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09 [As It Is] 13 Charged in Plot to Kidnap Michigan
Governor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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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ccepted 1 [ək'septid] adj.公认的；录取的；可接受的；已承兑的 v.接受（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3 accused 3 [ə'kju:zd] n.被告 adj.被控告的 v.指责；控告（accuse的过去式）

4 achieve 1 vt.取得；获得；实现；成功 vi.达到预期的目的，实现预期的结果，如愿以偿

5 achieving 1 [ə'tʃiː v] v. 完成；达到；实现

6 ac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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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ction 2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8 actions 3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9 Adam 1 ['ædəm] n.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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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ddress 1 vt.演说；从事；忙于；写姓名地址；向…致辞；与…说话；提出；处理 n.地址；演讲；致辞；说话的技巧；称呼

12 addresses 1 [ə'dres] n. 住址；网址；电子邮箱地址；称呼；致词；讲话；演讲；谈吐 v. 称呼；发表演说；提出；写地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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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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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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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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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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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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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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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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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ndrew 1 ['ændru:] n.安德鲁（男子名）

23 announced 2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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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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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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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rrests 2 [ə'rest] vt. 逮捕；拘留 n. 逮捕；拘留

29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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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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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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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ttack 2 [ə'tæk] n.攻击；抨击；疾病发作 vt.攻击；抨击；动手干 vi.攻击；腐蚀 n.(Attack)人名；(瑞典)阿塔克

33 attempt 1 [ə'tempt] n.企图，试图；攻击 vt.企图，试图；尝试

34 attorney 3 n.律师；代理人；检察官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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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arry 1 ['bæri] n.巴里（男子名）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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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9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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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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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behavior 1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43 biden 1 n. 拜登(姓氏)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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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irge 1 n. 伯奇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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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Brandon 1 ['brændən] n.布兰登（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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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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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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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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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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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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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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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andidate 1 n.候选人，候补者；应试者

56 Capitol 1 ['kæpitəl] n.美国国会大厦；（美国）州议会大厦

57 carry 2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58 Caserta 1 n.(Caserta)人名；(法、意)卡塞尔塔

59 Caty 2 卡蒂

60 charged 4 [tʃɑ:dʒd] adj.带电的；充满感情的；气氛紧张的 vt.填充

61 charges 3 [t'ʃɑːdʒɪz] n. 费用

62 Christopher 1 ['kristəfə] n.克里斯多夫（男子名）

63 civil 2 ['sivəl] adj.公民的；民间的；文职的；有礼貌的；根据民法的 n.(Civil)人名；(土)吉维尔；(法)西维尔

64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65 concerned 1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66 condemn 1 [kən'dem] vt.谴责；判刑，定罪；声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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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connection 2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69 conservatives 1 [kən'sɜːvətɪvz] 守旧派

70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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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73 cou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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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creating 1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75 crime 1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76 crisis 1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77 criticized 3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78 croft 1 ['krɔft] n.小田地，小农场 n.(Croft)人名；(英、德)克罗夫特

79 cry 1 [krai] vt.叫喊；哭出；大声说 n.叫喊；叫声；口号；呼叫 vi.哭；叫；喊

80 Dana 1 ['deinə] n.美国德纳（美国汽车公司）

81 Daniel 1 ['dænjəl] n.丹尼尔（男子名）

82 deal 1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西)
迪尔

83 debate 1 [di'beit] vt.辩论，争论，讨论 vi.辩论，争论，讨论 n.辩论；辩论会

84 democrat 1 ['deməkræt] n.民主党人；民主主义者；民主政体论者

85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86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87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88 disagree 1 [,disə'gri:] vi.不同意；不一致；争执；不适宜

89 disagreements 1 [dɪsəɡ'riː mənts] 分歧

90 disapproval 1 [,disə'pru:vəl] n.不赞成；不喜欢

91 discussed 2 [dɪs'kʌst] adj. 被讨论的；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2 discussing 1 [dɪ'skʌs] v. 讨论；论述；商量

93 district 2 ['distrikt] n.区域；地方；行政区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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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document 1 n.文件，公文；[计]文档；证件 vt.记录，记载

96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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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astern 1 ['i:stən] adj.东方的；朝东的；东洋的 n.东方人；（美国）东部地区的人

99 economy 1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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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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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lections 1 n. 选举，选举制；投票（election的复数形式）

104 encouraging 1 [in'kʌridʒiŋ] adj.令人鼓舞的；鼓励的，奖励的 v.鼓励，支持（encourage的ing形式）

105 endeavor 1 [in'devə] n.努力；尽力（等于endeavour） vi.努力；尽力（等于endeavour） vt.努力；尽力（等于endeavour）

106 endeavors 1 英 [ɪn'devə] 美 [ɪn'devər] n. 尽力；努力 v. 尽力；努力；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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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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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110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111 exchange 1 [iks'tʃeindʒ] n.交换；交流；交易所；兑换 vt.交换；交易；兑换 vi.交换；交易；兑换

112 explosives 1 英 [ɪk'spləʊsɪvz] 美 [ɪk'sploʊsɪvz] n. 炸药；爆破音 名词explosive的复数形式.

113 extremist 2 [ik'stri:mist] n.极端主义者，过激分子

114 extremists 2 [ɪkst'riː mɪsts] 极端个体

115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116 fasci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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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FBI 4 [ˌefbiː 'aɪ] abbr. 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118 Feder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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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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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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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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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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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fox 1 [fɔks] vt.欺骗；使变酸 n.狐狸；狡猾的人 vi.假装；耍狡猾手段 n.(Fox)人名；(英、法、德、意、西、瑞典)福克斯

124 Franks 1 [fræŋks] n.弗兰克斯（姓氏）；法兰克人（书名）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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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garbin 1 ['ɡɑːbɪn] 加宾风

127 general 1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128 goal 2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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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governor 4 ['gʌvənə] n.主管人员；统治者，管理者；[自]调节器；地方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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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gretchen 1 ['gretʃən] n.格雷琴（女子名，等于Margaret）

132 group 6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33 groups 4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34 guilty 1 ['gilti] adj.有罪的；内疚的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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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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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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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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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hate 1 [heit] vt.憎恨；厌恶；遗憾 vi.仇恨 n.憎恨；反感 n.(Hate)人名；(法)阿特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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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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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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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hearings 1 n.听力( hearing的名词复数 ); 听觉; 听力所及的距离; 听证会

145 her 3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146 home 2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147 hurt 1 [hə:t] vt.使受伤；损害；使疼痛；使痛心 vi.感到疼痛；有坏处；带来痛苦 n.痛苦；危害；痛苦的原因 adj.受伤的；痛苦
的；受损的 n.(Hurt)人名；(德、匈、捷)胡特；(英)赫特

148 identify 1 vt.确定；鉴定；识别，辨认出；使参与；把…看成一样vi.确定；认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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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i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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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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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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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54 internal 2 n.内脏；本质 adj.内部的；里面的；体内的；（机构）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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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investigation 2 [in,vesti'geiʃən] n.调查；调查研究

157 investigations 1 [ɪnvestɪ'ɡeɪʃnz] 调查

158 is 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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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161 kaleb 1 n. 卡莱布

162 kidnap 3 ['kidnæp] vt.绑架；诱拐；拐骗

163 kidnapping 1 ['kidnæpiŋ] n.绑架；诱拐 v.绑架（kidnap的ing形式）；诱拐

164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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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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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lawmakers 1 n.立法者(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

168 laws 1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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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learned 1 ['lə:nid] adj.博学的；有学问的；学术上的 n.(Learned)人名；(英)勒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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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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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liberate 1 ['libəreit] vt.解放；放出；释放

174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75 location 1 [ləu'keiʃən] n.位置（形容词locational）；地点；外景拍摄场地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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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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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mate 1 [meit] n.助手，大副；配偶；同事；配对物 vt.使配对；使一致；结伴 vi.交配；成配偶；紧密配合 n.(Mate)人名；(日)蛏
(姓)；(西、意、塞)马特；(波黑)马特；(罗、俄)马泰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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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Matthew 1 ['mæθju:] n.马太福音（新约第一卷）；马太（耶稣12门徒之一）；马修（姓氏，男子名）

182 media 2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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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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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men 4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186 message 1 ['mesidʒ] n.消息；差使；启示；预言；广告词 vi.报信，报告；[通信]报文 vt.通知

187 Michigan 11 ['miʃigən] n.美国密歇根州；密歇根

188 militia 1 [mi'liʃə] n.民兵组织；自卫队；义勇军；国民军

189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90 murdering 1 ['mə:dəriŋ] adj.杀人的；尖酸刻薄的 v.谋杀（murder的ing形式）

191 nessel 2 内塞尔

192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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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5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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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of 2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98 officers 1 n.军官，人员（officer复数形式）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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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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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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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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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order 1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204 ordered 1 ['ɔ:dəd] adj.[数]有序的；整齐的；安排好的 v.命令；点餐（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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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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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overthrow 1 [,əuvə'θrəu, 'əuvəθrəu] n.推翻；倾覆；瓦解 vt.推翻；打倒；倾覆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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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part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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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payment 1 ['peimənt] n.付款，支付；报酬，报答；偿还；惩罚，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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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14 planned 2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215 planning 1 ['plæniŋ] n.规划；计划编制 v.计划；设计；预期（plan的ing形式）

216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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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plot 1 [plɔt] n.情节；图；阴谋 vt.密谋；绘图；划分；标绘 vi.密谋；策划；绘制 n.(Plot)人名；(捷)普洛特；(法)普洛

218 plots 1 英 [plɒt] 美 [plɑ tː] n. 情节；阴谋；图；(小块)土地 v. 密谋；绘图；计划；标示位置

219 plotting 1 ['plɔtiŋ] n.测绘；标图 v.[测]绘图；密谋（plot的ing形式）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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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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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possible 2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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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pow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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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praised 1 [preɪz] vt. 赞美；称赞 n. 赞美；称赞；崇拜 vi. 赞美

226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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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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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prison 1 ['prizən] n.监狱；监禁；拘留所 vt.监禁，关押 n.(Prison)人名；(德)普里松

230 rallying 1 汽车拉力赛（rally的现在分词）

231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232 rebuke 2 [ri'bju:k] vt.指责，非难；制止；使相形见绌 n.非难，指责；谴责，鞭策

233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34 refusal 1 [ri'fju:zəl, ri:-] n.拒绝；优先取舍权；推却；取舍权

235 reopen 1 [,ri:'əupən] vt.使再开，使重开 vi.重开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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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reports 2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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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restrictions 1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240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41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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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aid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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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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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46 schneider 2 ['ʃnaidə] n.西装店；裁缝店

247 security 1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248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249 self 1 [self] n.自己，自我；本质；私心 adj.同一的 vt.使自花授精；使近亲繁殖 vi.自花授精 n.(Self)人名；(英)塞尔夫

250 send 1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251 sentenced 1 ['sentəns] n. 句子；判决 vt. 宣判；判决

252 separately 1 ['sepəritli] adv.分别地；分离地；个别地

253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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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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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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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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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should 2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59 sitting 1 ['sitiŋ] n.入席，就坐；开庭；孵卵；坐着的一段时间 adj.坐着的；孵卵中的；在任期中的 v.坐；坐落（sit的ing形式） n.
(Sitting)人名；(英)西廷

260 six 2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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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social 2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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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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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sought 1 [sɔ:t] v.寻找（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5 speak 1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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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ta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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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269 stat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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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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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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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to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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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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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ubject 1 ['sʌbdʒikt, -dʒe-, səb'dʒekt] n.主题；科目；[语]主语；国民 adj.服从的；易患…的；受制于…的 vt.使…隶属；使屈从于…

275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76 sufficient 1 [sə'fiʃənt] adj.足够的；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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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supremacists 1 n.至上主义者( supremacist的名词复数 )

279 suspects 1 [sə'spekt] v. 怀疑；猜想 n. 嫌疑犯 adj. 可疑的；不可信的

280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281 talked 2 [tɔː k] v. 交谈；商讨；演讲；阐述；劝服 n. 谈话；会谈；讨论；讲话；空谈

282 target 1 n.目标，指标；（攻击的）对象；靶子 v.把...作为目标；面向，对准（某群体） n.（Target）美国塔吉特公司

283 telling 1 ['teliŋ] adj.有效的；生动的；显著的 n.命令；叙述；吐露真情 v.告诉；讲述（tell的ing形式）；命令 n.(Telling)人名；(英)
特林

284 terrorism 1 ['terərizəm] n.恐怖主义；恐怖行动；恐怖统治

285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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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the 4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87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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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89 they 7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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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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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Thursday 1 ['θə:zdi; -dei] n.星期四

294 t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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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trum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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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ty 1 abbr.总产量；总收率（totalyield） n.(Ty)人名；(英)泰

297 tyrants 1 n.专制统治者( tyrant的名词复数 ); 暴君似的人; （古希腊的）僭主; 严酷的事物

298 uncontrolled 1 英 [ˌʌnkən'trəʊld] 美 [ˌʌnkən'troʊld] adj. 不受抑制的；不受控制的；自由的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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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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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upcoming 1 ['ʌp,kʌmiŋ] adj.即将来临的

302 us 1 pron.我们

303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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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violent 4 ['vaiələnt] adj.暴力的；猛烈的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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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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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war 2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308 warned 1 英 [wɔː n] 美 [wɔː 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309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10 watchmen 1 ['wɒtʃmən] n. 看守人(值夜人；警卫员)

311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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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314 week 1 [wi:k] n.周，星期

315 weight 1 [weit] n.重量，重力；负担；砝码；重要性 vt.加重量于，使变重 n.(Weight)人名；(英)韦特；(捷)魏格特

316 were 3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17 western 1 ['westən] adj.西方的，西部的；有西方特征的 n.西方人；西部片，西部小说 n.(Western)人名；(英)韦斯顿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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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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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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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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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Whitmer 8 n. 惠特默

323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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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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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wolverine 1 ['wulvəri:n, ,wulvə'ri:n] n.狼獾；狼獾皮；豹熊；貂熊裘

327 word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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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wray 2 n.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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