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1-13 [As It Is] FBI Warns of Armed Protests Across US
Ahead of Inauguration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2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to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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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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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nd 1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6 sai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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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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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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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FBI 6 [ˌefbiː 'aɪ] abbr. 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10 security 6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11 stat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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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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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inauguration 5 [i,nɔ:gju'reiʃən] n.就职典礼；开始，开创；开幕式

15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 other 5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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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told 5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9 week 5 [wi:k] n.周，星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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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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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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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Capitol 4 ['kæpitəl] n.美国国会大厦；（美国）州议会大厦

24 national 4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25 protests 4 英 ['prəʊtest] 美 ['proʊtest] n. 抗议；反对 v. 抗议；反对；申明；断言

26 t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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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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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threats 4 [θret] n. 威胁；恐吓；凶兆

29 violence 4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30 Washington 4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31 were 4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2 across 3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33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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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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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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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iden 3 n. 拜登(姓氏)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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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apitals 3 ['kæpɪtəlz] 资本

39 count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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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guar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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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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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intelligence 3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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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January 3 ['dʒænjuəri] n.一月

45 la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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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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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planned 3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48 possible 3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49 president 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50 service 3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51 up 3 [ʌp] adv.起来；上涨；向上 prep.在…之上；向…的较高处 adj.涨的；起床的；向上的 n.上升；繁荣

52 accountable 2 [ə'kauntəbl] adj.有责任的；有解释义务的；可解释的

53 actions 2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54 agencies 2 ['eɪdʒənsi] n. 代理；代理处；政府机构

55 ahead 2 adj.向前；在前的；领先 adv.向前地；领先地；在（某人或某事物的）前面；预先；在将来，为未来

56 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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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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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59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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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armed 2 [ɑ:md] adj.武装的；有扶手的；有防卫器官的（指动物） n.(Armed)人名；(科摩)阿米德

61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2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63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64 bureau 2 ['bjuərəu] n.局，处；衣柜；办公桌 n.(Bureau)人名；(法)比罗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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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enter 2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67 ceremony 2 ['seriməuni] n.典礼，仪式；礼节，礼仪；客套，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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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DHS 2 =Data Handling System 数据处理系数

70 elec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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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nforcement 2 [in'fɔ:smənt] n.执行，实施；强制

72 expected 2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73 Feder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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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focus 2 ['fəukəs] n.焦点；中心；清晰；焦距 vt.使集中；使聚焦 vi.集中；聚焦；调节焦距 n.(Focus)人名；(瑞典)福库斯

75 groups 2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76 hokanson 2 n. 霍坎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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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79 Joe 2 [dʒəu] n.乔（男子名）

80 la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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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loc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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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looking 2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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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84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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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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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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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89 park 2 [pɑ:k] n.公园；[交]停车场 vt.停放；放置；寄存 vi.停放车辆 n.(Park)人名；(英、芬、瑞典)帕克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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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prepare 2 [pri'pεə] vt.准备；使适合；装备；起草 vi.预备；做好思想准备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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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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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provide 2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95 reporters 2 媒体记者

96 safety 2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97 secret 2 ['si:krit] n.秘密；秘诀；机密 adj.秘密的；机密的 n.(Secret)人名；(法)塞克雷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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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statement 2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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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sup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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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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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troops 2 n.[军]部队；[军]军队（troop的复数形式）

104 us 2 pron.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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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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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Wednesday 2 ['wenzdi; -dei] n.星期三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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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activities 1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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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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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afraid 1 [ə'freid] adj.害怕的；恐怕；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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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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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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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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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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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rmy 1 ['ɑ:mi] n.陆军，军队

119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20 arrive 1 vi.到达；成功；达成；出生 n.(Arrive)人名；(法)阿里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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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23 att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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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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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126 authorize 1 ['ɔ:θəraiz] vt.批准，认可；授权给；委托代替

127 authorized 1 ['ɔ:θəraizd] adj.经授权的；经认可的 v.授权；批准；辩护（authoriz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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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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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blocked 1 [blɔkt] adj.堵塞的；被封锁的 v.阻塞（block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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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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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certain 1 ['sə:tən] adj.某一；必然的；确信；无疑的；有把握的 pron.某些；某几个 n.(Certain)人名；(葡)塞尔塔因；(法)塞尔坦

133 charged 1 [tʃɑ:dʒd] adj.带电的；充满感情的；气氛紧张的 vt.填充

134 charges 1 [t'ʃɑːdʒɪz] n. 费用

135 chie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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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137 citizens 1 ['sɪtɪzənz] 公民

138 closed 1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139 closely 1 ['kləusli] adv.紧密地；接近地；严密地；亲近地

140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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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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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communications 1 英 [kəmjuːnɪ'keɪʃ(ə)nz] 美 [kə̩ mjuːnɪ'keɪʃənz] n. 通信技术；通讯设备 名词communication的复数形式.

144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145 cooperating 1 英 [kəʊ'ɒpəreɪtɪŋ] 美 [koʊ'ɒpəreɪtɪŋ] adj. 共同运转的 动词cooperate的现在分词形式.

146 counting 1 ['kaʊntɪŋ] n.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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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critically 1 adv.精密地；危急地；严重地；批评性地；用钻研眼光地；很大程度上；极为重要地

149 Daniel 1 ['dænjəl] n.丹尼尔（男子名）

150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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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153 defamation 1 [,defə'meiʃən] n.诽谤；中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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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destruction 1 [di'strʌkʃən] n.破坏，毁灭；摧毁

156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157 directing 1 [də'rekt] adj. 直接的；笔直的；坦白的 v. 对准；指挥；指示；命令

158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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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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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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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nergized 1 ['enədʒaɪzd] adj. 通电的；激励的；增能的 动词energ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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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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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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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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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volve 1 vt.发展；进化；使逐步形成；推断出 vi.发展，进展；进化；逐步形成

169 evolving 1 [ɪ'vɒlvɪŋ] adj. 进化的；展开的 动词evolve的现在分词.

170 examining 1 adj.审查的；考试的 v.检查；审讯；进行考试（examine的ing形式）

171 extremism 1 [ik'stri:mizəm] n.极端主义（尤指政治上的极右或极左）；极端性；过激主义

172 extremists 1 [ɪkst'riː mɪsts] 极端个体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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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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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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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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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fi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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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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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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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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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governments 1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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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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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handover 1 ['hændəuvə(r)] n.移交

184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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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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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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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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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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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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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homeland 1 ['həumlænd] n.祖国；故乡

192 incite 1 [in'sait] vt.煽动；激励；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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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5 individuals 1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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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investigation 1 [in,vesti'geiʃən] n.调查；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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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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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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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leading 1 ['li:diŋ] adj.领导的；主要的 n.领导；铅板；行距 v.领导（lead的ing形式）

202 league 1 [li:g] n.联盟；社团；范畴 vt.使…结盟；与…联合 vi.团结；结盟 n.(League)人名；(英)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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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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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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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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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major 1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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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mall 1 [mɔ:l] n.购物商场；林荫路；铁圈球场 n.(Mall)人名；(英)玛尔(女子教名Mary的昵称)；(阿拉伯)迈勒；(尼)马尔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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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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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measure 1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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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mo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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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monument 1 ['mɔnjumənt] n.纪念碑；历史遗迹；不朽的作品 vt.为…树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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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natural 1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221 numerous 1 ['nju:mərəs] adj.许多的，很多的

222 oath 1 [əuθ] n.誓言，誓约；诅咒，咒骂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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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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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officially 1 [ə'fiʃəli] adv.正式地；官方地；作为公务员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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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operation 1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229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230 outsi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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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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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奥韦尔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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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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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partners 1 英 ['pɑ tːnə(r)] 美 ['pɑ rːtnər] n. 伙伴；搭档；伴侣；合伙人 v. 同 ... 合作；做 ... 的搭档

235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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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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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permission 1 [pə'miʃən] n.允许，许可

239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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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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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possibility 1 [,pɔsə'biləti] n.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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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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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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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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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putting 1 ['putiŋ] n.投掷；（高尔夫球）打球入洞 v.放置（put的ing形式）；轻击球；使球入洞的轻击（put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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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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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requested 1 [rɪ'kwestɪd] adj. 被请求的；必要的 动词requ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2 researcher 1 [ri:'sə:tʃə] n.研究员

253 responsible 1 [ri'spɔnsəbl] adj.负责的，可靠的；有责任的

254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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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roadways 1 ['rəʊdweɪz] 回采巷道

257 Saturday 1 ['sætədi; -dei] n.星期六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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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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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sharing 1 英 ['ʃeərɪŋ] 美 ['ʃerɪŋ] n. 共享；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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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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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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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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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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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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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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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suggesting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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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t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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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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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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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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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75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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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threatening 1 ['θretəniŋ] adj.危险的；胁迫的；凶兆的 v.威胁；恐吓；迫近（threaten的ing形式）

278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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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80 trum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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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282 violent 1 ['vaiələnt] adj.暴力的；猛烈的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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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visitors 1 ['vɪzɪtəz] n.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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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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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warning 1 ['wɔ:niŋ] n.警告；预兆；预告 adj.警告的；引以为戒的 v.警告（warn的ing形式） n.(Warning)人名；(德)瓦宁

288 warnings 1 n. 警告信息（warning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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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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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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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we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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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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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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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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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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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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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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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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