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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s 116 词汇表词汇表

1 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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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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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bsolute 2 ['æbsəlju:t, ,æbsə'lju:t] adj.绝对的；完全的；专制的 n.绝对；绝对事物

4 accountability 2 [ə,kauntə'biləti] n.有义务；有责任；可说明性

5 accountable 1 [ə'kauntəbl] adj.有责任的；有解释义务的；可解释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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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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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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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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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fter 3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2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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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nd 1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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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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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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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sk 2 [ɑ:sk, æsk] vt.问，询问；要求；需要；邀请；讨价 vi.问，询问；要求 n.(Ask)人名；(芬、瑞典)阿斯克

19 assist 1 [ə'sist] n.帮助；助攻 vi.参加；出席 vt.帮助；促进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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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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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ugust 1 ['ɔː gəst]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n.八月（简写为Aug） n.(August)人名；(法、葡、西、俄、罗、英、德、瑞典、挪)奥
古斯特

23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24 b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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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battle 2 ['bætl] n.战役；斗争 vi.斗争；作战 vt.与…作战 n.(Battle)人名；(英)巴特尔；(法)巴特勒；(西)巴特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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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eing 2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28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29 blame 1 ['bleim] vt.责备；归咎于 n.责备；责任；过失

30 bless 2 [bles] vt.祝福；保佑；赞美 n.(Bless)人名；(英、意、德、匈)布莱斯

31 bloody 1 ['blʌdi] adj.血腥的；非常的；嗜杀的，残忍的；血色的 vt.使流血 adv.很

32 bodies 1 英 ['bɒdi] 美 ['bɑːdi] n. 身体；主体；正文；主要部分；尸体；躯体；团体 v. 赋…以形体

33 bombs 1 英 [bɒm] 美 [bɑːm] n. 炸弹 vt. 轰炸；投弹于 vi. 投弹；失败

34 bring 1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35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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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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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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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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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lashes 3 [klæʃ] n. 冲突；抵触；撞击声 vt. 使…发出撞击声 vi. 引起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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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ommission 1 [kə'miʃən] n.委员会；佣金；犯；委任；委任状 vt.委任；使服役；委托制作

44 condemned 1 [kən'demd] adj.已被定罪的；被责难的

45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46 control 3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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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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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riminal 1 ['kriminəl] n.罪犯 adj.刑事的；犯罪的；罪恶的

50 cut 1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51 dead 2 [ded] adj.无生命的；呆板的；废弃了的 adv.完全地 n.死者

52 deadliest 1 ['dedli] adj. 致命的；如死一样的 adv. 非常地；如死一般地

53 deadly 1 ['dedli] adj.致命的；非常的；死一般的 adv.非常；如死一般地

54 deal 1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西)
迪尔

55 decapitate 1 [di'kæpiteit] vt.斩首；解雇；使无效

56 decapitated 1 [dɪ'kæpɪteɪt] v. 斩首；杀头

57 declared 1 [di'klεəd] adj.公然的；公开宣布的

58 declares 1 英 [dɪ'kleə(r)] 美 [dɪ'kler] v. 宣布（声明）；申报；声明

59 degree 1 [di'gri:] n.程度，等级；度；学位；阶层

60 demand 1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61 deploying 1 [dɪ'plɔɪ] v. 部署；展开；进入战斗位置；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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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64 disputes 1 [dɪ'spju tː] v. 争论；辩驳；争议；质疑 n. 争论；争端；争吵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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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drug 1 [drʌg] n.药；毒品；麻醉药；滞销货 vt.使服麻醉药；使服毒品；掺麻醉药于 vi.吸毒 n.(Drug)人名；(罗)德鲁格

67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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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cuador 5 ['ekwədɔ:] n.厄瓜多尔（位于拉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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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mergency 2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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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74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75 experienced 1 [ik'spiəriənst] adj.老练的，熟练的；富有经验的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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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78 families 1 ['fæməlɪz] n.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

79 fami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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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February 2 ['februəri] n.二月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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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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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fighting 3 ['faitiŋ] adj.战斗的；好战的；适于格斗的 n.战斗，搏斗 v.奋斗（fight的ing形式）；打仗；与…进行拳击

84 firmness 1 ['fə:mnis] n.坚定；坚固；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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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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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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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88 fully 1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89 gang 2 [gæŋ] n.群；一伙；一组 vt.使成群结队；结伙伤害或恐吓某人 vi.成群结队 n.(Gang)人名；(法)冈；(罗)甘格；(英)甘

90 gangs 3 [ɡæŋ] n. 一群；一伙；(歹徒等的)一帮 v. 结成一伙；结伙袭击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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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god 2 [gɔd] n.神；（大写首字母时）上帝 vt.膜拜，崇拜 n.(God)人名；(索、阿拉伯)古德

93 government 4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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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96 guarantee 1 [,gærən'ti:] n.保证；担保；保证人；保证书；抵押品 vt.保证；担保

97 Guayaquil 1 [,gwɑ:jɑ:'kil] n.瓜亚基尔（厄瓜多尔港市）

98 guillermo 1 n. 吉列尔莫

99 guns 1 ['ɡʌnz] 枪炮

100 ha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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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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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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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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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he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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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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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hel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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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human 3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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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images 1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110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111 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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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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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15 injured 2 ['indʒəd] adj.受伤的；受损害的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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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inter 1 vt.埋；葬 n.跨性别（intersex的简写） n.(Inter)人名；(德)因特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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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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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investigate 1 [in'vestigeit] v.调查；研究

121 is 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2 issued 1 ['ɪʃu ]ː n. 议题；问题；期刊号；一次发行额；发行；<律>子女 v. 发表；公布；正式发给；发行；流出

123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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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July 2 [dʒʊˈlaɪ] n.七月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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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killed 3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128 kills 1 [kɪl] v. 杀死；终止；消灭；使痛苦；消磨；使精疲力竭 n. 杀；猎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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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knives 1 [naivz] n.刀子（knife的复数） v.用小刀切；刀切似的穿过（knife的三单形式）

130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31 lasso 6 [læ'su:, 'læsəu] n.套索 vt.用套索套捕；拉拢 n.(Lasso)人名；(西、意)拉索

132 latest 2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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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least 2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135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36 like 1 [laik] vt.喜欢；想；愿意 vi.喜欢；希望 prep.像；如同 adj.同样的；相似的 n.爱好；同样的人或物 adv.可能 conj.好像

137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138 litoral 2 ['lɪtərəl] adj. 海滨的；沿海的 n. 沿海地；沿海地区

139 loss 1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140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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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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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Members 2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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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mistake 1 [mi'steik] n.错误；误会；过失 vt.弄错；误解 vi.弄错；误解

146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47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48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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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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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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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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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of 1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53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154 officials 5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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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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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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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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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organizations 1 [ˌɔː ɡənaɪ'zeɪʃnz] n. 组织机构（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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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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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overcrowding 1 [,əuvə'kraudiŋ] n.过度拥挤；挤满 v.过度拥挤（overcrowd的ing形式）；把…塞得过满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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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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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67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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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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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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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port 1 [pɔ:t, pəut] n.港口，口岸；（计算机的）端口；左舷；舱门 vi.转向左舷 vt.持（枪）；左转舵 n.(Port)人名；(英)波特；(法)
波尔；(德、俄、匈、捷)波尔特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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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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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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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Powers 1 n.能天使；力天使

174 presence 1 ['prezəns] n.存在；出席；参加；风度；仪态

175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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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178 prison 10 ['prizən] n.监狱；监禁；拘留所 vt.监禁，关押 n.(Prison)人名；(德)普里松

179 prisoners 1 服刑人员

180 prisons 4 ['prɪzn] n. 监狱；监禁 vt. 囚禁；关入监狱

181 promised 1 英 ['prɒmɪs] 美 ['prɑːmɪs] n. 诺言；预示；约定；(有)希望 v. 允诺；发誓；答应；有希望

182 protection 1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183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184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85 regain 2 [ri'gein, ri:-] vt.恢复；重新获得；收回 vi.上涨 n.收复；取回

186 regret 1 [ri'gret] n.遗憾；抱歉；悲叹 vt.后悔；惋惜；哀悼 vi.感到后悔；感到抱歉

187 regrettable 1 [ri'gretəbl] adj.令人遗憾的；可惜的；可悲的；抱歉的

188 relatives 1 [relə'tɪvz] n. 亲戚

189 reported 2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190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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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responsibility 1 [ri.spɔnsə'biliti] n.责任，职责；义务

193 responsible 2 [ri'spɔnsəbl] adj.负责的，可靠的；有责任的

194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95 rights 2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196 rio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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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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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rioting 1 ['raɪət] n. 暴乱；骚乱；喧闹；（色彩）丰富；<俚>有趣的人 v. 闹事；骚乱

199 sad 2 [sæd] adj.难过的；悲哀的，令人悲痛的；凄惨的，阴郁的（形容颜色）

200 sadness 1 ['sædnis] n.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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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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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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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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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seek 1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206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207 settings 1 n. 设置 名词setting的复数形式.

208 shared 1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9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10 similar 2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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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soldiers 1 ['səuldʒə] n.[军]士兵；战士数量（soldier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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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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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spreading 1 ['spredɪŋ] n.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

216 st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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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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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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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20 territories 1 英 ['terətri] 美 ['terətɔː ri] n. 领土；领域；版图；范围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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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the 3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23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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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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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throughout 1 [θru:'aut] adv.自始至终，到处；全部 prep.贯穿，遍及

227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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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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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30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31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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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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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us 1 pron.我们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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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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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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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violence 5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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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VOA 1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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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43 watch 1 [wɔtʃ, wɔ:tʃ] vt.观察；注视；看守；警戒 n.手表；监视；守护；值班人 vi.观看，注视；守侯，看守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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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week 1 [wi:k] n.周，星期

246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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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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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who 3 pron.谁；什么人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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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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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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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wrong 1 adv.错误地；邪恶地，不正当地 n.坏事；不公正 adj.错误的；失常的；不适当的 vt.委屈；无理地对待；诽谤 n.(Wrong)
人名；(英)朗

256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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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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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