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20 [As It Is] US Jury Finds Teen Not Guilty of Murder 词汇词汇
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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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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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4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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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7 adv 1 ['ædvɜːb] abbr. 副词（=adverb）

8 after 4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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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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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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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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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5 and 1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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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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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nthony 1 ['æntəni] n.安东尼（人名）

19 Antioch 1 ['æntiɔk] n.安提俄克（古叙利亚首都，现土尔其南部城市）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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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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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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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rm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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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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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ssume 1 vi.假定；设想；承担；采取 vt.僭取；篡夺；夺取；擅用；侵占

27 assumed 1 [ə'sju:md] adj.假定的；假装的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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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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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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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ttempted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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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automatic 2 [,ɔ:tə'mætik] adj.自动的；无意识的；必然的 n.自动机械；自动手枪

34 automatically 1 [,ɔ:tə'mætikəli] adv.自动地；机械地；无意识地 adj.不经思索的

35 b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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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arnes 1 [ba:nz] n.巴尔内斯（姓氏）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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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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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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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elieves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41 black 5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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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42 Blake 1 [bleik] n.布莱克（英国作家）

43 bloom 1 [blu:m] n.花；青春；旺盛 vt.使开花；使茂盛 vi.开花；茂盛 n.(Bloom)人名；(瑞典、西)布洛姆；(英)布卢姆

44 bodily 1 ['bɔdili] adv.整体地；亲自地；以肉体形式 adj.身体的；肉体的 n.(Bodily)人名；(英)博迪利

45 brown 1 [braun] adj.棕色的，褐色的；太阳晒黑的 vi.变成褐色 n.褐色，棕色 vt.使变成褐色 n.(Brown)人名；(英、意、芬、捷、
德、法、西、葡)布朗

46 bullets 1 ['bʊlɪts] n. 弹药；军火 名词bullet的复数形式.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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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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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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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alm 1 [kɑ:m, kɑ:lm] adj.静的，平静的；沉着的 vt.使平静；使镇定 vi.平静下来；镇定下来 n.风平浪静 n.(Calm)人名；(法、德)卡尔
姆

51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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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andidate 1 n.候选人，候补者；应试者

53 c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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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harges 2 [t'ʃɑːdʒɪz] n. 费用

55 Charlottesville 1 ['ʃɑ:lətsvil] n.夏洛茨维尔（美国弗吉尼亚州中部城市）

56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57 civilians 1 n. 平民；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

58 claim 1 [kleim] vi.提出要求 vt.要求；声称；需要；认领 n.要求；声称；索赔；断言；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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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ompletely 1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61 concern 1 vt.涉及，关系到；使担心 n.关系；关心；关心的事；忧虑

62 correct 1 [kə'rekt] vt.改正；告诫 vi.调整；纠正错误 adj.正确的；恰当的；端正的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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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reated 2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65 danger 1 ['deindʒə] n.危险；危险物，威胁 n.(Danger)人名；(法)当热

66 dangerous 1 ['deindʒərəs] adj.危险的 危险地

67 deadly 2 ['dedli] adj.致命的；非常的；死一般的 adv.非常；如死一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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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deaths 1 ['deθs] 死亡人口

70 decision 2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71 defend 1 [di'fend] vt.辩护；防护 vi.保卫；防守

72 defense 2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73 demanded 1 英 [dɪ'mɑːnd] 美 [dɪ'mænd] n. 要求；需求 v. 要求；查问；需要

74 democratic 2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75 denounced 1 [dɪ'naʊns] v. 谴责；告发；通告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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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78 division 1 n.[数]除法；部门；分配；分割；师（军队）；赛区

79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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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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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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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ndangering 1 危及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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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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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86 evers 1 n.埃弗斯（姓氏）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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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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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feel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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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finds 1 [faɪnd] v. 发现；找到；认为；觉得；感到；裁决；判定 n. 发现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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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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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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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for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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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former 1 ['fɔ:mə] adj.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n.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n.(Former)人名；(法)福尔梅；(德、捷)福尔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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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Friday 1 ['fraidi] n.星期五

99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0 gathering 1 ['gæðəriŋ] n.聚集；集会；收款 v.聚集（gather的ing形式）

101 Georgia 1 ['dʒɔ:dʒjə] n.乔治亚州；格鲁吉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乔治娅（女子名）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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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gone 1 [gɔn] adj.离去的；死去的；用光的 v.去（go的过去分词）

104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05 governor 3 ['gʌvənə] n.主管人员；统治者，管理者；[自]调节器；地方长官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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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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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guilt 1 [gilt] n.犯罪，过失；内疚

109 guilty 3 ['gilti] adj.有罪的；内疚的

110 ha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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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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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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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harm 1 [hɑ:m] n.伤害；损害 vt.伤害；危害；损害 n.(Harm)人名；(德)哈尔姆

115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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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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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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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herself 1 [hə:'self] pron.她自己（she的反身代词）；她亲自

119 himself 2 [him'self] pron.他自己；他亲自，他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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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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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homicide 2 n.过失杀人；杀人犯

123 Huber 3 n.胡贝尔（姓氏）

124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25 Illinois 1 [,ili'nɔi(z)] n.伊利诺斯州（美国州名）

126 imminent 2 ['iminənt] adj.即将来临的；迫近的

127 in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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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incite 1 [in'sait] vt.煽动；激励；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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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30 injured 1 ['indʒəd] adj.受伤的；受损害的

131 innocence 1 ['inəsəns] n.清白，无罪；天真无邪

132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3 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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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Jacob 1 ['dʒeikəb] n.雅各（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布（男子名）

135 john 1 [dʒɔn] n.厕所

136 Joseph 1 ['dʒəuzif] n.约瑟夫（男子名）；约瑟（圣经中雅各的第十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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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judge 1 [dʒʌdʒ] vt.判断；审判 n.法官；裁判员 vi.审判；判决 n.(Judge)人名；(英)贾奇

139 jury 5 ['dʒuəri] n.[法]陪审团；评判委员会 adj.应急的 n.(Jury)人名；(西)胡里；(英、法)朱里；(德)尤里

140 justify 1 ['dʒʌstifai] vi.证明合法；整理版面 vt.证明…是正当的；替…辩护

141 Karen 1 ['ka:rən] n.凯伦（人名）；克伦邦（缅甸邦名）

142 Kenosha 4 [ke'nɒʃɑ ]ː 基诺沙(美国城市)； n.；克诺沙(美国威斯康星州东南部一湖港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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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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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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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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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knowing 1 ['nəuiŋ] adj.博学的；狡猾的；心照不宣的 n.认知 v.知道；认识；确信（know的ing形式）

148 kyle 2 [kail] n.（苏）狭海峡，海峡 n.(Kyle)人名；(英)凯尔；(瑞典)许勒；(西)基莱

149 l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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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la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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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lawyers 1 ['lɔː jəz]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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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lieutenant 1 [lef'tenənt, lu:'t-] n.中尉；副官；助理人员

154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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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m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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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Mandela 1 曼德拉（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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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mario 2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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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meanwhile 1 ['mi:nwail] adv.同时，其间 n.其间，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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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men 5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164 message 1 ['mesidʒ] n.消息；差使；启示；预言；广告词 vi.报信，报告；[通信]报文 vt.通知

165 Milwaukee 1 [mil'wɔ:ki:] n.（美国）密尔沃基

166 murder 3 ['mə:də] vt.谋杀，凶杀 n.谋杀，凶杀 vi.杀人，犯杀人罪

167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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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nearby 1 ['niə'bai] adj.附近的，邻近的 adv.在附近 prep.在…附近

170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71 necessary 1 ['nesisəri]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必需品 n.(Necessary)人名；(英)内塞瑟里

172 night 1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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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nights 1 [naits] n.夜；晚上（night的复数形式） adv.每晚；在夜间

174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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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76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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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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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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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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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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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83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84 outcome 2 ['autkʌm] n.结果，结局；成果

185 ov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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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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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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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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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90 per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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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pla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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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pointing 1 ['pɔintiŋ] n.指示 v.指向；指点（point的ing形式）

193 poli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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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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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posthumously 1 ['pɔstjuməsli] adv.于死后，于身后；于著作者死后出版地

196 praised 1 [preɪz] vt. 赞美；称赞 n. 赞美；称赞；崇拜 vi. 赞美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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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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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private 1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
的，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200 probably 1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201 property 2 ['prɔpəti] n.性质，性能；财产；所有权

202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03 protestor 1 [prəu'testə] n.抗议者

204 protests 1 英 ['prəʊtest] 美 ['proʊtest] n. 抗议；反对 v. 抗议；反对；申明；断言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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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缅)布

206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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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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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reasonably 1 ['ri:znəbli] adv.合理地；相当地；适度地

210 reckless 2 ['reklis] adj.鲁莽的，不顾后果的；粗心大意的 n.(Reckless)人名；(英)雷克利斯

211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12 remorse 2 [ri'mɔ:s] n.懊悔；同情

213 repeatedly 1 [rɪ'piː tɪdli] adv. 重复地；再三地

214 report 1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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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reporting 1 英 [rɪ'pɔː tɪŋ] 美 [rɪ'pɔː 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216 republican 1 [ri'pʌblikən] adj.共和国的；共和政体的；共和主义的；拥护共和政体的 n.共和主义者

217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18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19 rittenhouse 9 n. 里滕豪斯

220 ritter 2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221 rosenbaum 1 n. 罗森鲍姆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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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24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25 Scott 1 [skɔt] n.斯科特（男子名）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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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228 self 1 [self] n.自己，自我；本质；私心 adj.同一的 vt.使自花授精；使近亲繁殖 vi.自花授精 n.(Self)人名；(英)塞尔夫

229 semi 2 ['sem(a)i] n.半挂车；半独立式的住宅 n.(Semi)人名；(意、芬)塞米

230 senate 1 ['senit] n.参议院，上院；（古罗马的）元老院

231 sends 1 [sendz] n. 随浪上浮 名词sen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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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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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shooting 3 ['ʃu:tiŋ] n.射击；打猎；摄影；射门 v.射击（shoot的ing形式）

235 shootings 1 n.射击( shooting的名词复数 ); 打猎; 射击竞赛; （通常指犯罪行为的）开枪

236 shot 6 n.发射；炮弹；射手；镜头 adj.用尽的；破旧的；杂色的，闪光的 v.射击（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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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showed 2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39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240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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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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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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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245 sorry 1 ['sɔ:ri, 'sɔ-] adj.遗憾的；对不起的，抱歉的 int.对不起，抱歉（表示委婉的拒绝等）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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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poke 1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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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States 1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250 stood 1 [stud] v.站立（sta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1 stop 1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252 sto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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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street 2 [stri:t] n.街道 adj.街道的 n.(Street)人名；(英、葡)斯特里特；(德)施特雷特

254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55 summer 1 ['sʌmə] n.夏季；全盛时期 vi.避暑；过夏天 adj.夏季的 n.(Summer)人名；(德)祖默；(英)萨默

256 sup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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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upremacists 1 n.至上主义者( supremacist的名词复数 )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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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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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teen 1 [ti:n] n.青少年（等于teenager）；愤怒；悲哀 adj.十几岁的（等于teenaged）

260 teenager 2 ['ti:n,eidʒə] n.十几岁的青少年；十三岁到十九岁的少年

261 thankfully 1 ['θæŋkfulli] adv.感谢地；感激地

262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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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the 5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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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66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67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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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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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0 three 2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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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73 Tony 1 ['təuni] n.托尼（男名）

274 took 2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75 town 2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276 trial 6 ['traiəl] n.试验；审讯；努力；磨炼 adj.试验的；审讯的 n.(Trial)人名；(法)特里亚尔

277 trials 1 n.审判( trial的名词复数 ); （对能力、质量、性能等的）试验; 测试; 比赛

278 trouble 2 ['trʌbl] n.麻烦；烦恼；故障；动乱 vt.麻烦；使烦恼；折磨 vi.费心，烦恼

279 true 3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280 twitter 1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281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82 unacceptable 1 [,ʌnək'septəbl] adj.不能接受的；不受欢迎的

283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284 unrest 2 [,ʌn'rest] n.不安；动荡的局面；不安的状态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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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us 3 pron.我们

287 use 2 [ju:z] n.使用；用途；发挥 vt.利用；耗费 vi.使用，运用 n.(Use)人名；(德)乌泽

288 verdict 5 ['və:dikt] n.结论；裁定

289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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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videos 1 英 ['vɪdiəʊ] 美 ['vɪdioʊ] n. 录像；视频 v. 录制电视节目 adj. 视频的；录像的

291 violence 2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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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virtually 2 ['və:tʃuəli] adv.事实上，几乎；实质上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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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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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walker 1 ['wɔ:kə] n.步行者；散步者；参加竞走者 n.(Walker)人名；(德、西、芬、瑞典)瓦尔克；(英)沃克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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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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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weapon 2 ['wepən] n.武器，兵器

301 week 1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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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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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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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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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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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white 4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307 who 4 pron.谁；什么人

308 Wisconsin 5 [wis'kɔnsin] n.威斯康星州（美国州名）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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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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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women 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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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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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wounding 1 ['wuːndɪŋ] n. 伤害 adj. 刺伤的 动词wound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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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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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wrote 2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18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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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321 youth 1 n.青年；青春；年轻；青少年时期 n.(Youth)《芳华》（电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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