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1-08 [As It Is] Lawmakers to Investigate Capitol Police after
Mob Breach 词汇表词汇表

1 able 2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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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dded 3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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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7 affect 1 [ə'fekt, 'æfekt] vt.影响；感染；感动；假装 vi.倾向；喜欢 n.情感；引起感情的因素

8 afraid 1 [ə'freid] adj.害怕的；恐怕；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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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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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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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3 and 16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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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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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pproval 1 [ə'pru:vəl] n.批准；认可；赞成

18 a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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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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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rrested 2 [ə'restɪd] adj. 逮捕的 动词arr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 arrival 1 [ə'raivəl] n.到来；到达；到达者

22 arrived 1 [a'raɪvd] adj.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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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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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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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ttacking 1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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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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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venue 1 n.大街；林荫大道；[比喻](达到某物的)途径，手段，方法，渠道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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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ank 1 [bæŋk] n.银行；岸；浅滩；储库 vt.将…存入银行；倾斜转弯 vi.堆积；倾斜转弯 n.(Bank)人名；(英、德、俄)班克；(法、
匈)邦克

33 baseless 1 ['beislis] adj.无根据的；无基础的

34 bass 1 [beis] n.鲈鱼；男低音；低音部；椴树 adj.低音的 n.(Bass)人名；(英、法、德、俄、罗、捷、马里、匈)巴斯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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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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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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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iden 2 n. 拜登(姓氏)

39 billions 1 ['bɪljənz] n.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

40 bl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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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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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old 1 [bəuld] adj.大胆的，英勇的；黑体的；厚颜无耻的；险峻的 n.(Bold)人名；(英、德、罗、捷、瑞典)博尔德

42 boldness 1 ['bəuldnis] n.大胆；冒失；显著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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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breach 5 [bri:tʃ] n.违背，违反；缺口 vt.违反，破坏；打破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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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Bryan 1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47 building 3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48 buildings 1 ['bɪldɪŋz] n.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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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51 capital 1 ['kæpitə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Capital)人名；(法)卡皮塔尔

52 Capitol 15 ['kæpitəl] n.美国国会大厦；（美国）州议会大厦

53 chairwoman 1 ['tʃεə,wumən] n.女主席；女议长

54 Chambers 1 ['tʃeimbəz] n.钱伯斯（姓氏）

55 changes 1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56 chief 2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57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58 claims 1 [kleɪm] n. 要求；要求权；主张；断言；声称；要求物 vt. 要求；请求；主张；声称；断言

59 clear 2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除；
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60 Columbia 1 [kə'lʌmbiə] n.哥伦比亚

61 come 1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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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ommittee 2 [kə'miti] n.委员会

64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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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ongress 4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67 congresswoman 2 ['kɔŋgres,wumən] n.（美）国会女议员；众议院女议员

68 contee 2 n. 康蒂

69 continued 1 [kən'tinju:d] adj.继续的；持久的 v.继续；逗留；维持原状（continue的过去分词）

70 control 2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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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covering 1 ['kʌvəriŋ] adj.掩盖的，掩护的 n.遮盖物，覆盖物 v.覆盖；穿（cover的ing形式）；代替

73 crowd 1 [[kraud] n.群众,一伙;一堆,许多,大众 v.拥挤,挤满,挤进 vt.挤满,将...塞进;催促,催逼 vi.挤,拥挤,聚集

74 curfew 1 ['kə:fju:] n.宵禁；宵禁令；晚钟；打晚钟时刻

75 damage 1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76 danger 1 ['deindʒə] n.危险；危险物，威胁 n.(Danger)人名；(法)当热

77 dealt 1 [delt] v.处理（dea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8 delayed 1 [di'leid] adj.延时的；定时的 v.延迟（delay的过去式）

79 deliberately 1 [di'libərətli] adv.故意地；谨慎地；慎重地

80 Deming 2 n. 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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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83 deserve 1 [di'zə:v] vi.应受，应得 vt.应受，应得

84 designate 1 ['dezigneit, 'dezignit, -neit] vt.指定；指派；标出；把…定名为 adj.指定的；选定的

85 designated 1 ['dezɪɡneɪtɪd] adj. 指定的；特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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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desired 1 [di'zaiəd] adj.渴望的；想得到的 v.渴望，要求（desire的过去分词形式）

87 desks 1 n. 桌子（desk的复数）；书桌

88 destroy 1 [di'strɔi] vt.破坏；消灭；毁坏

89 determined 1 [di'tə:mind] adj.决定了的；坚决的 v.决定；断定（determine的过去分词）

90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91 died 2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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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dishonest 1 [dis'ɔnist] adj.不诚实的；欺诈的

94 distance 1 ['distəns] n.距离；远方；疏远；间隔 vt.疏远；把…远远甩在后面

95 district 1 ['distrikt] n.区域；地方；行政区

96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97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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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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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lect 1 [i'lekt] adj.选出的；当选的；卓越的 n.被选的人；特殊阶层；上帝的选民 vt.选举；选择；推选 vi.作出选择；进行选举

101 election 3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102 emergencies 1 [ɪ'mɜːdʒənsɪz] n. 紧急事件；紧急需要 名词emergency的复数形式.

103 employment 1 [im'plɔimənt] n.使用；职业；雇用

104 encourage 1 [in'kʌridʒ] vt.鼓励，怂恿；激励；支持

105 encouraged 1 英 [ɪn'kʌrɪdʒd] 美 [ɪn'kɜ ɪːdʒd] adj. 被鼓励的 v. 鼓励；促进；支持（动词encour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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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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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109 entered 2 ['entə(r)d] adj. 进入的 动词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10 entering 1 ['entəriŋ] v.进入（enter的ing形式）；录入；键入

111 evening 2 ['i:vniŋ] n.晚上；傍晚；（联欢性的）晚会；后期 adj.在晚上的；为晚上的；晚上用的 int.晚上好（等于goodevening）

112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13 examine 1 [ig'zæmin] vt.检查；调查；检测；考试 vi.检查；调查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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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facebook 1 ['feɪsbʊk] n. 肖像影集；脸谱网或脸书网（知名社交网站） v.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

116 fai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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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falsely 1 ['fɔ:lsli] adv.错误地；虚伪地；不实地

118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119 finally 1 ['fainəli] adv.最后；终于；决定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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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22 for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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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formed 1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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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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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fourteen 1 num.十四；十四个；第十四 n.十四的记号；十四岁；十四点钟；十五世纪

127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28 game 1 [geim] n.游戏；比赛 adj.勇敢的 vi.赌博 n.(Game)人名；(英)盖姆；(法)加姆；(西)加梅

129 g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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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get 4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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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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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goin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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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grounds 1 [ɡ'raʊndz] n. 木砖 名词ground的复数形式.

134 guarded 1 ['gɑ:did] adj.谨慎的；被监视着的；警戒着的；被看守著的 v.保卫，看守（guard的过去式）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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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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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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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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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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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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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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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hid 1 [hid] v.隐藏；遮蔽（hide的过去式）

143 hiding 1 ['haidiŋ] n.隐匿；躲藏处；殴打 n.(Hiding)人名；(瑞典)希丁

144 hopeful 1 ['həupful] adj.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n.有希望成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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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house 5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名；(英)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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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ilhan 1 伊尔汗

149 i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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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incid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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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including 2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52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53 injured 1 ['indʒəd] adj.受伤的；受损害的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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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interview 1 ['intəvju:] n.接见，采访；面试，面谈 vt.采访；接见；对…进行面谈；对某人进行面试

156 int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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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investigate 2 [in'vestigeit] v.调查；研究

158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9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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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en 1 ['ka:rən] n.凯伦（人名）；克伦邦（缅甸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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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164 knew 1 [nju:, nu:] v.知道；认识；记得（know的过去式） n.(Knew)人名；(英)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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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l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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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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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lawless 1 ['lɔ:lis] adj.非法的；无法律的 n.(Lawless)人名；(英)劳利斯

169 lawmakers 5 n.立法者(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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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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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leadership 1 ['li:dəʃip] n.领导能力；领导阶层

173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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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175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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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lofgren 1 n. 洛夫格伦

178 Lynn 1 [lin] n.林恩（姓氏）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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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81 marched 2 英 [mɑ tːʃ] 美 [mɑ rːtʃ] n. 行军；行进；游行示威；稳步前进；进行曲 v. 行进；前进；进发；使同行；游行示威 March n.
三月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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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mask 1 [mɑ:sk, mæsk] n.面具；口罩；掩饰 vi.掩饰；戴面具；化装 vt.掩饰；戴面具；使模糊

184 masks 1 英 [mɑːsk] 美 [mæsk] n. 伪装；面罩；面具；[计算机]掩码 v. 掩饰；戴面具；遮盖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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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mayor 1 ['mεə] n.市长 n.(Mayor)人名；(英)梅厄；(法、西、俄)马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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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medical 1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189 Members 3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190 metropolitan 1 [,metrə'pɔlitən] adj.大都市的；大主教辖区的；宗主国的 n.大城市人；大主教；宗主国的公民

191 mob 8 [mɔb] n.暴民，暴徒；民众；乌合之众 vt.大举包围，围攻；蜂拥进入 vi.聚众生事，聚众滋事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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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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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nancy 1 ['nænsi] adj.女性化的；同性恋的 n.女性化的男人

195 nation 1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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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98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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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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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occupied 1 ['ɔkjupaid] adj.已占用的；使用中的；无空闲的 v.占有（occupy的过去分词）

203 occurrence 1 [ə'kə:rəns, -'kʌ-] n.发生；出现；事件；发现

204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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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officers 1 n.军官，人员（officer复数形式）

207 offices 1 办公室

208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209 Omar 1 ['əumɑ:] n.奥马尔（男子名）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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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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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oneself 1 [wʌn'self, -zelf] pron.自己；亲自

213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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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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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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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17 our 4 ['auə, ɑ:] pron.我们的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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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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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驱逐

219 page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杰；(法)帕日

220 pelosi 1 佩洛西

221 Pennsylvania 1 [,pensil'veinjə] n.宾夕法尼亚州（美国州名）

222 people 5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23 photo 2 ['fəutəu] n.照片

224 picture 1 ['piktʃə] n.照片，图画；影片；景色；化身 vt.画；想像；描写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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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plan 1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227 planned 1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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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police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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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prepared 2 adj.准备好的 v.准备（prepare的过去分词）

231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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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pretty 1 adj.漂亮的；可爱的；优美的 adv.相当地；颇 n.有吸引力的事物（尤指饰品）；漂亮的人 n.Pretty，普雷蒂（人名）

234 pride 2 n.自豪；骄傲；自尊心；狮群 vt.使得意，以...自豪 vi.自豪 n.（Pride）人名；（英）普赖德

235 professional 1 [prə'feʃənəl] adj.专业的；职业的；职业性的 n.专业人员；职业运动员

236 promising 1 ['prɔmisiŋ] adj.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v.许诺，答应（promise的现在分词形式）

237 property 1 ['prɔpəti] n.性质，性能；财产；所有权

238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39 protected 1 [prə'tektid] adj.受保护的 v.保护；防卫（protect的过去分词）

240 prote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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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protesters 1 n.抗议者( protester的名词复数 ); 反对者; 拒绝者; 断言者

242 protestor 6 [prəu'testə] n.抗议者

243 protests 1 英 ['prəʊtest] 美 ['proʊtest] n. 抗议；反对 v. 抗议；反对；申明；断言

244 raises 1 ['reɪzɪz] n. 加薪；增加 名词raise的复数形式.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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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re 3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247 ready 1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人名；(英)雷迪

248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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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represent 1 [,repri'zent] vt.代表；表现；描绘；回忆；再赠送 vi.代表；提出异议

251 representative 3 [,repri'zentətiv] adj.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代议制的 n.代表；典型；众议员

252 republicans 1 n.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

253 respect 1 [ri'spekt] n.尊敬，尊重；方面；敬意 vt.尊敬，尊重；遵守

254 respected 1 [ri'spektid] adj.受尊敬的 v.尊敬；重视（re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5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256 rig 1 [rig] n.装备；钻探设备；服装；[船]帆装 vt.操纵；装配；装扮；装上索具

257 rigged 1 [rɪgd] adj. 作弊的；非法操纵的 动词ri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58 robbing 1 ['rɒbɪŋ] n. 回采(回收)矿柱 动词rob的现在分词.

259 Robert 1 ['rɔbət] n.罗伯特（男子名）

260 Ryan 2 瑞恩；瑞安（人名）

261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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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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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ecret 1 ['si:krit] n.秘密；秘诀；机密 adj.秘密的；机密的 n.(Secret)人名；(法)塞克雷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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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secured 1 英 [sɪ'kjʊə(r)] 美 [sə'kjʊr] adj. 安全的；牢靠的；稳妥的 vt. 使安全；获得；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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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elfie 2 n. 自拍照（网络用语）

268 senate 2 ['senit] n.参议院，上院；（古罗马的）元老院

269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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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ev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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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hand 2 n. 尚德

273 s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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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ho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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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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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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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78 situations 1 [sɪtʃ'ʊeɪʃnz]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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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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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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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283 speaker 1 ['spi:kə] n.演讲者；扬声器；说话者；说某种语言的人 n.(Speaker)人名；(英)斯皮克

284 spend 1 [spend] vt.度过，消磨（时光）；花费；浪费；用尽 vi.花钱；用尽，耗尽 n.预算

285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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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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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sto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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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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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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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suffering 1 ['sʌfəriŋ] n.受难；苦楚 adj.受苦的；患病的 v.受苦；蒙受（suffer的ing形式）

292 supporters 2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293 susan 2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94 take 3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295 tak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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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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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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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th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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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the 5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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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there 3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302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03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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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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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307 tim 1 [tim] n.蒂姆（男子名）

308 to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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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today 2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310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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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trum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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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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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unacceptable 1 [,ʌnək'septəbl] adj.不能接受的；不受欢迎的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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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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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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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us 1 pron.我们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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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Val 1 [væl] n.瓦珥（女子名）；瓦尔（男子名）

322 vandalize 1 ['vændəlaiz] vt.肆意毁坏；摧残（等于vandalise）

323 vandalized 1 ['vændəlaɪz] vt. 肆意破坏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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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victory 1 ['viktəri] n.胜利；成功；克服 n.(Victory)人名；(西)维多利；(英)维克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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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violent 1 ['vaiələnt] adj.暴力的；猛烈的

328 vis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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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walk 1 [wɔ:k] n.步行，走；散步 vt.散步；走过 vi.走，步行；散步 n.(Walk)人名；(德、葡)瓦尔克；(英)沃克

330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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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32 Washington 2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333 w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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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w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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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Wednesday 4 ['wenzdi; -dei] n.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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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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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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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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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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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while 1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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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who 4 pron.谁；什么人

344 whom 1 [hu:m, 弱 hum] pron.谁（who的宾格）

345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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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windows 1 ['windəuz] n.微软公司生产的“视窗”操作系统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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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with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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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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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wore 1 [wɔ:] v.穿（衣服等）；戴（首饰等）；装着（wear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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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wor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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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would 4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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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57 yourself 1 [jɔ:'self, juə-, jə-] pron.你自己

358 zoe 1 [zəui] n.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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