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9-05 [As It Is] Suspect in Portland Shooting Killed During
Arrest 词汇表词汇表

1 Aaron 2 ['εərən] n.亚伦（男子名）；亚伦（摩西之兄，犹太教的第一祭司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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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ted 1 ['æktɪd] v. 行动；假装；表演；扮演；充当（动词a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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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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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dv 1 ['ædvɜːb] abbr. 副词（=adverb）

7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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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gents 1 n.媒介；[法][贸易]代理人；药剂（agent的复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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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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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m 1 abbr.调频，调谐，调幅（amplitudemodulation） vi.（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 aux.（与v-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与v-ed
连用构成被动语态） n.（柬）安（人名）

13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4 and 1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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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nti 2 ['ænti, -tai] adj.反对的 n.反对者，反对论者 n.(Anti)人名；(意)安蒂；(阿拉伯)安提

17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 approved 1 [ə'pru:vd] adj.被认可的；经过检验的 v.核准；认可（approve的过去式）

19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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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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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rmy 1 ['ɑ:mi] n.陆军，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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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rrest 3 [ə'rest] vt.逮捕；阻止；吸引 n.逮捕；监禁 n.(Arrest)人名；(德)阿雷斯特

24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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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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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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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ttempted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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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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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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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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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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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lock 1 n.块；街区；大厦；障碍物 vt.阻止；阻塞；限制；封盖 adj.成批的，大块的；交通堵塞的 n.(Block)人名；(英、法、
德、西、葡、芬、罗)布洛克

37 board 1 [bɔ:d] n.董事会；木板；甲板；膳食 vt.上（飞机、车、船等）；用板盖上；给提供膳宿 vi.寄宿 n.(Board)人名；(英、西)
博德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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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oys 1 n.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

40 brown 2 [braun] adj.棕色的，褐色的；太阳晒黑的 vi.变成褐色 n.褐色，棕色 vt.使变成褐色 n.(Brown)人名；(英、意、芬、捷、
德、法、西、葡)布朗

41 bureau 1 ['bjuərəu] n.局，处；衣柜；办公桌 n.(Bureau)人名；(法)比罗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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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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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alled 2 [kɔː l] vt. 呼叫；打电话；把 ...称为 n. 打电话；访问；召唤；呼叫；把 ... 看作 vi. 呼叫；(短暂的)拜访

45 calling 1 ['kɔ:liŋ] n.职业；欲望；点名；召集；邀请 v.召；呼唤（call的现在分词）；称之为

46 carrying 1 ['kærɪɪŋ] adj. 运送的；运输的 n. 运送；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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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49 closely 1 ['kləusli] adv.紧密地；接近地；严密地；亲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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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olor 1 ['kʌlə] n.颜色；肤色；颜料；脸色 vt.粉饰；给...涂颜色；歪曲 vi.变色；获得颜色

52 confident 1 ['kɔnfidənt] adj.自信的；确信的

53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54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55 cruise 1 [kru:z] vi.巡航，巡游；漫游 vt.巡航，巡游；漫游 n.巡航，巡游；乘船游览 n.(Cruise)人名；(德)克鲁伊泽；(英)克鲁斯

56 daily 1 ['deili] adj.日常的；每日的 n.日报；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日常地；每日；天天 n.(Daily)人名；(英)戴利

57 danielson 4 n. 丹尼尔森

58 d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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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death 2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60 demonstrations 2 [demənst'reɪʃnz] n. 课堂演示；示范 名词demonstration的复数形式.

61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2 describes 1 [dɪ'skraɪb] vt. 描述；说成；形容；画(尤指几何图形)

63 dictator 1 [dik'teitə, 'dikteitə] n.独裁者；命令者

64 died 1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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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67 downhill 1 ['daun'hil] adv.下坡；向下；每况愈下 adj.下坡的；容易的 n.下坡；滑降

68 drops 1 [drɒps] n. 珠；滴剂（名词drop的复数形式） v. 滴，滴下，滴落（动词dr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69 drove 1 n.畜群；牛群、羊群等；移动的人群或大批的东西 (Drove)人名；德罗韦 v.驾驶（drive的过去式）；赶(牲畜)；(牲畜贩
子)买卖(牲畜)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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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conomic 1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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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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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nforcement 3 [in'fɔ:smənt] n.执行，实施；强制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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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77 event 2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78 events 2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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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treme 1 [ik'stri:m] adj.极端的；极度的；偏激的；尽头的 n.极端；末端；最大程度；极端的事物

81 extremist 1 [ik'stri:mist] n.极端主义者，过激分子

82 far 2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83 fascist 3 ['fæʃist] n.法西斯主义者；法西斯党员 adj.法西斯主义的，法西斯党的

84 Feder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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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86 firearm 1 ['faiərɑ:m] n.火器；枪炮

87 floyd 1 [flɔid] n.弗洛伊德（男子名）

88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9 force 1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90 forest 1 ['fɔrist] vt.植树于，使成为森林 n.森林 n.(Forest)人名；(法)福雷；(英、西)福雷斯特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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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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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94 Friday 1 ['fraidi] n.星期五

95 friend 2 [frend] n.朋友；助手；赞助者 n.(Friend)人名；(英)弗兰德

96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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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Gibson 1 ['gibsn] n.吉布森鸡尾酒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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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go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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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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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governor 1 ['gʌvənə] n.主管人员；统治者，管理者；[自]调节器；地方长官

103 group 4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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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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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gun 1 n.枪支；枪状物；持枪歹徒 vi.用枪射击；加大油门快速前进 vt.向…开枪；开大油门 n.(Gun)人名；(瑞典)贡；(英)冈；
(俄、意)古恩

107 gunman 2 ['gʌnmən] n.枪手；持枪歹徒

108 guns 1 ['ɡʌnz] 枪炮

109 ha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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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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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happen 2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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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hat 1 [hæt] n.帽子 vt.给……戴上帽子 vi.供应帽子；制造帽子 n.(Hat)人名；(中)核(广东话·威妥玛)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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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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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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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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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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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hi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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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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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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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identified 1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4 i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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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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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injustice 1 [in'dʒʌstis] n.不公正；不讲道义

127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128 involved 1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9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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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jay 2 [dʒei] n.鸟；松鸡；喋喋不休的人 n.(Jay)人名；(英)杰伊；(法)热

132 joey 1 ['dʒəui] n.幼兽 n.(Joey)人名；(纳米、英)乔伊

133 john 1 [dʒɔn] n.厕所

134 joined 1 [dʒɔɪnd]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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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kate 1 [keit] n.凯特（女子名，等于Catherine）

137 kill 1 [kil] vt.杀死；扼杀；使终止；抵消 vi.杀死 n.杀戮；屠杀 adj.致命的；致死的 n.(Kill)人名；(德)基尔

138 killed 6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139 kill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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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kilometers 1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141 knee 1 [ni:] n.膝盖，膝 vt.用膝盖碰 n.(Knee)人名；(英)尼

142 kneel 1 [ni:l] vi.跪下，跪

143 knelt 2 [nelt] v.跪下（kneel的过去式）

144 knives 1 [naivz] n.刀子（knife的复数） v.用小刀切；刀切似的穿过（knife的三单形式）

145 Lacey 2 ['leisi] adj.花边的 n.(Lacey)人名；(英)莱西；(西、葡)拉塞

146 last 2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持，够用；持久 vt.度过，拖过；使维持 adv.最后地；上次，最近；最后一点 n.(Last)人名；(英、德、葡、罗、瑞典)拉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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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law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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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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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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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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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let 1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153 letting 1 ['letiŋ] n.出租；租金 v.让，允许（let的现在分词）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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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liquid 1 ['likwid] adj.液体的；清澈的；明亮的；易变的 n.液体，流体；流音

156 lives 3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57 loc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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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loosely 2 ['lu:sli] adv.宽松地；放荡地；轻率地

159 mace 1 [meis] n.狼牙棒；权杖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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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mark 1 n.标志；马克；符号；痕迹；分数 vi.作记号 vt..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n..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162 marshal 1 ['mɑ:ʃəl] n.元帅；司仪 vt.整理；引领；编列 vi.排列 n.(Marshal)人名；(英)马歇尔

163 marshals 1 英 ['mɑːʃl] 美 ['mɑːrʃl] n. 陆空军元帅；典礼官；司仪官 v. 整顿；配置；汇集

164 matter 2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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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167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168 Members 2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169 Michael 1 ['maikəl] n.迈克尔（男子名）

170 military 1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171 mine 1 [main] n.矿，矿藏；矿山，矿井；地雷，水雷 vt.开采，采掘；在…布雷 vi.开矿，采矿；埋设地雷 pron.我的 n.(Mine)人
名；(德、塞、土、毛里塔)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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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minutes 1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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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movement 1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176 my 1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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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nearing 1 英 [nɪə(r)] 美 [nɪr] adj. 近的；近似的；亲近的；吝啬的 adv. 在附近；不久以后；几乎；[罕]吝啬地 prep. 附近；接
近；临近；大约；(质量、大小等)相仿；濒临 v. 接近；靠近

179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80 neck 1 [nek] n.脖子；衣领；海峡 vi.搂著脖子亲吻；变狭窄 vt.使变细；与…搂著脖子亲吻 n.(Neck)人名；(德、意、英)内克

181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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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nine 1 [nain] n.九，九个 num.九；九个 adj.九的，九个的 n.(Nine)人名；(塞)尼内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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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186 northwest 1 [,nɔ:θ'west] adj.西北的；向西北的；来自西北的 n.西北 adv.在西北；向西北；来自西北

187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88 objects 1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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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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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officers 3 n.军官，人员（officer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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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old 2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94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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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oppose 1 [ə'pəuz] vt.反对；对抗，抗争 vi.反对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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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orders 1 英 ['ɔːdə(r)] 美 ['ɔːrdər] n. 顺序；条理；订单；命令；秩序；阶层；[生]目；点的东西 v. 命令；定购；调整；整理；点
餐；预定，订货

198 Oregon 3 ['ɔrigən; -gɔn] n.俄勒冈州（美国州名）

199 organized 3 ['ɔ:gənaizd] adj.有组织的；安排有秩序的；做事有条理的 v.组织（organiz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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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02 pacific 1 adj.和平的；温和的；平静的 n.太平洋 adj.太平洋的



203 paintball 2 ['peintbɔ:l] n.彩弹球；漆弹游戏

204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205 patriot 5 ['peitriət] n.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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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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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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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polic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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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political 2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211 Portland 8 ['pɔ:tlənd; 'pəu-] n.波特兰（美国奥勒冈州最大的城市）

212 post 1 [pəust] n.岗位；邮件；标杆 vt.张贴；公布；邮递；布置 vi.快速行进 n.(Post)人名；(英、西、捷、瑞典、荷)波斯特

213 poverty 1 ['pɔvəti] n.贫困；困难；缺少；低劣

214 prayer 5 [preə] n.祈祷，祷告；恳求；祈祷文

215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16 pr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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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produced 1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218 protester 1 [prəu'testə] n.抗议者；反对者；持异议者

219 protests 2 英 ['prəʊtest] 美 ['proʊtest] n. 抗议；反对 v. 抗议；反对；申明；断言

220 proud 1 [praud] adj.自豪的；得意的；自负的 n.(Proud)人名；(英)普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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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racial 1 ['reiʃəl] adj.种族的；人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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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rally 1 ['ræli] vi.团结；重整；恢复；（网球等）连续对打 vt.团结；集合；恢复健康、力量等 n.集会；回复；公路赛车会 n.
(Rally)人名；(罗)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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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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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28 right 3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229 ruled 1 [ru lː] n. 规则；条例；习惯；统治；直尺 v. 支配；统治；画直线

230 Russell 1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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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at 1 [sæt] v.坐（sit的过去式，过去分词） n.(Sat)人名；(中)萨(广东话·威妥玛)；(柬)萨；(印)萨特

233 Saturday 1 ['sætədi; -dei] n.星期六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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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236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37 security 2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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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240 shaped 1 [ʃeipt] adj.合适的；成某种形状的；有计划的 vt.发展；成形（shape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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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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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ho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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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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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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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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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49 ski 1 [ski:, ʃi:] n.滑雪橇 vi.滑雪 adj.滑雪（用）的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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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snowboarder 2 英 ['snəʊbɔːd] 美 ['snoʊbɔːrd] n. 滑雪板 vi. 用滑雪板

252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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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soldier 1 ['səuldʒə] n.军人；[昆]兵蚁；懒汉；一片烤面包 vi.当兵；磨洋工；坚持干；假称害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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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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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outhern 1 ['sʌðən] adj.南的；南方的 n.南方人 n.(Southern)人名；(英)萨瑟恩

258 spray 1 n.喷雾，喷雾剂；喷雾器；水沫 vt.喷射 vi.喷 n.(Spray)人名；(英)斯普雷

259 spraying 1 ['spreɪɪŋ] n. 喷雾 动词spray的现在分词形式.

260 stand 1 [stænd] vi.站立；位于；停滞 vt.使站立；忍受；抵抗 n.站立；立场；看台；停止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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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stream 1 [stri:m] n.溪流；流动；潮流；光线 vi.流；涌进；飘扬 vt.流出；涌出；使飘动

263 supporter 2 [sə'pɔ:tə] n.支持者；拥护者

264 supporters 4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265 supremacy 1 [sju'preməsi, sə-] n.霸权；至高无上；主权；最高地位

266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267 suspect 2 [sə'spekt, 'sʌspekt] n.嫌疑犯 adj.可疑的；不可信的 vt.怀疑；猜想 vi.怀疑；猜想

268 suspected 2 英 [səs'pektɪd] 美 [sə'spektɪd] adj. 可疑的；嫌疑的 动词su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9 taken 2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270 tense 1 [tens] adj.紧张的；拉紧的 vt.变得紧张；使拉紧 vi.拉紧，变得紧张 n.时态

271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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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the 2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74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75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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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78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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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threatening 1 ['θretəniŋ] adj.危险的；胁迫的；凶兆的 v.威胁；恐吓；迫近（threaten的ing形式）

281 threw 1 [θru:] v.抛（throw的过去式）；丢弃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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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Thursday 1 ['θə:zdi; -dei] n.星期四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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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to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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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87 tribune 1 ['tribju:n, tri'b-] n.护民官；讲坛；看台；公民权利保护者

288 tried 1 adj.可靠的；试验过的 v.尝试，审问，审理，审讯，审判（try的过去分词）

289 trum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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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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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urged 1 ['ɜːdʒd] v. 催促；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3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294 vehicles 2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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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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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videos 1 英 ['vɪdiəʊ] 美 ['vɪdioʊ] n. 录像；视频 v. 录制电视节目 adj. 视频的；录像的

298 vigilantism 1 [,vidʒi'læntizəm] n.（美）治安委员会的政策

299 violence 1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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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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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wasn 2 abbr. 无线、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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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wearing 1 [wεə riŋ, wεərŋ, 'wεəriŋ] adj.磨损的；穿用的；令人疲倦的 v.穿着；磨损（wear的ing形式） n.(Wearing)人名；(英)韦尔林

306 week 1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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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09 white 1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310 who 3 pron.谁；什么人

311 wide 1 [waid] adj.广泛的；宽的，广阔的；张大的；远离目标的 adv.广泛地；广阔地；充分地 n.大千世界 n.(Wide)人名；(瑞典、
芬)维德

312 wing 1 n.翼；翅膀；飞翔；派别；侧厅，耳房，厢房 vt.使飞；飞过；空运；增加…速度；装以翼 vi.飞行 n.(Wing)人名；(英、
印尼)温

313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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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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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wrote 2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17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18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