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1-05 [As It Is] Journalism Collective Finds Safety in
Collaboration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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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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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2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is 1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journalists 16 ['dʒɜːnəlɪsts] n. 记者；新闻工作者(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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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th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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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for 1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 i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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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o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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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was 1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3 a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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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h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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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stories 7 [s'tɔː rɪz] n. 故事，传说（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 v. 讲…的故事；说假话（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6 who 7 pron.谁；什么人

17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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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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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Mexico 6 ['meksikəu] n.墨西哥

20 news 6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1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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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3 work 6 n.工作；[物]功；产品；操作；职业；行为；事业；工厂；著作；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 vt.使工作；操作；经营；使缓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24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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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bidden 5 [fə'bidən] adj.被禁止的；严禁的，禁用的

26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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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ing 5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28 reporters 5 媒体记者

29 Richard 5 ['ritʃəd] n.理查德（男子名）

30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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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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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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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journalism 4 ['dʒə:nəlizəm] n.新闻业，新闻工作；报章杂志

34 journalist 4 ['dʒə:nəlist] n.新闻工作者；报人；记日志者

35 killings 4 n.谋杀( killing的名词复数 ); 突然发大财，暴发

36 mart 4 [mɑ:t] n.集市；商业中心 n.(Mart)人名；(爱沙)马尔特；(塞、法、土库、阿塞、俄)马尔特

37 Mexican 4 ['meksikən] adj.墨西哥的；墨西哥人的 n.墨西哥人；墨西哥语

38 Nez 4 北方经济区（northerneconomiczone） n.(Nez)人名；(法)内；(西)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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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often 4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40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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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thei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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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world 4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43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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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around 3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46 arrests 3 [ə'rest] vt. 逮捕；拘留 n. 逮捕；拘留

47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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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artel 3 [kɑ:'tel] n.卡特尔；企业联合；垄断联盟；俘虏交换条约 n.(Cartel)人名；(法)卡泰尔

49 crime 3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50 death 3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51 government 3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52 group 3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53 h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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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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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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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investigative 3 [in'vestigeitiv] adj.研究的；调查的；好调查的

57 obrador 3 奥夫拉多尔

58 organizations 3 [ˌɔː ɡənaɪ'zeɪʃnz] n. 组织机构（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

59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60 pers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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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president 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62 project 3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63 protect 3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64 several 3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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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someone 3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67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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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threats 3 [θret] n. 威胁；恐吓；凶兆

69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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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Veracruz 3 [,verə'kru:z] n.韦拉克鲁斯（墨西哥城市）

71 we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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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w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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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ano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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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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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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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77 bleak 2 [bli:k] adj.阴冷的；荒凉的，无遮蔽的；黯淡的，无希望的；冷酷的；单调的

78 brutal 2 ['bru:təl] adj.残忍的；野蛮的，不讲理的

79 cartels 2 n.<经>卡特尔，企业联合( cartel的名词复数 )

80 collaboration 2 [kə,læbə'reiʃən] n.合作；勾结；通敌

81 continuing 2 [kən'tɪnjuɪŋ] adj. 连续的；持续的；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

82 corruption 2 [kə'rʌpʃən] n.贪污，腐败；堕落

83 count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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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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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84 coverage 2 n.覆盖，覆盖范围；新闻报道

85 cpj 2 (=caudal pancreaticojejunostomy) 胰腺空肠端端吻合术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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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drug 2 [drʌg] n.药；毒品；麻醉药；滞销货 vt.使服麻醉药；使服毒品；掺麻醉药于 vi.吸毒 n.(Drug)人名；(罗)德鲁格

88 especially 2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89 f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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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five 2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91 following 2 ['fɔləuiŋ] adj.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n.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v.跟随；沿行（follow的ing形式）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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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94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95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96 international 2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97 investigating 2 [ɪn'vestɪɡeɪt] v. 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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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k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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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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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lack 2 [læk] vt.缺乏；不足；没有；需要 vi.缺乏；不足；没有 n.缺乏；不足 n.(Lack)人名；(老)拉；(英、法、意、葡、匈)拉
克；(匈)洛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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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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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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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measures 2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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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never 2 ['nevə] adv.从未；决不

108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09 office 2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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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online 2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112 ord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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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organization 2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114 organiz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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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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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personal 2 ['pə:sənl] adj.个人的；身体的；亲自的 n.人事消息栏；人称代名词

117 pez 2 [pez] n.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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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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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prosecutor 2 ['prɔsikju:tə] n.检察官；公诉人；[法]起诉人；实行者

121 protection 2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122 published 2 ['pʌblɪʃ] v. 出版；发行；公开发表

123 reporter 2 [ri'pɔ:tə] n.记者

124 reporting 2 英 [rɪ'pɔː tɪŋ] 美 [rɪ'pɔː 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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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safety 2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126 same 2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127 satirical 2 [sə'tirikəl] adj.讽刺性的；讥讽的；爱挖苦人的

128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29 shand 2 n. 尚德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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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st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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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susan 2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133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34 threat 2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135 together 2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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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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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violent 2 ['vaiələnt] adj.暴力的；猛烈的

139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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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41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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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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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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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without 2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145 work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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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worldwide 2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147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148 accuses 1 [ə'kjuːz] v. 谴责；控告；指责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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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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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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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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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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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adds 1 abbr.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

155 Afghanistan 1 [æf'gænistæn] n.阿富汗（国家名称，位于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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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158 agree 1 [ə̍ ɡriː ] vt.同意，赞成；承认；约定，商定 vi.vi.同意，意见一致；约定，商定

159 agreed 1 [ə'gri:d] adj.同意的；通过协议的 v.同意；赞成（agree的过去式）

160 albert 1 ['ælbət] n.艾伯特（男子名）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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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allege 1 [ə'ledʒ] vt.宣称，断言；提出…作为理由

163 alleged 1 [ə'ledʒd] adj.所谓的；声称的；被断言的 v.宣称（alle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断言

164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65 alone 1 [ə'ləun] adj.独自的；单独的；孤独的 adv.独自地；单独地

166 andr 1 n.(Andr)人名；(捷)安德尔

167 angry 1 ['æŋgri] adj.生气的；愤怒的；狂暴的；（伤口等）发炎的

168 ant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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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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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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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articles 1 英 ['ɑ tːɪkl] 美 ['ɑ rːtɪkl] n. 文章；物品；条款；[语]冠词 vt. 订契约

171 assistance 1 [ə'sistəns] n.援助，帮助；辅助设备

172 attempts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173 beaten 1 ['bi:tn] adj.被打败了的；筋疲力竭的；踏平的 v.打败（beat的过去分词） n.(Beaten)人名；(英)比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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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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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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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believes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178 best 1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179 bodyguards 1 保卫人员

180 bring 1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181 Bryan 1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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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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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call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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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campaign 1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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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88 case 1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189 causes 1 [kɔː zɪz] n. 原因，理由；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

190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191 charlie 1 ['tʃɑ:li] n.查理（男子名）

192 climate 1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193 cold 1 [kəuld] adj.寒冷的；冷淡的，不热情的；失去知觉的 n.寒冷；感冒 adv.完全地

194 collect 1 [kə'lekt] vt.收集；募捐 vi.收集；聚集；募捐 adv.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由收件人付款的 n.(Collect)人名；(英)科莱克特

195 collective 1 [kə'lektiv] adj.集体的；共同的；集合的；集体主义的 n.集团；集合体；集合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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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committee 1 [kə'miti] n.委员会

198 connect 1 [kə'nekt] vt.连接；联合；关连 vi.连接，连结；联合

199 connections 1 [kə'nektʃənz] n. 连接点 名词connec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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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202 cou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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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criticizes 1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204 criticizing 1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205 cruel 1 [英 ['kru:əl] 美 [ˈkruəl]] adj.残酷的，残忍的；使人痛苦的，让人受难的；无情的，严酷的

206 dead 1 [ded] adj.无生命的；呆板的；废弃了的 adv.完全地 n.死者

207 deadliest 1 ['dedli] adj. 致命的；如死一样的 adv. 非常地；如死一般地

208 deadly 1 ['dedli] adj.致命的；非常的；死一般的 adv.非常；如死一般地

209 decided 1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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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212 directly 1 [英 [də̍ rektli] 美 [dɪˈrɛktli, daɪ-]] adv.直接地；立即；马上；正好地；坦率地 conj.一…就

213 disappeared 1 [dɪsə'piəd] adj. 消失的 动词disapp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4 disinformation 1 [,disinfə'meiʃən] n.故意的假情报；虚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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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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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dox 1 [dɔː ks] n. 纪录影片

218 edit 1 ['edit] vt.编辑；校订 n.编辑工作 n.(Edit)人名；(罗、匈)埃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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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ffective 1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221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222 eight 1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223 emotional 1 [i'məuʃənəl] adj.情绪的；易激动的；感动人的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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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nemies 1 ['enəmɪz] n. 敌人；敌军；有害物（名词enemy的复数形式）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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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ven 1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228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229 examines 1 [ɪɡ'zæmɪn] vt. 检查；调查；考试；仔细观察 vi. 检查；调查

230 exists 1 [ɪɡ'zɪst] v. 存在；生存；活着

231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232 face 1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233 failed 1 [feild] adj.已失败的，不成功的 v.失败，不成功（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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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fa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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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fear 1 [fiə] n.害怕；恐惧；敬畏；担心 vt.害怕；敬畏；为…担心 vi.害怕；敬畏；为…担心

237 final 1 ['fainl] adj.最终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 n.决赛；期末考试；当日报纸的末版

238 finds 1 [faɪnd] v. 发现；找到；认为；觉得；感到；裁决；判定 n. 发现

239 fix 1 [fiks] vt.使固定；修理；安装；准备 vi.固定；注视 n.困境；方位；贿赂 n.(Fix)人名；(英、法、德、瑞典)菲克斯

240 floor 1 [flɔ:] n.地板，地面；楼层；基底；议员席 vt.铺地板；打倒，击倒；（被困难）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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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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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founded 1 [faʊnd] v. 建立；创立；创办；熔铸；找到，发现（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4 founder 1 ['faundə] vi.失败；沉没；倒塌；变跛 vt.破坏；使摔倒；垮掉 n.创始人；建立者；翻沙工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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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frightened 1 ['fraitnd] adj.害怕的；受惊的；受恐吓的 v.害怕；使吃惊；吓走（frighten的过去分词）

247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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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250 Graham 1 ['greiəm] adj.全麦的；粗面粉的；全麦粉制成的 n.(Graham)人名；(塞、瑞典)格拉哈姆

251 guilty 1 ['gilti] adj.有罪的；内疚的

252 gunmen 1 ['ɡʌnmən] n. 枪手；持枪的歹徒 名词gunman的复数形式.

253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254 hebdo 1 ['hebdəʊ] hebdomad(al)(ly) 七天(地)、一周(地)

255 h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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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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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humorous 1 ['hju:mərəs] adj.诙谐的，幽默的；滑稽的，可笑的

259 ideas 1 观念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60 illegal 1 adj.[法]非法的；违法的；违反规则的 n.非法移民，非法劳工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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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263 injured 1 ['indʒəd] adj.受伤的；受损害的

264 interconnected 1 adj.连通的；有联系的 v.互相连接（interconnect的过去式）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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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investigate 1 [in'vestigeit] v.调查；研究

267 investigations 1 [ɪnvestɪ'ɡeɪʃnz] 调查

268 jailed 1 ['dʒeɪld] adj. 监禁的；拘留的

269 Jan 1 abbr.一月（january） n.(Jan)人名；(阿富、巴基、印)贾恩；(德、荷、丹、挪、捷、波、俄、瑞典、芬、塞)扬；(英)简；
(法、罗)让

270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271 job 1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272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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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language 1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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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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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Laurent 1 ['lɔrənt] n.劳伦（法国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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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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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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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left 1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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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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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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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looks 1 [lʊks] n. 外貌(恒用复数)

286 Lopez 1 n.洛佩斯（姓氏）

287 loss 1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288 Lynn 1 [lin] n.林恩（姓氏）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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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magazines 1 ['mæɡəziː nz] 杂志

291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292 Manuel 1 ['mænjuəl] n.曼纽尔（男子名）；曼努埃尔二世（拜占庭皇帝约翰五世的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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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mental 1 ['mentəl] 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n.精神病患者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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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messenger 1 ['mesindʒə] n.报信者，送信者；先驱 n.(Messenger)人名；(德)梅森格；(英)梅辛杰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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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mistakes 1 [mɪ'steɪk] n. 错误；误会；过失 v. 误解；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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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301 most 1 [məust] adv.最；非常，极其；最多；几乎 adj.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n.大部分，大多数 n.(Most)人名；(德、俄、
法、芬、捷、英)莫斯特

302 murders 1 英 ['mɜːdə(r)] 美 ['mɜ rːdər] n. 谋杀；谋杀案；<俚>要命的事 vt. 谋杀；糟蹋；损坏 vi. 谋杀

303 mysteriously 1 [mis'tiəriəsli] adv.神秘地；故弄玄虚地；难以理解地

304 newspaper 1 ['nju:s,peipə, 'nju:z-] n.报纸 报社 旧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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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newspapers 1 [njuːz'peɪpəs] n. 报纸 名词newspaper的复数形式.

306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07 numb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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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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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offers 1 英 ['ɒfə(r)] 美 ['ɔː fər] vt. 提供；提出；（卖方）出价；贡献 vi. 提议；出现；求婚 n. 提议；出价

310 offices 1 办公室

311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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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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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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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others 1 pron.其他人

316 Paris 1 ['pæris] n.巴黎（法国首都）；帕里斯（特洛伊王子）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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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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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poi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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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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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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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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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prices 1 [praɪs] n. 价格；代价；价值 v. 给…定价；估价；贴价格标签；比较价格

324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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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proof 1 [pru:f] n.证明；证据；校样；考验；验证；试验 adj.防…的；不能透入的；证明用的；耐…的 vt.试验；校对；使不被穿
透

327 protections 1 [prə'tekʃnz] 保护

328 prove 1 [pru:v] vt.证明；检验；显示 vi.证明是

329 providing 1 [prəu'vaidiŋ] conj.假如，以…为条件 v.供给（provide的ing形式）；预备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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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radio 1 ['reidiəu] n.收音机；无线电广播设备 vi.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用无线电发送 n.(Radio)人名；(西)拉迪奥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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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received 1 [ri'si:vd] adj.被一般承认的；被认为标准的 v.收到；接受；迎接（receive的过去分词）

334 Regina 1 [ri'dʒainə] n.女王；女王称号

335 relationship 1 [ri'leiʃənʃip] n.关系；关联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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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repor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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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representative 1 [,repri'zentətiv] adj.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代议制的 n.代表；典型；众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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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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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sees 1 abbr.扩展企业应用套件（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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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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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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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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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348 spoken 1 ['spəukən] adj.口语的，口头的 v.说（speak的过去分词）

349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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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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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subjects 1 ['sʌbdʒɪkts] n. 科目 名词subjec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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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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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355 talking 1 ['tɔ:kiŋ] adj.说话的，多嘴的；有表情的 n.讲话，谈论 v.谈论；讲话（talk的ing形式） n.(Talking)人名；(英)托金

356 targeted 1 英 ['tɑːɡɪt] 美 ['tɑ rːɡɪt] n. 目标；对象；靶 vt. 把 ... 作为目标；瞄准

357 television 1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358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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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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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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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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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364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65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66 trauma 1 ['trɔ:mə; 'trau-] n.[外科]创伤（由心理创伤造成精神上的异常）；外伤 n.(Trauma)人名；(西)特劳马

367 traumatic 1 adj.（心理）创伤的 adj.（生理）外伤的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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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try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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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71 uncooperative 1 ['ʌnkəu'ɔpərətiv] adj.不合作的；不配合的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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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unfavorable 1 [,ʌn'feivərəbl] adj.不宜的；令人不快的；不顺利的

374 unfriendly 1 [,ʌn'frendli] adj.不友好的；不利的 adv.不友善地

375 unpleasant 1 [,ʌn'plezənt] adj.讨厌的；使人不愉快的

376 us 1 pron.我们

377 use 1 [ju:z] n.使用；用途；发挥 vt.利用；耗费 vi.使用，运用 n.(Use)人名；(德)乌泽

378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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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vyse 1 ['viː z] n. 有中柱的回旋形楼梯；外形像拱顶的方形或圆形盘梯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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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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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whose 1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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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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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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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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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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