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0-11 [As It Is] Ukrainians Discover Jews' Hiding Place during
Holocaust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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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f 1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and 1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5 t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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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they 1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7 jews 9 犹太人

8 t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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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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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group 7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2 hiding 7 ['haidiŋ] n.隐匿；躲藏处；殴打 n.(Hiding)人名；(瑞典)希丁

13 Preston 7 ['prestən] n.普勒斯顿（男子名；英国港市名字）

14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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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during 6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16 where 6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17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8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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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plac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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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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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ghetto 4 ['getəu] n.犹太人区；贫民区 vt.使集中居住

22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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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h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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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his 4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5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6 lviv 4 (=left ventricular infarct volume) 左心室梗塞面积(体积)

27 sewer 4 ['sjuə, 'su:ə] n.下水道；阴沟；裁缝师 vt.为…铺设污水管道；用下水道排除…的污水 vi.清洗污水管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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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underground 4 ['ʌndəgraund] adv.在地下；秘密地 adj.地下的；秘密的；先锋派的 n.地下；地铁；地道；地下组织；秘密活动；
先锋派团体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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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32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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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ity 3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35 discovered 3 英 [dɪ'skʌvə(r)] 美 [dɪ'skʌvər] v. 发现；偶然撞见；发觉

36 found 3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37 holocaust 3 ['hɔləkɔ:st] n.大屠杀；毁灭

38 larger 3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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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40 Nazis 3 ['nɑ tːsɪ] n. 纳粹分子 名词nazi的复数形式.

41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42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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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sewers 3 [s'juːəz] 污水管道

44 team 3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45 used 3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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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which 3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48 would 3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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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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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away 2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52 baby 2 ['beibi] n.婴儿，婴孩；孩子气的人 vt.纵容，娇纵；把……当婴儿般对待 adj.婴儿的；幼小的 n.(Baby)人名；(法、葡)巴
比；(英)巴比，芭比(女名)；(俄)巴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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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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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books 2 ['bʊks] n. 帐目；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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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58 diggers 2 澳洲金矿股票

59 digging 2 ['digiŋ] n.挖掘，采掘 v.挖掘，发掘（dig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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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fami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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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father 2 ['fɑ:ðə] n.父亲，爸爸；神父；祖先；前辈 vt.发明，创立；当…的父亲

63 find 2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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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halina 2 海立拿呢

66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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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II 2 abbr.微光（ImageIntensification）

68 including 2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69 July 2 [dʒʊˈlaɪ] n.七月

70 lef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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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live 2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72 lived 2 [livd, 'laivd] adj.有生命的 v.居住（live的过去分词）；活着；度过；以…为生

73 mother 2 ['mʌðə] n.母亲；大娘；女修道院院长 vt.生下；养育；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母亲的；出生地的

74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75 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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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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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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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pieces 2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79 pipe 2 [paip] n.管；烟斗；笛 vi.吹笛；尖叫 vt.用管道输送；尖声唱；用管乐器演奏 n.(Pipe)人名；(匈)皮佩；(英)派普

80 prevent 2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81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82 shelter 2 ['ʃeltə] n.庇护；避难所；遮盖物 vt.保护；使掩蔽 vi.躲避，避难 n.(Shelter)人名；(英)谢尔特

83 shooting 2 ['ʃu:tiŋ] n.射击；打猎；摄影；射门 v.射击（shoo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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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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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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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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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Ukraine 2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88 ukrainians 2 乌克兰人

89 wall 2 [wɔ:l] n.墙壁，围墙；似墙之物 vt.用墙围住，围以墙 adj.墙壁的 n.(Wall)人名；(英)沃尔；(德、芬、捷、瑞典)瓦尔

90 war 2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91 water 2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92 wor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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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94 written 2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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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accept 1 [ək'sept] vt.接受；承认；承担；承兑；容纳 vi.承认；同意；承兑

97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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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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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01 anniversary 1 [,æni'və:səri] n.周年纪念日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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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army 1 ['ɑ:mi] n.陆军，军队

104 Auschwitz 1 ['auʃ,vits] n.奥许维次（波兰城市名） n.(Auschwitz)人名；(德)奥施维茨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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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barrack 1 ['bærək] n.营房；兵舍 vt.使…驻兵营内；向…提供营房 vi.住入营房 n.(Barrack)人名；(英)巴拉克

107 barracks 1 ['bærəks] n.兵营，营房；简陋的房子；警察所（barrack的复数） v.使驻扎军营里；住在工房、棚屋里；（澳）大声
鼓噪（barrack的三单形式）

108 basement 1 ['beismənt] n.地下室；地窖

109 bedroom 1 ['bedru(:)m] n.卧室 adj.两性关系的；城郊住宅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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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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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114 born 1 [bɔ:n] v.出世（bear的过去分词） adj.天生的 n.(Born)人名；(柬)邦；(英、西、俄、捷、德、瑞典、匈)博恩

115 break 1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
晓；（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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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bricks 1 [brɪk] n. 砖；砖块；砖状物 vt. 用砖围砌（或堵）

118 Buchenwald 1 ['bu:hənwɔ:ld] n.布痕瓦尔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市镇）

119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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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camps 1 [kæmp] n. 野营；帐篷；营地 v. 宿营；露营；扎营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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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carries 1 ['kæri] v. 携带；运送；搬运；带有；传播；承载 n. 【计】进位；运载

124 centimeters 1 ['sentɪ̩ miː təz] n. 厘米；公分 名词centimeter的复数形式.

125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126 corrupted 1 [kə'rʌptɪd] adj. 毁坏的 动词corru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7 crying 1 ['kraiiŋ] adj.叫喊的，嚎哭的；显著的 v.哭泣；喊叫；乞求（cry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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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danger 1 ['deindʒə] n.危险；危险物，威胁 n.(Danger)人名；(法)当热

129 daughter 1 ['dɔ:tə] n.女儿；[遗][农学]子代 adj.女儿的；子代的

130 David 1 ['deivid] n.大卫；戴维（男子名）

131 death 1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132 decrease 1 [di'kri:s, 'di:-, 'di:kri:s, di'k-] n.减少，减小；减少量 vi.减少，减小 vt.减少，减小

133 desire 1 [di'zaiə] n.欲望；要求，心愿；性欲 vt.想要；要求；希望得到… vi.渴望 n.(Desire)人名；(刚(布)、英)德西雷

134 discover 1 [dis'kʌvə] vt.发现；发觉 vi.发现

135 discovery 1 [dis'kʌvəri] n.发现，发觉；被发现的事物

136 drinking 1 ['driŋkiŋ] n.喝，饮；喝酒 v.饮（drink的ing形式）；喝

137 dug 1 [dʌg] v.挖，翻土（di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雌性哺乳动物的乳房

138 duster 1 ['dʌstə] n.抹布，掸子；除尘器；打扫灰尘的人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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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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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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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scaped 1 [ɪ'skeɪpt] adj. 逃脱的 动词esca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3 ethnic 1 ['eθnik] adj.种族的；人种的

144 exact 1 adj.准确的，精密的；精确的 vt.要求；强求；急需 vi.勒索钱财

145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146 experiences 1 英 [ɪk'spɪəriəns] 美 [ɪk'spɪriəns] n. 经验；经历 v. 经历；体验；感受

147 fear 1 [fiə] n.害怕；恐惧；敬畏；担心 vt.害怕；敬畏；为…担心 vi.害怕；敬畏；为…担心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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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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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fled 1 [fled] v.逃走（flee的过去分词）；消逝

151 fleeing 1 [fliː ] vi. 逃走；消失；逃避；(时间)飞逝 vt. 逃离

152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53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154 generations 1 [dʒenə'reɪʃnz] n. 世代

155 genocide 1 ['dʒenəusaid] n.种族灭绝；灭绝整个种族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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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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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glass 1 [glɑ:s, glæs] n.玻璃；玻璃制品；镜子 vt.反映；给某物加玻璃 vi.成玻璃状 n.(Glass)人名；(英、法、德、意)格拉斯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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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guide 1 [gaid] n.指南；向导；入门书 vt.引导；带领；操纵 vi.担任向导 n.(Guide)人名；(法、葡)吉德

161 hammer 1 ['hæmə] vi.锤击；敲打；重复 n.铁锤；链球；[解剖]锤骨；音锤 vt.锤击；锤打 n.(Hammer)人名；(法)阿梅；(德、英、
芬、捷、瑞典、荷、丹、挪)哈默

162 Hanna 1 ['hænə] n.汉纳（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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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happening 1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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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167 hid 1 [hid] v.隐藏；遮蔽（hide的过去式）

168 historian 1 [his'tɔ:riən] n.历史学家

169 historians 1 [hɪs'tɔː riənz] 历史学家

170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71 ignacy 1 伊格纳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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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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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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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insi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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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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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Jewish 1 ['dʒu:iʃ] adj.犹太人的；犹太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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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kill 1 [kil] vt.杀死；扼杀；使终止；抵消 vi.杀死 n.杀戮；屠杀 adj.致命的；致死的 n.(Kill)人名；(德)基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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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killings 1 n.谋杀( killing的名词复数 ); 突然发大财，暴发

181 krystyna 1 克里斯蒂纳

182 kyiv 1 [地名] [乌克兰] 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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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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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lee 1 [li:] n.保护；背风处 adj.保护的；庇荫的；避风的 n.(Lee)人名；(朝)李；(中)李(普通话·威妥玛)；(柬)利；(中)李(广东话·威
妥玛)

186 letting 1 ['letiŋ] n.出租；租金 v.让，允许（let的现在分词）

187 Lewis 1 ['lju:is] n.路易斯（男子名）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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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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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long 1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191 Macdonald 1 [mək'dɔnəld] n.麦克唐纳（姓氏）；麦当劳快餐店 n.(Macdonald)人名；(法)麦克唐纳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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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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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marking 1 ['mɑ:kiŋ] n.标志；打分；做记号；斑纹 v.注意；作记号于；给…打分数（mark的ing形式） n.(Marking)人名；(西)马金

195 meter 1 [mi:tə] n.米；仪表；[计量]公尺；韵律 vt.用仪表测量 vi.用表计量 n.(Meter)人名；(英)米特；(塞)梅特

196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197 Nazi 1 ['nɑ:tsi, 'næ-] n.纳粹党人；纳粹主义信徒 adj.纳粹党的；纳粹主义的 n.(Nazi)人名；(布基)纳齐；(俄)娜济

198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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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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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number 1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202 objects 1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203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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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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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207 passageway 1 ['pæsidʒwei] n.通道；走廊

208 Philadelphia 1 [,filə'delfjə; -fiə] n.费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港市）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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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11 plate 1 [pleit] n.碟；金属板；金属牌；感光底片 vt.电镀；给…装甲 n.(Plate)人名；(英、德、俄、西、意、瑞典)普拉特

212 pointed 1 ['pɔintid] adj.尖的；突出的；锐利的；率直的 v.指出；瞄准（point的过去式）

213 poor 1 [puə, pɔ:] adj.贫穷的；可怜的；贫乏的；卑鄙的 n.(Poor)人名；(英、伊朗)普尔

214 population 1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215 prisoner 1 ['prizənə] n.囚犯，犯人；俘虏；刑事被告

216 quietly 1 ['kwaiətli] adv.安静地；秘密地；平稳地

217 race 1 n.属，种；种族，人种；家庭，门第；赛事，赛跑 vt.使参加比赛；和…竞赛；使急走，使全速行进 vi.比速度，参加竞
赛；全速行进 n.(Race)人名；(英)雷斯；(塞)拉采

218 rats 1 [ræts] int.胡说；瞎扯 n.[脊椎]鼠；卑鄙之人（rat的复数） v.捕鼠；出卖（rat的三单形式） n.(Rats)人名；(俄)拉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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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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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reporter 1 [ri'pɔ:tə] n.记者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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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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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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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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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seven 1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228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29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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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heep 1 [ʃiː p] n.羊，绵羊；胆小鬼

231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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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sm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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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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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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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olid 1 ['sɔlid] adj.固体的；可靠的；立体的；结实的；一致的 n.固体；立方体 n.(Solid)人名；(瑞典)索利德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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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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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son 1 [sʌn] n.儿子；孩子（对年轻人的称呼）；男性后裔 n.(Son)人名；(土、老、柬)松；(法、罗)索恩；(日)存(名)；(日)孙
(姓)；(越)山

240 soviet 1 ['sauviət, 'sɔ-] adj.苏联的；苏维埃的；委员会的 n.苏维埃（代表会议）；委员会；代表会议

241 stay 1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242 stealing 1 ['sti:liŋ] n.偷窃；贼赃；偷垒（棒球比赛中的犯规行为） adj.有偷窃行为的 v.偷盗；抄袭（steal的ing形式）

243 stone 1 [stəun] n.石头；结石；[宝]宝石 adj.石的，石制的 vt.向扔石块；用石头铺 n.(Stone)人名；(捷)斯托内；(瑞典)斯托内；
(英)斯通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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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straight 1 adj.直的；连续的；笔直的；正直的；整齐的；异性恋的 adv.直接地；不断地；立即；坦率地 n.直；直线；直男，直
女，异性恋者 n.(Straight)人名；(英)斯特雷特

246 streets 1 [st'riː ts] 街道

247 suffocate 1 ['sʌfəkeit] vi.受阻，受扼制；窒息 vt.压制，阻碍；使……窒息

248 suffocated 1 ['sʌfəkeɪtɪd] adj. 窒息的；呼吸困难的；扼制的 动词suffoc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49 survive 1 [sə'vaiv] vt.幸存；生还；幸免于；比...活得长 vi.幸存；活下来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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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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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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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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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thankful 1 ['θæŋkful] adj.感谢的；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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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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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thick 1 [θik] n.最拥挤部分；活动最多部分；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厚的；浓的；粗大的 adv.密集地；浓浓地，厚厚地 n.
(Thick)人名；(英)西克

258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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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60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61 toy 1 [tɔi] n.玩具；小装饰品；不值钱的东西 vi.玩弄；调情；随随便便地对待 adj.作为玩具的；玩物似的 n.(Toy)人名；(英、土)
托伊；(法)图瓦

262 tunnel 1 ['tʌnəl] n.隧道；坑道；洞穴通道 vt.挖；在…打开通道；在…挖掘隧道 vi.挖掘隧道；打开通道

263 twenties 1 [t'wentɪz] n. 二十几岁 名词twenty的复数形式.

264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65 uncovered 1 [,ʌn'kʌvəd] adj.无覆盖物的；[保险]未保险的；无盖的 v.揭露（uncover的过去分词）；脱帽致敬；移去覆盖物

266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267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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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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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waste 1 [weist] n.浪费；废物；荒地；损耗；地面风化物 vt.浪费；消耗；使荒芜 vi.浪费；变消瘦；挥霍钱财 adj.废弃的；多余
的；荒芜的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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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73 wind 1 [[wɪnd] n.风；呼吸；气味；卷绕 vt.缠绕；上发条；使弯曲；吹号角；绕住或缠住某人 vi.缠绕；上发条；吹响号角 n.
(Wind)人名；(英、德、瑞典)温德

274 women 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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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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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wrapped 1 [ræpt] adj.有包装的 v.包裹；覆盖（wrap的过去分词）

279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80 yar 1 [jɑ:, jεə] n.纱线 n.(Yar)人名；(土、阿富、巴基、吉尔、土库、尼日利)亚尔；(柬)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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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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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younger 1 ['jʌŋə, 'jʌŋgə] n.年纪较小者；幼辈 adj.较年轻的 n.(Younger)人名；(英)扬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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