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1-08 [As It Is] World Reacts to Mob at US Capitol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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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nd 1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4 to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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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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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th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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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 democracy 9 [di'mɔkrəsi] n.民主，民主主义；民主政治

9 Capitol 8 ['kæpitəl] n.美国国会大厦；（美国）州议会大厦

10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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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president 6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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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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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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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ttack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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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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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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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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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you 5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0 American 4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21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2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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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lawmakers 4 n.立法者(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

24 mob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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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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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righ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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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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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merica 3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30 because 3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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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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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congress 3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34 died 3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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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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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minister 3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38 nation 3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39 prime 3 [praim] adj.主要的；最好的；基本的 adv.极好地 n.初期；青年；精华；全盛时期 vt.使准备好；填装 vi.作准备 n.(Prime)人
名；(英)普赖姆；(德)普里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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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pro 3 [prəu] adv.赞成地 n.赞成者；赞成的意见 prep.赞成 n.(Pro)人名；(意)普罗

41 protests 3 英 ['prəʊtest] 美 ['proʊtest] n. 抗议；反对 v. 抗议；反对；申明；断言

42 security 3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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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twitter 3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45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46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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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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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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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world 3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50 ac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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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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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53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54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55 Ashley 2 n.艾希莉（人名）

56 bad 2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57 believe 2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58 biden 2 n. 拜登(姓氏)

59 Chinese 2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60 democratic 2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61 disgraceful 2 [dis'greisful] adj.不名誉的，可耻的

62 easily 2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63 elections 2 n. 选举，选举制；投票（election的复数形式）

64 event 2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65 extremely 2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66 for 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67 foreign 2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68 four 2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69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70 hassan 2 n.哈山（男子名）

71 images 2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72 included 2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3 insi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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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Iran 2 [i'rɑ:n; i'ræn] n.伊朗（亚洲国家）

75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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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January 2 ['dʒænjuəri] n.一月

77 lockman 2 n. 洛克曼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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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Merkel 2 n. 默克尔

80 negative 2 ['negətiv] adj.[数]负的；消极的；否定的；阴性的 n.否定；负数；[摄]底片 vt.否定；拒绝

81 often 2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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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organize 2 ['ɔ:gənaiz] vt.组织；使有系统化；给予生机；组织成立工会等 vi.组织起来；成立组织

84 over 2 ['əuvə] adv.结束；越过；从头到尾 prep.越过；在…之上；遍于…之上 adj.结束的；上面的 vt.越过 n.(Over)人名；(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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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奥韦尔

85 per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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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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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process 2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88 rouhani 2 鲁哈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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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stability 2 [stə'biliti] n.稳定性；坚定，恒心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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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strength 2 [streŋθ, streŋkθ] n.力量；力气；兵力；长处

93 studies 2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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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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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Thompson 2 ['tɔmpsn] n.汤普森（姓）

97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98 transfer 2 [træns'fə:] n.转让；转移；传递；过户 vi.转让；转学；换车 vt.使转移；调任

99 trum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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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tweeted 2 [twiː t] n. 小鸟的啁啾声；(社交网站Twitter上的)微博 v. 小鸟鸣叫；在Twitter上发微博

101 us 2 pron.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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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vital 2 ['vaitəl] adj.至关重要的；生死攸关的；有活力的 n.(Vital)人名；(法、德、意、俄、葡)维塔尔；(西)比塔尔

104 VOA 2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105 weste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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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winner 2 ['winə] n.胜利者 n.(Winner)人名；(英、德、瑞典)温纳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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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accounts 1 [ə'kaʊnts] n. 帐目；叙述；账户；客户，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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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add 1 [æd] vi.加；增加；加起来；做加法 vt.增加，添加；补充说；计算…总和 n.加法，加法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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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adding 1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113 admitted 1 [əd'mitid] adj.公认的；被承认了的 v.承认（admit的过去分词）

114 allow 1 [ə'lau] vt.允许；给予；认可 vi.容许；考虑

115 allowed 1 adj.允许，容许的 v.允许；认可（allow的过去分词）

116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17 angela 1 ['ændʒilə] n.安吉拉（女子名）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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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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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ashamed 1 [ə'ʃeimd] adj.惭愧的，感到难为情的；耻于……的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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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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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attacker 1 [ə'tækə] n.攻击者；进攻者

124 attackers 1 n.攻击者( attacker的名词复数 ); 进攻者; 抨击者; （球类比赛的）攻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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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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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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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blamed 1 [bleimd] adj.混蛋的，该死的 v.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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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boris 1 ['bɔris] n.鲍里斯（男子名）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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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breaking 1 ['breikiŋ] n.破坏；阻断 v.破坏（break的ing形式）

132 British 1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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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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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36 Caty 1 卡蒂

137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138 Chambers 1 ['tʃeimbəz] n.钱伯斯（姓氏）

139 chancellor 1 ['tʃɑ:nsələ, 'tʃæn-] n.总理（德、奥等的）；（英）大臣；校长（美国某些大学的）；（英）大法官；（美）首席法官
n.(Chancellor)人名；(英)钱塞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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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2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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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compounds 1 英 ['kɒmpaʊnd] 美 ['kɑːmpaʊnd] n. 化合物；复合词；复合物 n. 院子(用围墙圈起来的场地） adj. 化合的；【语】（词
语等）复合的；【植】复合的；【动】群体的 vt. 混合；调合；使严重；私了；【经】以复利计算 vi. 妥协

145 concern 1 vt.涉及，关系到；使担心 n.关系；关心；关心的事；忧虑

146 confirmed 1 [kən'fə:md] adj.确认的；保兑的；坚定的；惯常的 v.确证；使坚定（confirm的过去分词）；批准

147 confirming 1 英 [kən'fɜːm] 美 [kən'fɜ rːm] v. 证实；批准；确定

148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149 coronavirus 1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150 count 1 [kaunt] vt.计算；认为 vi.计数；有价值 n.计数；计算；伯爵 n.(Count)人名；(法、德、南非)伯爵(欧洲贵族头衔)，康特
(人名)

151 counting 1 ['kaʊntɪŋ] n.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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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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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covid 1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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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criticism 1 ['krɪtɪsɪzəm] n.批评；考证；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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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damaging 1 ['dæmidʒiŋ] adj.有破坏性的，损害的；诽谤的 v.破坏（damage的现在分词形式）；损害

159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160 democracies 1 英 [dɪ'mɒkrəsi] 美 [dɪ'mɑːkrəsi] n. 民主国家；民主；民主制

161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162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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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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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lectoral 1 [i'lektərəl] adj.选举的；选举人的

166 emmanuel 1 [i'mænjuəl] n.以马内利（耶稣基督的别称）；伊曼纽尔（男子名，等于Immanuel）

167 enjoy 1 [in'dʒɔi] vt.欣赏，享受；喜爱；使过得快活

168 error 1 ['erə] n.误差；错误；过失

169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170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171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172 exercise 1 ['eksəsaiz] n.运动；练习；运用；操练；礼拜；典礼 vt.锻炼；练习；使用；使忙碌；使惊恐 vi.运动；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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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佩

174 expressed 1 [ɪk'spres] n. 快车；快递；专使 adj. 明确的；急速的；直接的 adv. 用快递 vt. 表达；表示；挤压出；快递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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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feel 1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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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forced 1 adj.被迫的；强迫的；用力的；不自然的 v.强迫（force的过去式）

179 French 1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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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fundamental 1 [,fʌndə'mentəl] adj.基本的，根本的 n.基本原理；基本原则

182 German 1 ['dʒə:mən]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n.德语；德国人

183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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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6 harmful 1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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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hashtag 1 n. 标签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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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Hong 1 [hɔŋ] n.（中国、日本的）行，商行 n.(Hong)人名；(中)洪(普通话·威妥玛)；(泰)鸿；(柬)洪

191 hoped 1 英 [həʊpt] 美 [hoʊpt] adj. 希望的；盼望的 动词ho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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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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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ho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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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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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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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India 1 ['indiə] n.印度（南亚国家）

198 institute 1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199 internation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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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internationally 1 [,intə'næʃənəli] adv.国际性地；在国际间

201 Iranian 1 [i'reinjən] adj.伊朗的；伊朗人的；伊朗语的 n.伊朗人；伊朗语

202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03 itself 1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204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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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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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Kong 1 [kɔŋ] n.钢；含锡砾石下的无矿基岩 n.(Kong)人名；(泰)空；(老、柬)贡

209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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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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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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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light 1 n.光；光线；灯；打火机；领悟；浅色；天窗 adj.轻的；浅色的；明亮的；轻松的；容易的；清淡的 vi.点着；变亮；着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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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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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losers 1 n. 失败者（loser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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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218 macron 1 ['mækrɔn, 'mei-] n.长音符号（加于元音上） n.(Macron)人名；(法)马克龙

219 Malaysia 1 [mə'leiʒə; mə'leiziə] n.马来西亚；马来群岛

220 measures 1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221 meeting 1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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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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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mike 1 n.扩音器，麦克风；话筒；休息,游手好闲 vi.使用扩音器；偷懒,游手好闲 vt.用扩音器传送；用窃听器窃听

225 ministry 1 ['ministri] n.（政府的）部门

226 modi 1 ['məudi:, -dai] n.程序（modus的复数） n.(Modi)人名；(意)莫迪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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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narendra 1 纳伦德拉

229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230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31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32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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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occupants 1 ['ɒkjuːpənts] n. 居住者；占有者 名词occupant的复数形式.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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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officers 1 n.军官，人员（officer复数形式）

237 offices 1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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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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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orderly 1 ['ɔ:dəli] adj.有秩序的；整齐的；值班的 n.勤务兵；传令兵；护理员 adv.顺序地；依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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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43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44 ourselves 1 [,auə'selvz, ,ɑ:-] pron.我们自己；我们亲自

245 partly 1 ['pɑ:tli] adv.部分地；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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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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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peacefully 1 adv.平静地；和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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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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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53 populism 1 ['pɔpjulizəm] n.民粹主义，平民主义

254 position 1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255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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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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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presides 1 [prɪ'zaɪd] v. 主持；任主席；统辖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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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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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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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proved 1 [p'ruːvd] v. 证明(证明是；检验；勘探；证明；试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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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published 1 ['pʌblɪʃ] v. 出版；发行；公开发表

264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265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266 rare 1 adj.稀有的；稀薄的；半熟的 adj.杰出的；极度的；非常好的 adv.非常；极其 vi.用后腿站起；渴望

267 reacted 1 [ri'ækt] v. 反应；反攻

268 reacts 1 [ri'ækt] v. 反应；反攻

269 recognized 1 ['rekəɡnaɪzd] adj. 公认的；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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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272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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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responsibly 1 [ri'spɔnsəbli] adv.负责地，可信赖地

275 restore 1 [ri'stɔ:] vt.恢复；修复；归还 vi.恢复；还原

276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77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78 riot 1 ['raiət] n.暴乱；放纵；蔓延 vi.骚乱；放荡 vt.浪费，挥霍 n.(Riot)人名；(法)里奥；(西)里奥特

279 rioter 1 ['raɪətə(r)] n. 暴民；暴徒；喝酒狂闹的人

280 rohani 1 鲁哈尼

281 rule 1 [ru:l] vi.统治；管辖；裁定 n.统治；规则 vt.统治；规定；管理；裁决；支配 n.(Rule)人名；(英)鲁尔；(塞)鲁莱

282 safety 1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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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senior 1 ['si:njə] adj.高级的；年长的；地位较高的；年资较深的，资格较老的 n.上司；较年长者；毕业班学生 n.(Senior)人名；
(英)西尼尔

285 sets 1 n.[数]集合，设置（set的复数） v.放置（set单三形式）

286 severe 1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287 shock 1 [ʃɔk] n.休克；震惊；震动；打击；禾束堆 vt.使休克；使震惊；使震动；使受电击；把…堆成禾束堆 vi.感到震惊；受到
震动；堆成禾束堆 adj.浓密的；蓬乱的 n.(Shock)人名；(英)肖克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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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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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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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slowed 1 英 [sləʊ] 美 [sloʊ] adj. 慢的 adv. 慢慢地 v. 放慢；减速

293 so 1 ['səu, 弱 sə] adv.如此，这么；确是如此 conj.所以；因此 pron.这样 n.(So)人名；(柬)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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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296 speech 1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297 spokeswoman 1 ['spəuks,wumən] n.女代言人，女代言人

298 stands 1 [stænd] v. 站立；忍受；位于；停滞 n. 站立；货摊；停顿；看台

299 st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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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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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step 1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302 storming 1 [stɔ:rmiŋ] n.震荡，激荡期；调整阶段 v.起风暴；大发雷霆（storm的ing形式）

303 strategic 1 [strə'ti:dʒik] adj.战略上的，战略的

304 structure 1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305 subverted 1 英 [səb'vɜ tː] 美 [səb'vɜ rːt] vt. 推翻；颠覆；毁灭；使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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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suspend 1 [sə'spend] vt.延缓，推迟；使暂停；使悬浮 vi.悬浮；禁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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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symbol 1 ['simbəl] n.象征；符号；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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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311 televised 1 ['telɪvaɪz] v. 用电视放映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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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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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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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thoughts 1 ['θɔː ts] n. 思维 名词thought的复数形式.

316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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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Thursday 1 ['θə:zdi; -dei] n.星期四

319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320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21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22 undone 1 [,ʌn'dʌn] adj.破灭的；未完成的；解开的 v.解开；消除（undo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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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unlawful 1 [,ʌn'lɔ:ful] adj.非法的；私生的

325 upheld 1 [ʌp'held] v.支持（uphold的过去式）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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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values 1 ['væljʊz] n. 价值观念；价值标准 名词value的复数形式.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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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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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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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violations 1 [vaɪə'leɪʃnz] n. 侵害，违反（名词violation的复数形式）

332 violent 1 ['vaiələnt] adj.暴力的；猛烈的

333 voice 1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334 vote 1 [vəut] n.投票，选举；选票；得票数 vt.提议，使投票；投票决定；公认 vi.选举，投票 n.(Vote)人名；(英、法)沃特

335 votes 1 [vəuts] v.投票；提倡（vo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选票；选举；得票数（vote的复数形式）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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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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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weakness 1 ['wi:knis] n.弱点；软弱；嗜好

339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340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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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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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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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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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who 1 pron.谁；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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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 1 vt.赢得；在…中获胜 vi.赢；获胜；成功 n.赢；胜利 n.(Win)人名；(德、荷、缅)温；(英)温(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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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winners 1 温纳斯

350 wish 1 [wiʃ] n.希望；祝福；心愿 vt.祝愿；渴望；向…致问候语 vi.愿望；需要 n.(Wish)人名；(英)威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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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se 1 [wə:s, 'wə:s] adj.更坏的；更差的；更恶劣的（bad的比较级）；（病情）更重的（ill的比较级） adv.更糟；更坏；更恶劣
地；更坏地 n.更坏的事；更恶劣的事

353 worthy 1 ['wə:ði] adj.值得的；有价值的；配得上的，相称的；可尊敬的；应…的 n.杰出人物；知名人士 n.(Worthy)人名；(英)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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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354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55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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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yourselves 1 [jɔ:'selvz, juə-, jə-] pron.你们自己；你们本人（yourself的复数）

358 Zealand 1 ['zi:lənd] n.西兰岛（丹麦最大的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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