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9-04 [As It Is] Biden Meets with Blake's Family in Kenosha
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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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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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den 19 n. 拜登(姓氏)

4 of 1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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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Blake 11 [bleik] n.布莱克（英国作家）

7 h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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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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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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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with 10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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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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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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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6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7 Kenosha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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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famil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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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president 5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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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been 4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22 campaign 4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23 city 4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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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sta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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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who 4 pron.谁；什么人

27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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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29 days 3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30 go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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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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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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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meeting 3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35 met 3 [met] v.遇见（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et)人名；(瑞典)梅特

36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7 Pennsylvania 3 [,pensil'veinjə] n.宾夕法尼亚州（美国州名）

38 praying 3 [preɪ] v. 祈祷；请求；恳求；祈求

39 protester 3 [prəu'testə] n.抗议者；反对者；持异议者

40 sm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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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Thursday 3 ['θə:zdi; -dei] n.星期四

42 Wisconsin 3 [wis'kɔnsin] n.威斯康星州（美国州名）

43 activists 2 ['æktɪvɪsts] 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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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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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47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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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battleground 2 ['bætlgraund] n.战场

50 bla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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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bo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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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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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andidate 2 n.候选人，候补者；应试者

54 Caty 2 卡蒂

55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56 comment 2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57 counter 2 [英 [ˈkaʊntə(r)] 美 [ˈkaʊntɚ] n.柜台；对立面；计数器；（某些棋盘游戏的）筹码 vt.反击，还击；反向移动，对着干；
反驳，回答 vi.逆向移动，对着干；反驳 adj.相反的 adv.反方向地；背道而驰地

58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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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lection 2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60 enormous 2 [i'nɔ:məs] adj.庞大的，巨大的；凶暴的，极恶的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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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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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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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65 inflection 2 [in'flekʃən] n.弯曲，变形；音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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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mother 2 ['mʌðə] n.母亲；大娘；女修道院院长 vt.生下；养育；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母亲的；出生地的

68 narrowly 2 ['nærəuli] adv.仔细地；勉强地；狭窄地；严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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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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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opportunity 2 [,ɔpə'tju:niti] n.时机，机会

72 paralyzed 2 ['pærəlaizd] adj.瘫痪的；麻痹的 v.使麻痹；使无力；使失去勇气（paralyze的过去分词）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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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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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point 2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76 poli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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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polls 2 n. 投票区 abbr. 议会联机图书馆研究(=Parliamentary On Line Library Study)



78 positive 2 ['pɔzətiv, -zi-] adj.积极的；[数]正的，[医][化学]阳性的；确定的，肯定的；实际的，真实的；绝对的 n.正数；[摄]正片

79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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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really 2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81 shooting 2 ['ʃu:tiŋ] n.射击；打猎；摄影；射门 v.射击（shoot的ing形式）

82 sign 2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83 situation 2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84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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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spo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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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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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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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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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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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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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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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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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vis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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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walked 2 [wɔː k] v. 步行；陪...走；散步；偷走；走过 n. 步行；散步；人行道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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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weaver 2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98 white 2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99 wife 2 [waif] n.妻子，已婚妇女；夫人

100 won 2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1 acceptable 1 [ək'septəbl] adj.可接受的；合意的；可忍受的

102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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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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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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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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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109 arm 1 n.手臂；武器；袖子；装备；部门 vi.武装起来 vt.武装；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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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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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attended 1 [ə'tendɪd]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13 b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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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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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16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117 behind 1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118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119 blaming 1 [b'leɪmɪŋ] n. 责备；谴责；归咎 动词blame的现在分词形式.



120 bod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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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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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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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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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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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Charlottesville 1 ['ʃɑ:lətsvil] n.夏洛茨维尔（美国弗吉尼亚州中部城市）

127 church 1 [tʃə:tʃ] n.教堂；礼拜；教派 adj.教会的；礼拜的 vt.领…到教堂接受宗教仪式 n.(Church)人名；(英)丘奇

128 clergy 1 ['klə:dʒi] n.神职人员；牧师；僧侣

129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130 compound 1 n.[化学]化合物；混合物；复合词 adj.复合的；混合的 v.合成；混合；恶化，加重；和解，妥协

131 contain 1 [kən'tein] vt.包含；控制；容纳；牵制（敌军） vi.含有；自制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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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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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curtain 1 ['kə:tən] n.幕；窗帘 vt.遮蔽；装上门帘

135 damaged 1 adj.被损坏的 v.损害（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6 dark 1 adj.黑暗的，深色的；模糊的；无知的；忧郁的 n.黑暗；夜；黄昏；模糊 n.（Dark）人名；（英）达克 n.（Dark）《暗
黑》（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

137 defeat 1 vt.击败，战胜；挫败；使…失败 n.失败的事实；击败的行为

138 democratic 1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139 demonstrations 1 [demənst'reɪʃnz] n. 课堂演示；示范 名词demonstration的复数形式.

140 denounce 1 [di'nauns] vt.谴责；告发；公然抨击；通告废除

141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42 discuss 1 [dis'kʌs] vt.讨论；论述，辩论

143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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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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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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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nforcement 1 [in'fɔ:smənt] n.执行，实施；强制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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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51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152 everything 1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153 excited 1 [ik'saitid] adj.兴奋的；激动的；活跃的 v.激动；唤起（excit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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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fine 1 [fain] adj.好的；优良的；细小的，精美的；健康的；晴朗的 n.罚款 vt.罚款；澄清 adv.很好地；精巧地 n.(Fine)人名；(意)
菲内；(英)法恩

156 focal 1 ['fəukəl] adj.焦点的，在焦点上的；灶的，病灶的

157 form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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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gathered 1 ['gæðəɒ] adj. 聚集的；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59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160 god 1 [gɔd] n.神；（大写首字母时）上帝 vt.膜拜，崇拜 n.(God)人名；(索、阿拉伯)古德

161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162 gre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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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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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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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Harris 1 ['hæris] n.哈里斯（英国苏格兰一地区）；哈里斯（姓氏）

166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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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168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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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himself 1 [him'self] pron.他自己；他亲自，他本人

171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72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173 holding 1 ['həuldiŋ] n.举办；支持 v.召开；担任（hold的ing形式）；握住 n.(Holding)人名；(英)霍尔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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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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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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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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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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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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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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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Jill 1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83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184 just 1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185 kenneth 1 ['keniθ] n.肯尼思（男子名）；英俊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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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kill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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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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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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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lawyers 1 ['lɔː jəz] 律师

192 lead 1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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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legitimize 1 [li'dʒitimaiz] vt.使…合法；立为嫡嗣

195 legitimizes 1 [lɪ'dʒɪtəmaɪz] v. 使合法；使成为正当；承认嫡出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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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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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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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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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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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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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manager 1 ['mænidʒə] n.经理；管理人员

203 march 1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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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206 meets 1 [miː t] v. 遇见；满足 n. 运动会；集会 adj. 合适的

207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208 Michelle 1 [mi:'ʃel] n. 米歇尔(女子名)

209 Midwestern 1 ['mid'westən] adj.美国中西部的

210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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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3 nature 1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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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night 1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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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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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nothing 1 ['nʌθiŋ] neg.没什么；毫不 n.无；零；不关紧要之事 adv.毫不；决不 pron.无事；无物 int.什么也没有

219 noun 1 [naun] n.名词 n.(Noun)人名；(以)努恩

220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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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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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offic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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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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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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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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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owners 1 ['əʊnəz] 业主

229 par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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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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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partly 1 ['pɑ:tli] adv.部分地；在一定程度上

232 peace 1 [pi:s] n.和平；平静；和睦；秩序 n.(Peace)人名；(英)皮斯

233 pence 1 [pens] n.便士（penny的复数） n.(Pence)人名；(英)彭斯

234 perfect 1 ['pə:fikt, pə'fekt] adj.完美的；最好的；精通的 vt.使完美；使熟练 n.完成式 n.(Perfect)人名；(英)珀费克特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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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phone 1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237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238 policeman 1 [pə'li:smən] n.警察，警员；[分化]淀帚（橡皮头玻璃搅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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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politics 1 ['pɔlitiks] n.政治，政治学；政治活动；政纲

241 praise 1 [preiz] n.赞扬；称赞；荣耀；崇拜 vt.赞美，歌颂；表扬 vi.赞美；赞扬



242 prayers 1 ['preɪəz] n. 祈祷；祝福 名词prayer复数形式.

243 presidential 1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244 private 1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
的，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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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protest 1 [prəu'test, 'prəu-] vi.抗议；断言 vt.抗议；断言 n.抗议 adj.表示抗议的；抗议性的

247 pulled 1 ['pʊld] adj. 牵引的 v. 拉；拖；牵；拔（动词pu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48 putting 1 ['putiŋ] n.投掷；（高尔夫球）打球入洞 v.放置（put的ing形式）；轻击球；使球入洞的轻击（putt的ing形式）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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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reached 1 到达

251 rebuilding 1 ['riː ˌbɪldɪŋ] n. 改建

252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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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reporting 1 英 [rɪ'pɔːtɪŋ] 美 [rɪ'pɔː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255 republi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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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rioting 1 ['raɪət] n. 暴乱；骚乱；喧闹；（色彩）丰富；<俚>有趣的人 v. 闹事；骚乱

257 running 1 ['rʌniŋ] n.运转；赛跑；流出 adj.连续的；流动的；跑着的；运转着的 v.跑；运转（run的ing形式）；行驶 n.(Running)
人名；(英)朗宁

258 screen 1 [skri:n] n.屏，幕；屏风 vt.筛；拍摄；放映；掩蔽 vi.拍电影 n.(Screen)人名；(英)斯克林

259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60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261 s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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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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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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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sides 1 [saɪdz] n.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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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solve 1 [sɔlv, sɔ:lv] vt.解决；解答；溶解 vi.作解答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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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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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tauder 1 施陶德尔

270 supporter 1 [sə'pɔ:tə] n.支持者；拥护者

271 supporters 1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272 supremacist 1 [sju'preməsist, sə-] n.至上主义者 adj.至上主义者的

273 talked 1 [tɔː k] v. 交谈；商讨；演讲；阐述；劝服 n. 谈话；会谈；讨论；讲话；空谈

274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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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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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turner 1 ['tə:nə] n.车工；体育协会会员

279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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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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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upcoming 1 ['ʌp,kʌmiŋ] adj.即将来临的

283 useful 1 ['ju:sful] adj.有用的，有益的；有帮助的



284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285 vice 1 [vais] n.恶习；缺点；[机]老虎钳；卖淫 prep.代替 vt.钳住 adj.副的；代替的 n.(Vice)人名；(塞)维采

286 well 1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287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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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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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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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whose 1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293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294 word 1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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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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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98 young 1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