟；抽

112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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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sons 2 [sʌnz] n.儿子们（son的复数）；子弟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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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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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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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vide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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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violence 2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120 violent 2 ['vaiələnt] adj.暴力的；猛烈的

121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122 Wisconsin 2 [wis'kɔnsin] n.威斯康星州（美国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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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ABC 1 n.基础知识；字母表 abbr.美国广播公司（AmericanBroadcastingCompany）；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ustralianBroadcastingCorporation）；出生在美国的华人（American-bornChinese）；代理商-商家-消费者的商业模式
（Agent,Business,Consumer）

125 activists 1 ['æktɪvɪsts] 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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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128 adding 1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129 administrative 1 [əd'ministrətiv] adj.管理的，行政的

130 African 1 ['æfrikən] adj.非洲的，非洲人的 n.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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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aged 1 ['eidʒid] adj.年老的；…岁的；老年人特有的 v.老化（age的过去式）；成熟；变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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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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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arrested 1 [ə'restɪd] adj. 逮捕的 动词arr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7 arsonist 1 ['ɑ:sənist] n.纵火犯人

138 attempting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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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41 babies 1 ['beɪbi] n. 婴儿；宝贝儿；孩子气的人 adj. 婴儿的；小型的 vt. 溺爱

142 baseball 1 ['beisbɔ:l] n.棒球；棒球运动

143 bats 1 [bæts] adj.怪异的；疯疯癫癫的；神经不正常的 n.蝙蝠（bat的复数形式） n.(Bats)人名；(法)巴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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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ben 1 [ben] n.本（男子名）；（苏格兰）内室

146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147 blacks 1 ['blæks] n. 黑人 名词black的复数形式.

148 bleeding 1 ['bli:diŋ] n.出血；渗色 adj.流血的；同情的 v.出血；渗出（bleed的ing形式）；感到疼痛

149 bombs 1 英 [bɒm] 美 [bɑːm] n. 炸弹 vt. 轰炸；投弹于 vi. 投弹；失败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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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bridge 1 [bridʒ] n.桥；桥牌；桥接器；船桥 vt.架桥；渡过 n.(Bridge)人名；(英)布里奇

152 broke 1 [brəuk] adj.一文不名的，破产的 v.打破，断掉（break的过去式） n.(Broke)人名；(英)布罗克

153 Brooklyn 1 ['bruklin] n.布鲁克林（美国纽约西南部的一区）

154 bullets 1 ['bʊlɪts] n. 弹药；军火 名词bullet的复数形式.

155 burned 1 [bə:nd] adj.焦头烂额 v.[外科]烧伤（burn的过去式）

156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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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captured 1 英 ['kæptʃə(r)] 美 ['kæptʃər] vt. 捕获；占领；夺取；吸引；(用照片等)留存 n. 捕获；战利品

159 car 1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160 care 1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161 cars 1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162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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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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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166 Chicago 1 [ʃi'kɑ:gəu] n.芝加哥（美国中西部城市）

167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168 clashed 1 [klæʃ] n. 冲突；抵触；撞击声 vt. 使…发出撞击声 vi. 引起冲突

169 clashes 1 [klæʃ] n. 冲突；抵触；撞击声 vt. 使…发出撞击声 vi. 引起冲突

170 clothing 1 ['kləuðiŋ] n.（总称）[服装]服装；帆装 v.覆盖（clothe的ing形式）；给…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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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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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death 1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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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demanding 1 [di'mɑ:ndiŋ] adj.苛求的；要求高的；吃力的 v.要求；查问（demand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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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destroyed 1 [dis'trɔid] adj.被毁，毁坏；遭破坏的 v.破坏（destroy的过去分词）

178 details 1 n.细节（detail的复数）；详细资料 v.详细说明（detail的三单形式）

179 directed 1 [di'rektid, dai-] adj.定向的；经指导的；被控制的 v.指导；管理（dir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0 dismissal 1 [dis'misəl] n.解雇；免职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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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doctors 1 英 ['dɒktə(r)] 美 ['dɑːktər] n. 博士；医生 v. 篡改，伪造；阉割

183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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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driver 1 [draivə] n.驾驶员；驱动程序；起子；传动器 n.(Driver)人名；(德)德里弗；(英)德赖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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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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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ssentially 1 [i'senʃəli] adv.本质上；本来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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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father 1 ['fɑ:ðə] n.父亲，爸爸；神父；祖先；前辈 vt.发明，创立；当…的父亲

191 Federal 1 ['fedərəl] adj.联邦的；同盟的 n.北部联邦同盟盟员；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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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fireworks 1 英 ['faɪəwɜːks] 美 ['faɪəˌwɜːks] n. 烟火

194 floyd 1 [flɔid] n.弗洛伊德（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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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front 1 [frʌnt] n.前面；正面；前线 vt.面对；朝向；对付 vi.朝向 adj.前面的；正面的 adv.在前面；向前 n.(Front)人名；(法)弗龙

197 gas 1 [gæs] n.气体；[矿业]瓦斯；汽油；毒气 vt.加油；毒（死） vi.加油；放出气体；空谈 n.(Gas)人名；(法、德、西)加斯

198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199 goods 1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200 ground 1 n.地面；土地；范围；战场;根据 vt.使接触地面；打基础；使搁浅 vi.着陆；搁浅 adj.土地的；地面上的；磨碎的；磨
过的 v.研磨（grind的过去分词）；压迫

201 gro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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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guards 1 ['gɑrd] n. 警卫；狱吏；看守；护卫队 名词guard的复数形式.

203 guns 1 ['ɡʌnz] 枪炮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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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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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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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heard 1 [hə:d] v.听到（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闻知 n.(Heard)人名；(英)赫德

209 heavily 1 ['hevili] adv.沉重地；猛烈地；沉闷地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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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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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hospital 1 ['hɔspitəl] n.医院 n.(Hospital)人名；(英)霍斯皮特尔

213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214 illegally 1 [i'li:gəli] adv.非法地

215 images 1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216 imagine 1 vt.想象；猜想；臆断 vi.想象；猜想；想象起来

217 immediate 1 [i'mi:diət] adj.立即的；直接的；最接近的

218 incited 1 [ɪn'saɪt] v. 煽动；刺激；激励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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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instigators 1 ['ɪnstɪɡeɪtəz] 教唆犯

221 intensive 1 [in'tensiv] adj.加强的；集中的；透彻的；加强语气的 n.加强器

222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223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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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investigating 1 [ɪn'vestɪɡeɪt] v. 调查；研究

225 investigators 1 [ɪn'vestɪɡeɪtəz] 侦查人员

226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227 justice 1 ['dʒʌstis] n.司法，法律制裁；正义；法官，审判员 n.(Justice)人名；(英)贾斯蒂斯，贾斯蒂丝(女名)

228 kids 1 [kɪd] n. 小孩；年轻人；小山羊；小山羊皮制品 vi. (山羊等)下崽；捉弄 vt. 开玩笑；哄骗；嘲弄 adj. 较年幼的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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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231 latest 1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232 lawyer 1 ['lɔ:jə] n.律师；法学家 n.(Lawyer)人名；(英)劳耶

233 leader 1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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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leave 1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236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37 lit 1 [lit] adj.照亮的，点着的（ligh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n.(Lit)人名；(瑞典)利特；(老)李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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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
(英)卢克

240 marcher 1 ['mɑ:tʃə] n.行进者，游行者 n.(Marcher)人名；(法)马尔谢

241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242 matter 1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243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244 might 1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245 Minnesota 1 [,mini'səutə] n.明尼苏达州（美国中北部洲）

246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47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248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249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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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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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nationwide 1 ['neiʃənwaid] adj.全国范围的；全国性的 adv.在全国

253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254 neighbor 1 ['neibə] n.邻居 adj.邻近的 vi.友好；毗邻而居 vt.邻接 n.(Neighbor)人名；(英)内伯

255 neighborhood 1 n.附近；街坊；接近；街区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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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newspaper 1 ['nju:s,peipə, 'nju:z-] n.报纸 报社 旧报纸

258 nights 1 [naits] n.夜；晚上（night的复数形式） adv.每晚；在夜间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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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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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offered 1 ['ɒfəd] v. 提供；奉献；提议 vbl. 提供；奉献；提议

262 offices 1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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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265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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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opens 1 英 ['əʊpənz] 美 ['oʊpənz] v. 打开 动词ope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68 operated 1 ['ɒpəreɪtɪd] v. 操作；运动；运算；作战；见效；完成；开刀 动词op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9 operations 1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270 Oregon 1 ['ɔrigən; -gɔn] n.俄勒冈州（美国州名）

271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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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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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peaceful 1 ['pi:sful] adj.和平的，爱好和平的；平静的

275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276 placed 1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7 pointing 1 ['pɔintiŋ] n.指示 v.指向；指点（point的ing形式）

278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279 provided 1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280 psychological 1 [,psaikə'lɔdʒikəl] adj.心理的；心理学的；精神上的

281 pulling 1 ['pʊlɪŋ] 动词pull的现在分词形式

282 purchasing 1 n.[贸易]采购（purchase的ing形式）；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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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racism 1 ['reisizəm] n.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人种偏见

285 readying 1 ['redi] adj. 准备好的；现成的；乐意的；情愿的

286 release 1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287 remained 1 [rɪ'meɪn] v. 剩余；逗留；留下；依然；保持 n. 剩余物；遗迹；残骸



288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289 reportedly 1 [ri'pɔ:tidli] adv.据报道；据传闻

290 represents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291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292 rest 1 [rest] vt.使休息，使轻松；把…寄托于 n.休息，静止；休息时间；剩余部分；支架 vi.休息；静止；依赖；安置 n.(Rest)人
名；(英、德、俄、捷、荷)雷斯特

293 resulting 1 [rɪ'zʌltɪŋ] adj. 结果的 动词result的现在分词.

294 riot 1 ['raiət] n.暴乱；放纵；蔓延 vi.骚乱；放荡 vt.浪费，挥霍 n.(Riot)人名；(法)里奥；(西)里奥特

295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296 room 1 n.房间；空间；余地；机会；房间里所有的人 vt.为…提供住处；租房，合住；投宿，住宿；留…住宿 vi.居住；住宿 n.
（英）鲁姆（人名）；（俄）罗姆（人名）

297 rose 1 n.玫瑰；粉红色；蔷薇（花）；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玫瑰花的；玫瑰色的；粉红色的；带有玫瑰香味的 vt.使成玫瑰色，
使（面颊）发红；使有玫瑰香味 vi.起义(rise的过去式)；升起；（数量）增加；休会

298 row 1 [rəu] n.行，排；划船；街道；吵闹 vt.划船；使……成排 vi.划船；争吵 n.(Row)人名；(英)罗

299 rubber 1 n.橡胶；橡皮；合成橡胶；按摩师；避孕套 adj.橡胶制成的 vt.涂橡胶于；用橡胶制造 vi.扭转脖子看；好奇地引颈而
望 n.(Rubber)人名；(西)鲁韦尔

300 saw 1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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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303 sets 1 n.[数]集合，设置（set的复数） v.放置（set单三形式）

304 setting 1 ['setiŋ] n.环境；安装；布置；[天]沉落 v.放置；沉没；使…处于某位置（set的ing形式）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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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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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308 side 1 [said] n.方面；侧面；旁边 vi.支持；赞助；偏袒 adj.旁的，侧的 vt.同意，支持 n.(Side)人名；(英)赛德

309 sign 1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310 signals 1 ['sɪɡnəl] n. 信号；标志 v. (发信号)通知、表示 adj. 显著的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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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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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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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spoke 1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315 sports 1 n.运动；运动会（sport的复数）；（报纸）体育版面；突变；娱乐 adj.运动的；适用于运动的 v.娱乐；戏弄（sport的
第三人称单数）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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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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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Stephen 1 ['sti:vən] n.斯蒂芬（男子名）

319 stood 1 [stud] v.站立（sta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20 stores 1 [s'tɔː z]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

321 streetlight 1 英 ['striː tlaɪt] 美 ['striː tˌlaɪt] n. 路灯；街灯

322 struck 1 adj.受罢工影响的 v.罢工，打击，撞击（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truck)人名；(英)斯特拉克；(瑞典)斯特鲁克；
(德)施特鲁克

323 sun 1 [sʌn] n.太阳 vt.使晒 vi.晒太阳 n.(Sun)人名；(中)孙(普通话·威妥玛)；(柬)孙；(缅)素；(土)松

324 Sunday 1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325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326 swinging 1 adj.活跃的；极好的；多姿多彩的 v.摇摆（swing的现在分词）；鞭打（swinge的现在分词）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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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tear 1 [tɛə,tiə] n.眼泪,（撕破的）洞或裂缝,撕扯 vt.撕掉,扯下,扰乱 vi.流泪,撕破 n.(Tear)人名；(英)蒂尔

329 t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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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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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32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33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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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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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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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town 1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339 traff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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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treatment 1 ['tri:tmənt] n.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341 troops 1 n.[军]部队；[军]军队（troop的复数形式）

342 turned 1 adj.被转动的；变质的；车削的 v.使变成（turn的过去式）；转动

343 unable 1 [ʌn'eibl] adj.不会的，不能的；[劳经]无能力的；不能胜任的

344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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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unknown 1 ['ʌn'nəun] adj.未知的；陌生的，默默无闻的 n.未知数；未知的事物，默默无闻的人

347 upper 1 ['ʌpə] adj.上面的，上部的；较高的 n.(Upper)人名；(英)厄珀

348 utility 1 [ju:'tiləti] n.实用；效用；公共设施；功用 adj.实用的；通用的；有多种用途的

349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350 vehicle 1 ['viː ɪk(ə)l] n.[车辆]车辆；工具；交通工具；运载工具；传播媒介；媒介物

351 violating 1 ['vaɪəleɪt] v. 侵犯；违反；扰乱；亵渎；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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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waist 1 [weist] n.腰，腰部

354 walks 1 ['wɔː ks] n. 脚步；小路 名词walk的复数形式.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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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Washington 1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357 watched 1 英 [wɒtʃ] 美 [wɑːtʃ] v. 注视；看守；观看 n. 手表；监视；看守；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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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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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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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whites 1 ['waɪts] n. 白带；白色衣物；白糖 名词white的复数形式.

362 witn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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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women 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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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worn 1 [wɔ:n] adj.疲倦的；用旧的 v.穿；磨损（wear的过去分词）；佩戴 n.(Worn)人名；(柬)翁；(英、葡)沃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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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Wounded 1 ['wu:ndid] adj.受伤的 n.受伤者，伤员 v.使受伤（woun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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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70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371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372 zach 1 [zæk] n.扎克（Zachary，Zachariah）的昵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