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09 [As It Is] 9_11 Artifacts Share 'Pieces of Truth' in
Victims' Storie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2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to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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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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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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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 1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7 sh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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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nd 8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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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he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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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his 8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2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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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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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from 7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5 museum 7 [mju:'ziəm] n.博物馆

16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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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rtifacts 6 ['ɑ rːtɪfækts] n. 人工制品；史前古器物 名词artifact的复数形式. =artefacts.

18 died 6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19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0 h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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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who 6 pron.谁；什么人

22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3 those 5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4 collection 4 [kə'lekʃən] n.采集，聚集；[税收]征收；收藏品；募捐

25 day 4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土)达伊

26 gave 4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27 Haberman 4 n. 哈伯曼

28 h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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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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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new 4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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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pers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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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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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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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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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family 3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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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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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hobby 3 ['hɔbi] n.嗜好；业余爱好 n.(Hobby)人名；(英)霍比

39 is 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40 items 3 ['aɪtəm] n. 项目；条款；一件商品（或物品）；一则或一条新闻 adv. 也

41 life 3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42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43 never 3 ['nevə] adv.从未；决不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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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46 personal 3 ['pə:sənl] adj.个人的；身体的；亲自的 n.人事消息栏；人称代名词

47 ramirez 3 n. 拉米雷斯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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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shoes 3 ['ʃuːz] n. 鞋子 名词shoe的复数形式.

50 shown 3 ['ʃəun] v.解释（show的过去分词）；给予；表露

51 s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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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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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wh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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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woodworking 3 ['wud,wə:kiŋ] n.木工；[木]木工活 adj.干木工活的

55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56 York 3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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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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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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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ball 2 [bɔ:l] n.球；舞会 vi.成团块 vt.捏成球形 n.(Ball)人名；(土)巴勒；(英、西)鲍尔；(法、德、俄、罗、捷)巴尔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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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belongings 2 [bi'lɔŋiŋz] n.[经]财产，所有物；亲戚

64 Beverly 2 ['bevəli] n.贝弗莉（女子名）

65 burned 2 [bə:nd] adj.焦头烂额 v.[外科]烧伤（burn的过去式）

66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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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ame 2 [keim] v.come的过去式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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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chin 2 [tʃin] n.下巴；聊天；引体向上动作 vt.用下巴夹住；与…聊天；在单杠上作引体向上动作 vi.闲谈；作引体向上动作 n.
(Chin)人名；(泰)真；(柬)金；(越)九；(西)钦

70 coworkers 2 n. 同事；合作人（coworker的复数形式）

71 curator 2 [kjuə'reitə] n.馆长；监护人；管理者

72 does 2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73 families 2 ['fæməlɪz] n.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

74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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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flo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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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77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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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later 2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79 lost 2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80 loved 2 [lʌvd] v.热爱（love的过去分词） adj.恋爱的；受珍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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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money 2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82 objects 2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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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palpable 2 ['pælpəbl] adj.明显的；可感知的；易觉察的

85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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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87 pieces 2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88 remember 2 [ri'membə] vt.记得；牢记；纪念；代…问好 vi.记得，记起

89 rooney 2 n.鲁尼（男子名）

90 scholarship 2 ['skɔləʃip] n.奖学金；学识，学问

91 sm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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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93 student 2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94 tally 2 ['tæli] n.计数器；标签；记账 vt.使符合；计算；记录 vi.一致；记分 n.(Tally)人名；(英)塔利

95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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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tools 2 [tu lː]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98 tower 2 ['tauə] n.塔；高楼；堡垒 vi.高耸；超越 n.(Tower)人名；(英)托尔

99 trade 2 [treid] n.贸易，交易；行业；职业 vi.交易，买卖；以物易物 vt.用…进行交换

100 truth 2 [tru:θ] n.真理；事实；诚实；实质

101 vis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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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wallet 2 ['wɔlit] n.钱包，皮夹 n.(Wallet)人名；(英)沃利特；(法)瓦莱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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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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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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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wife 2 [waif] n.妻子，已婚妇女；夫人

107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108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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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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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aircraft 1 ['εəkrɑ:ft] n.飞机，航空器

112 airplane 1 ['εəplein] n.飞机

113 alive 1 [ə'laiv] adj.活着的；活泼的；有生气的

114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15 alongside 1 [ə'lɔŋ'said] adv.在旁边 prep.在……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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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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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19 andrea 1 ['ændriə; ɔ:n'dreiə] n.安德里亚（男子名）

120 aon 1 [e'ɪɔː n] [经]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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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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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artifact 1 ['ɑ:tifækt] n.人工制品；手工艺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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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26 aside 1 [ə'said] adv.离开，撇开；在旁边 n.旁白；私语，悄悄话；离题的话 prep.在…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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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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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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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award 1 [ə'wɔ:d] vt.授予；判定 n.奖品；判决

130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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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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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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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blood 1 [blʌd] n.血，血液；血统 vt.从…抽血；使先取得经验 n.(Blood)人名；(英、西)布拉德

135 body 1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136 breathe 1 [bri:ð] vi.呼吸；低语；松口气；（风）轻拂 vt.呼吸；使喘息；流露；低声说

137 brings 1 [brɪŋz] v. 带来；促使；引起；劝诱（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38 buffalo 1 n.[畜牧][脊椎]水牛；[脊椎]野牛（产于北美）；水陆两用坦克 n.(Buffalo)人名；(英)布法罗 vt.威胁;欺骗;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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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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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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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cards 1 n. 扑克牌 名词card的复数形式.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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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Caty 1 卡蒂

145 cellphone 1 英 ['selfəʊn] 美 ['selfoʊn] n. 手机；便携无线电话

146 charge 1 [tʃɑ:dʒ] n.费用；电荷；掌管；控告；命令；负载 vt.使充电；使承担；指责；装载；对…索费；向…冲去 vi.充电；控
告；索价；向前冲；记在账上 n.(Charge)人名；(法)沙尔热；(英)查奇

147 Chicago 1 [ʃi'kɑ:gəu] n.芝加哥（美国中西部城市）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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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50 collections 1 [kə'lekʃənz] n. 收集；收藏 名词collec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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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Connecticut 1 n.美国康涅狄格州（位于美国东北部）

153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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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corp 1 英 [kɔː (r)] 美 [kɔː r] n. 军团；兵团；队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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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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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covered 1 ['kʌvəd] adj.覆盖了的；隐蔽着的；有屋顶的 v.覆盖；包括；掩护（cover的过去分词）

159 crash 1 [kræʃ] n.撞碎；坠毁；破产；轰隆声；睡觉 vi.摔碎；坠落；发出隆隆声；(金融企业等)破产 vt.打碎；使坠毁、撞坏；擅
自闯入

160 credit 1 ['kredit] n.信用，信誉；[金融]贷款；学分；信任；声望 vt.相信，信任；把…归给，归功于；赞颂

161 cutting 1 ['kʌtiŋ] n.[机]切断；剪辑；开凿 adj.锋利的；严寒的；尖酸刻薄的 v.削减（cut的ing形式）；采伐；切开 n.(Cutting)人
名；(英)卡廷

162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163 display 1 [,dis'plei] n.显示；炫耀 vt.显示；表现；陈列 vi.[动]作炫耀行为 adj.展览的；陈列用的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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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donated 1 英 [dəʊ'neɪt] 美 ['doʊneɪt] v. 捐赠；捐献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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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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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ease 1 [i:z] vt.减轻，缓和；使安心 n.轻松，舒适；安逸，悠闲 vi.减轻，缓和；放松；灵活地移动

169 eckert 1 n. 埃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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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ducation 1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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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mployer 1 [im'plɔiə] n.雇主，老板

174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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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77 eyeglasses 1 英 ['aɪglɑːsɪz] 美 ['aɪ̩ glɑːsɪz] n. 眼镜 =glasses.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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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father 1 ['fɑ:ðə] n.父亲，爸爸；神父；祖先；前辈 vt.发明，创立；当…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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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82 fiduciary 1 [fi'dju:ʃjəri] adj.信托的；受信托的；基于信用的 n.受托人；被信托者

183 fi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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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flight 1 [flait] n.飞行；班机；逃走 vt.射击；使惊飞 vi.迁徙 n.(Flight)人名；(英)弗莱特

185 folding 1 ['fəuldiŋ] adj.可折叠的

186 for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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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fought 1 [fɔ:t] v.战斗（fight的过去分词）；打架

188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189 go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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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Gordon 1 ['gɔ:dn] n.戈登（男子名）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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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happy 1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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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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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hijack 1 ['haidʒæk] vt.抢劫；揩油 vi.拦路抢劫 n.劫持；威逼；敲诈

196 hijacked 1 v.劫持( hija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 绑架; 拦路抢劫; 操纵（会议等，以推销自己的意图）

197 him 1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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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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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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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husband 1 ['hʌzbənd] vt.节约地使用（或管理） n.丈夫 n.(Husband)人名；(英)赫斯本德

202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3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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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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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jersey 1 ['dʒə:zi] n.运动衫，毛线衫 n.(Jersey)人名；(英)泽西；(德)耶尔赛

207 keys 1 n.（钢琴等的）键；[计]密钥（key的复数）；关键帧 v.键入；调整…的调子（key的三单形式） n.(Keys)人名；(英)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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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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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lay 1 vt.躺下；产卵；搁放；放置；铺放；涂，敷 adj.世俗的；外行的；没有经验的 n.位置；短诗；花纹方向；叙事诗；性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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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下蛋；打赌 v.躺；位于（li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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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Linda 1 ['lində] n.琳达（女子名）

213 lived 1 [livd, 'laivd] adj.有生命的 v.居住（live的过去分词）；活着；度过；以…为生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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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Lopez 1 n.洛佩斯（姓氏）

216 love 1 [lʌv] n.恋爱；亲爱的；酷爱；喜爱的事物 vt.喜欢；热爱；爱慕 vi.爱 n.(Love)人名；(英)洛夫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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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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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married 1 ['mærid] adj.已婚的，有配偶的；婚姻的，夫妇的；密切结合的 n.已婚者 v.结婚，与…结婚（marry的过去式）

220 memorial 1 [英 [mə'mɔ:rɪəl] 美 [məˈmɔriəl, -ˈmor] n.纪念碑，纪念馆；纪念仪式；纪念物 adj.记忆的；纪念的，追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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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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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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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museums 1 [m'juːziəmz] n. 博物馆，展览馆（名词museum的复数形式）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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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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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229 noticeable 1 ['nəutisəbl] adj.显而易见的，显著的；值得注意的

230 object 1 ['ɔbdʒikt, -dʒekt, əb'dʒekt] n.目标；物体；客体；宾语 vt.提出…作为反对的理由 vi.反对；拒绝

231 obvious 1 ['ɔbviəs] adj.明显的；显著的；平淡无奇的

232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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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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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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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37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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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pain 1 [pein] n.疼痛；努力 vt.使…痛苦；使…烦恼 vi.感到疼痛；引起疼痛 n.(Pain)人名；(意)帕因；(俄)派因；(法)潘；(英)佩因

240 paper 1 ['peipə] n.纸；论文；文件；报纸 adj.纸做的 vt.用纸糊；用纸包装 vi.贴糊墙纸；发交通违章传票 n.(Paper)人名；(俄)帕
佩尔

241 parents 1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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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pay 1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244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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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placed 1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6 plane 1 [plein] n.飞机；平面；程度，水平 vi.刨；乘飞机旅行；翱翔 vt.刨平；用刨子刨；掠过水面 adj.平的；平面的 n.(Plane)人
名；(塞、瑞典、法)普拉内

247 played 1 v.演奏；播放；玩耍；参加竞赛（play的过去分词） adj.比赛的

248 pleasure 1 ['pleʒə, 'plei-] n.快乐；希望；娱乐；令人高兴的事 vt.使高兴；使满意 vi.高兴；寻欢作乐

249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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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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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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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缅)布

253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54 raisch 1 赖施

255 recorded 1 [ri'kɔ:did] adj.记录的 v.记录；录音（record的过去分词）

256 remained 1 [rɪ'meɪn] v. 剩余；逗留；留下；依然；保持 n. 剩余物；遗迹；残骸

257 reminder 1 [ri'maində] n.暗示；提醒的人/物；催单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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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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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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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Robert 1 ['rɔbət] n.罗伯特（男子名）

262 Ruins 1 n.遗迹（ruin的复数形式）；废墟 v.毁灭（ruin的三单形式）

263 run 1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264 sadness 1 ['sædnis] n.悲哀

265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66 scores 1 英 [skɔː (r)] 美 [skɔː ] vt. 得分；获胜；刻划；划线；批评；给 ... 谱曲 n. 得分；刻痕；二十；乐谱 vi. 得分；记分；得胜

267 sean 1 [ʃɔ:n] n.肖恩（男子名）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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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70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271 shand 1 n. 尚德

272 share 1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273 signed 1 [saind] adj.有符号的；已签字的；有正负之分的 v.署名；写下；预示；示意（sign的过去分词）

274 simple 1 ['simpl] adj.简单的；单纯的；天真的 n.笨蛋；愚蠢的行为；出身低微者 n.(Simple)人名；(法)桑普勒

275 simply 1 ['simpli] adv.简单地；仅仅；简直；朴素地；坦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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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moke 1 [sməuk] n.烟；抽烟；无常的事物 vi.冒烟，吸烟；抽烟；弥漫 vt.吸烟；抽

278 softball 1 ['sɔftbɔ:l, 'sɔ:-] n.垒球；垒球运动

279 south 1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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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sport 1 [spɔ:t] n.运动；游戏；娱乐；运动会；玩笑 vi.游戏 vt.游戏；参加体育运动；夸耀 adj.运动的

282 stamford 1 ['stæmfəd] n.斯坦福德（美国康涅狄格州西南部城市）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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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stored 1 [stɔː d] adj. 存信息的；存储的 动词st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5 stori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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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struck 1 adj.受罢工影响的 v.罢工，打击，撞击（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truck)人名；(英)斯特拉克；(瑞典)斯特鲁克；
(德)施特鲁克

287 survived 1 英 [sə'vaɪv] 美 [sər'vaɪv] vt. 幸免于难；存活；艰难度过；比 ... 活得长 vi. 活着；继续存在

288 survivors 1 [sə'vaɪvəz] 幸存者（survivor的复数）

289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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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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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tell 1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293 terrorist 1 ['terərist] n.恐怖主义者，恐怖分子

294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95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96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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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98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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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toge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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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02 towers 1 ['taʊəz] n. 塔器 名词tower的复数形式.

303 trapped 1 [træpt] adj. 陷入困境的；受到限制的 动词tra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04 traveling 1 ['trævəliŋ] adj.旅行（用）的；移动的 v.旅行（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 n.走步（等于walking）

305 trip 1 [trip] vi.绊倒；远足；犯错误；轻快地走 n.旅行；绊倒；差错 vt.绊倒；使犯错 n.(Trip)人名；(荷)特里普

306 trust 1 ['trʌst] n.信任，信赖；责任；托拉斯 vt.信任，信赖；盼望；赊卖给 vi.信任，信赖；依靠 n.(Trust)人名；(英)特拉斯特

307 twin 1 [twin] vt.使成对 n.双胞胎中一人 adj.双胞胎的 vi.成对；生双胞胎 n.(Twin)人名；(英)特温

308 untouched 1 [,ʌn'tʌtʃt] adj.未受影响的；未改变的；未触动过的；不受感动的

309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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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us 1 pron.我们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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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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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victims 1 ['vɪktɪmz] n. 受害者 名词victim的复数形式.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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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walked 1 [wɔː k] v. 步行；陪...走；散步；偷走；走过 n. 步行；散步；人行道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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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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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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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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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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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Wisconsin 1 [wis'kɔnsin] n.威斯康星州（美国州名）

322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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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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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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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work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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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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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young 1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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