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1-12 [As It Is] The US Capitol Attack_ More Troubling than
It First Appeared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and 2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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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1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i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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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1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7 were 1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8 attackers 9 n.攻击者( attacker的名词复数 ); 进攻者; 抨击者; （球类比赛的）攻击手

9 polic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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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1 ar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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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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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h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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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hous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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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Capitol 7 ['kæpitəl] n.美国国会大厦；（美国）州议会大厦

16 chamber 7 ['tʃeimbə] n.（身体或器官内的）室，膛；房间；会所 adj.室内的；私人的，秘密的 vt.把…关在室内；装填（弹药等）
n.(Chamber)人名；(英)钱伯

17 for 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8 people 7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9 senate 7 ['senit] n.参议院，上院；（古罗马的）元老院

20 with 7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1 building 6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22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3 int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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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lawmakers 6 n.立法者(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

25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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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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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pelosi 6 佩洛西

28 b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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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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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mo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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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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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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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insid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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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35 many 4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36 offic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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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on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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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room 4 n.房间；空间；余地；机会；房间里所有的人 vt.为…提供住处；租房，合住；投宿，住宿；留…住宿 vi.居住；住宿 n.
（英）鲁姆（人名）；（俄）罗姆（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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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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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which 4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41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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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attac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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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breach 3 [bri:tʃ] n.违背，违反；缺口 vt.违反，破坏；打破

44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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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mployees 3 [ˌemplɔɪ'iː ] n. 受雇者；雇工；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

46 extinguisher 3 [ik'stiŋgwiʃə] n.灭火器；消灭者；熄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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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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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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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holding 3 ['həuldiŋ] n.举办；支持 v.召开；担任（hold的ing形式）；握住 n.(Holding)人名；(英)霍尔丁

51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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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now 3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53 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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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outside 3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55 pence 3 [pens] n.便士（penny的复数） n.(Pence)人名；(英)彭斯

56 photographed 3 英 ['fəʊtəɡrɑ fː] 美 ['foʊtəɡræf] n. 相片 vi. 拍照，摄影；被照相 vt. 给 ... 照相

57 president 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58 pushed 3 [puʃt] adj.处于窘境的；为难的；推挤现象的 v.推；挤；逼迫（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9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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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secret 3 ['si:krit] n.秘密；秘诀；机密 adj.秘密的；机密的 n.(Secret)人名；(法)塞克雷

61 sm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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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structure 3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63 t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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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videos 3 英 ['vɪdiəʊ] 美 ['vɪdioʊ] n. 录像；视频 v. 录制电视节目 adj. 视频的；录像的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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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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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68 appeared 2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9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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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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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breached 2 [briː tʃ] n. 破坏；违背；决裂；裂口；（浪的）冲击 v. 违反；突破；在 ... 上打开缺口

73 charged 2 [tʃɑ:dʒd] adj.带电的；充满感情的；气氛紧张的 vt.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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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fascism 2 ['fæʃizm] n.法西斯主义；极端国家主义

76 fire 2 ['faiə] n.火；火灾；炮火；炉火；热情；激情；磨难 vt.点燃；解雇；开除；使发光；烧制；激动；放枪 vi.着火；射击；开
枪；激动；烧火

77 gallows 2 ['gæləuz] n.绞刑；绞刑架；承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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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government 2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80 guns 2 ['ɡʌnz] 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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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head 2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82 heard 2 [hə:d] v.听到（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闻知 n.(Heard)人名；(英)赫德

83 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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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large 2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85 leave 2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86 lectern 2 ['lektə:n] n.讲台；诵经台

87 maga 2 ['mæɡə] adj. 许多 adv. 非常

88 m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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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moved 2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0 nearby 2 ['niə'bai] adj.附近的，邻近的 adv.在附近 prep.在…附近

91 nex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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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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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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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others 2 pron.其他人

95 papers 2 ['peɪpəz] n. 文件；资料；证书 名词paper的复数形式.

96 pictures 2 ['pɪktʃəz] n.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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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podium 2 ['pəudjəm] n.乐队指挥台；矮墙；墩座墙

99 sa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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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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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secure 2 [si'kjuə] adj.安全的；无虑的；有把握的；稳当的 vt.保护；弄到；招致；缚住 vi.获得安全；船抛锚；停止工作

102 shand 2 n. 尚德

103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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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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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speak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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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stori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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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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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susan 2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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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television 2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111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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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themselves 2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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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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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throu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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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17 took 2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118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19 us 2 pron.我们

120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121 vi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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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w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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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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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accused 1 [ə'kju:zd] n.被告 adj.被控告的 v.指责；控告（accus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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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Adam 1 ['ædəm] n.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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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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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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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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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32 Angeli 1 安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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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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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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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arresting 1 [ə'restiŋ] adj.醒目的，有趣的；引人注意的 v.逮捕（arrest的ing形式）

137 arrests 1 [ə'rest] vt. 逮捕；拘留 n. 逮捕；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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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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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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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authority 1 [ɔ:'θɔrəti] n.权威；权力；当局

142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43 babbit 1 ['bæbɪt] 巴比合金,巴氏合金

144 barnett 1 ['bɑ:net] n.巴奈特（姓氏）

145 barricade 1 [,bæri'keid, 'bæri-] n.街垒；路障；争论之处 vt.设路障；阻碍

146 barricaded 1 [ˌbærɪ'keɪd] n. 【C】路障；街垒；障碍物；栅栏 n. (常用复数形式)barricades:有激烈争论的领域或议题 vt. 设路障挡
住；阻拦；封锁

147 basically 1 ['beisikəli] adv.主要地，基本上

148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49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150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151 begun 1 [bi'gʌn] v.开始（begin的过去分词） n.(Begun)人名；(俄)别贡；(英)贝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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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believer 1 [bi'li:və] n.信徒；相信...者

154 biden 1 n. 拜登(姓氏)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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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books 1 ['bʊks] n. 帐目；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

157 boxes 1 英 [bɒksɪs] 美 [bɑːksɪs] n. 男式平角内裤 n. 盒子，箱子（名词box的的复数形式）

158 Brian 1 ['braiən] n.布莱恩（男子名）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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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broken 1 ['brəukən] adj.破碎的；坏掉的 v.折断；打碎；损坏（break的过去分词）

161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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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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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charges 1 [t'ʃɑːdʒɪz] n. 费用

165 chemicals 1 ['kemɪklz] n. 化学药品；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

166 clea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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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climbed 1 [klaɪm] v. 攀登；爬；上升 n. 爬；攀爬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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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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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Columbia 1 [kə'lʌmbiə] n.哥伦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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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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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congressman 1 ['kɔŋgresmən] n.国会议员；众议院议员

175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176 conspiracies 1 [kən'spɪrəsɪ] n. 阴谋；共谋

177 conspiracy 1 [kən'spirəsi] n.阴谋；共谋；阴谋集团

178 container 1 [kən'teinə] n.集装箱；容器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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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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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cried 1 [kraid] v.哭泣；喊叫（cry的过去分词）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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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dark 1 adj.黑暗的，深色的；模糊的；无知的；忧郁的 n.黑暗；夜；黄昏；模糊 n.（Dark）人名；（英）达克 n.（Dark）《暗
黑》（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

185 delegates 1 ['delɪɡeɪt] n. 代表 v. 派 ... 为代表；委派；授权；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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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derrick 1 ['derik] n.起重机，[机]转臂起重机；油井的铁架塔 n.(Derrick)人名；(英、法、瑞典)德里克

188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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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desk 1 [desk] n.办公桌；服务台；编辑部；（美）讲道台；乐谱架 adj.书桌的；桌上用的；伏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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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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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direction 1 [di'rekʃən, dai-] n.方向；指导；趋势；用法说明

194 district 1 ['distrikt] n.区域；地方；行政区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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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197 doors 1 [dɔ:z] n.大门；入口；通道（door的复数）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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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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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201 elected 1 v.（进行）选举(el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推举； 选择；决定（做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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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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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mpty 1 ['empti] adj.空的；无意义的；无知的；徒劳的 vt.使失去；使…成为空的 vi.成为空的；流空 n.空车；空的东西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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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ric 1 埃里克（人名）

207 Evans 1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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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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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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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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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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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favorite 1 ['feivərit] n.幸运儿；喜欢的事物；特别喜欢的人 adj.最喜爱的；中意的；宠爱的 n.(Favorite)人名；(英)费沃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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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Feder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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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feet 1 ['fi:t, fi:t] n.脚（foot的复数形式）；尺；韵脚

217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218 filled 1 [fild] adj.满的；装满的；加满的

219 fires 1 [fɑɪrs] n. 火力 名词fire的复数形式.

220 first 1 [fə:st] adv.第一；首先；优先；宁愿 n.第一；开始；冠军 adj.第一的；基本的；最早的 num.第一 n.(First)人名；(英)弗斯
特；(捷)菲尔斯特

221 flags 1 [f'læɡz] n. 旗帜；标志 名词flag的复数形式.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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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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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front 1 [frʌnt] n.前面；正面；前线 vt.面对；朝向；对付 vi.朝向 adj.前面的；正面的 adv.在前面；向前 n.(Front)人名；(法)弗龙

225 fur 1 [fə] n.皮，皮子；毛皮；软毛 n.水垢 vt.用毛皮覆盖；使穿毛皮服装 n.(Fur)人名；(法)菲尔；(瑞典)富尔

226 g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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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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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grass 1 [grɑ:s, græs] n.草；草地，草坪 vt.放牧；使……长满草；使……吃草 vi.长草 n.(Grass)人名；(法、德、俄、瑞典、英)格拉
斯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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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grown 1 [grəun] adj.长大的；成年的；长满某物的 v.生长；变成；栽培（grow的过去分词）

232 guard 1 [gɑ:d] n.守卫；警戒；护卫队；防护装置 vi.警惕 vt.保卫；监视 n.(Guard)人名；(英)格尔德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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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guidance 1 ['gaidəns] n.指导，引导；领导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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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gunshot 1 ['gʌnʃɔt] n.射击；射程；炮击 adj.射击的；枪炮射击所致的

237 hang 1 ['hæŋ] vt.悬挂，垂下；装饰；绞死；使悬而未决 vi.悬着，垂下；被绞死；悬而不决 n.悬挂；暂停，中止 n.(Hang)人名；
(罗)汉格；(东南亚国家华语)康；(老)汉；(柬)韩(用于名字第一节)，杭

238 hanged 1 [hæŋd] v.绞死；上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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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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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harsh 1 [hɑ:ʃ] adj.严厉的；严酷的；刺耳的；粗糙的；刺目的 n.(Harsh)人名；(英)哈什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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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hats 1 [hæt] n. 帽子 vt. 给 ... 戴帽子 vi. 提供帽子；制造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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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heavy 1 adj.沉重的；繁重的，巨大的；拥挤的；阴沉的 n.重物；严肃角色 adv.大量地；笨重地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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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hid 1 [hid] v.隐藏；遮蔽（hide的过去式）

248 hidden 1 ['hidən] adj.隐藏的 v.隐藏，躲藏（hide的过去分词） n.(Hidden)人名；(英)希登

249 hide 1 [haid] vt.隐藏；隐瞒；鞭打 vi.隐藏 n.躲藏；兽皮；躲藏处

250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51 hit 1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252 holds 1 英 [həʊldz] 美 [hoʊldz] n. 货舱；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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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horns 1 ['hɔː nz] n. 角；喇叭；门窗框突角 名词horn复数形式.

255 hour 1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256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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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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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260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261 injuring 1 英 ['ɪndʒə(r)] 美 ['ɪndʒər] vt. 伤害；损害；损伤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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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jake 1 [dʒeik] adj.上等的，满意的 n.家伙，乡下佬 n.(Jake)人名；(英)杰克(男子教名Jacob的昵称)

264 jim 1 [dʒim] n.吉姆（人名）

265 Johnson 1 ['dʒɔnsən] n.约翰逊（姓氏）

266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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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justice 1 ['dʒʌstis] n.司法，法律制裁；正义；法官，审判员 n.(Justice)人名；(英)贾斯蒂斯，贾斯蒂丝(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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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kill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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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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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la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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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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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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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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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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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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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locked 1 [lɒkɪd] adj. 锁定的 动词lo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79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
(英)卢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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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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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m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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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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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McGovern 1 麦戈文 n.(McGovern)人名；(英)麦戈文

286 me 1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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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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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meetings 1 ['miː tɪŋz] n. 会议 名词meeting的复数形式.

290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291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292 metal 1 ['metəl] n.金属；合金 vt.以金属覆盖 adj.金属制的 n.(Metal)人名；(捷)梅塔尔；(瑞典)梅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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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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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morning 1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296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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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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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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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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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newly 1 ['nju:li] adv.最近；重新；以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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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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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offices 1 办公室

305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306 onto 1 ['ɔntu, -tə] prep.在…之上；对…了解；映射到…上 adj.映射的；自身的；映成的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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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organiz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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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organizing 1 v.组织（organize的ing形式）；使有机化 n.组织 adj.组织上的

310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311 outnumbered 1 [ˌaʊt'nʌmbə(r)] v. 数量上超过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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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performer 1 n.演出者；执行者；演奏者

314 pl 1 abbr.分界线（PartingLine）；合用线（PartyLine）；有效负载（PayLoad）；信号灯（PilotLamp）；复数（plural，等于pl）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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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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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plastic 1 ['plæstik,'plɑ:s-] adj.塑料的；（外科）造型的；可塑的 n.塑料制品；整形；可塑体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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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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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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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pulled 1 ['pʊld] adj. 牵引的 v. 拉；拖；牵；拔（动词pu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22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323 raised 1 [[reizd] adj.凸起的；发酵的；浮雕的 v.提高（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举起；抚育，抚养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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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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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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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representatives 1 [reprɪ'zentətɪvz] n. 众议院议员；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

330 resigned 1 [ri'zaind] adj.顺从的；已辞职的；己放弃的 v.辞职；顺从（resign的过去分词）

331 restraints 1 [rɪst'reɪnts] 制约因素

332 returned 1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333 Richard 1 ['ritʃəd] n.理查德（男子名）

334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335 rooms 1 [ruːm] n. 房间；空间；机会 v. 寄宿；给…提供留宿

336 rope 1 [rəup] n.绳，绳索 vt.捆，绑 vi.拧成绳状 n.(Rope)人名；(英)罗普；(芬)罗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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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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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search 1 [sə:tʃ] vi.搜寻；调查；探求 vt.搜索；搜寻；调查；搜查；探求 n.搜寻；探究，查究 n.(Search)人名；(英)瑟奇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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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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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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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senators 1 n.参议员( senator的名词复数 )

344 shocked 1 adj. 震惊的 动词sho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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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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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silent 1 ['sailənt] adj.沉默的；寂静的；无记载的 n.无声电影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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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smartphone 1 英 ['smɑ tːfəʊn] 美 ['smɑ rːtfoʊn] n. Microsoft开发的新一代手机操作系统平台；智能手机

350 smiling 1 ['smailiŋ] adj.微笑的；欢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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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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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some 1 adj.一些；某个；大约；相当多的 pron.一些；若干；其中的一部分；（数量不确切时用）有些人 adv.非常；相当；<美
>稍微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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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sound 1 [saund] vt.听（诊）；测量，测…深；使发声；试探；宣告 n.声音，语音；噪音；海峡；吵闹；听力范围；[医]探条 adj.
健全的，健康的；合理的；可靠的；有效彻底的 adv.彻底地，充分地 vi.听起来；发出声音；回响；测深

356 speaking 1 ['spi:kiŋ] adj.演讲的；富于表情的，雄辩的 n.说话；演讲 v.讲（speak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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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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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still 1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360 Sunday 1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361 supporters 1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362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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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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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ten 1 [ten] num.十个，十 n.(Ten)人名；(英)坦恩；(意)泰恩；(柬)登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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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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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369 threatened 1 ['θretənd] adj.受到威胁的 v.威胁（threaten的过去分词）

370 threw 1 [θru:] v.抛（throw的过去式）；丢弃

371 tied 1 [taid] v.系（ti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系住的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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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troubling 1 adj.令人不安的;令人烦恼的

374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75 ve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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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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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Virginia 1 [və(:)'dʒinjə] n.弗吉尼亚（女子名）；弗吉尼亚州 adj.弗吉尼亚州的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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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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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wa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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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 w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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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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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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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week 1 [wi:k] n.周，星期

385 west 1 [west] n.西；西方；西部 adj.西方的；朝西的 adv.在西方；向西方；自西方 n.(West)人名；(英、德、芬、瑞典)韦斯特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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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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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 window 1 ['windəu] n.窗；窗口；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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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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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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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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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 workers 1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394 Wounded 1 ['wu:ndid] adj.受伤的 n.受伤者，伤员 v.使受伤（woun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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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yelling 1 [jel] v. 大叫 n. 大喊

397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398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