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23 [As It Is] Officials Investigating Reason Why Driver
Crashed into Wisconsin Parad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2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to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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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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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de 12 [pə'reid] n.游行；阅兵；炫耀；行进；阅兵场 vt.游行；炫耀；列队行进 vi.游行；炫耀；列队行进 n.(Parade)人名；(法、
德)帕拉德

6 i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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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was 1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8 h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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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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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were 8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1 a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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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polic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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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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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Waukesha 6 ['wɔ:kiʃɔ:] n.沃基肖（美国地名）

15 incident 5 ['insidənt] n.事件，事变；插曲 adj.[光]入射的；附带的；易发生的，伴随而来的

16 SUV 5 [ˌesju 'ːviː ] n. 多功能箱式跑车；多用途跑车(=sport-utility vehicle)

17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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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who 5 pron.谁；什么人

19 crime 4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20 dancing 4 ['dɑ:nsiŋ] n.跳舞；舞蹈 v.跳舞；摇晃（dance的ing形式）

21 group 4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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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Thompson 4 ['tɔmpsn] n.汤普森（姓）

24 video 4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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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efore 3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27 Brooks 3 [bruks] n.布鲁克斯（姓氏）

28 children 3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29 city 3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30 driver 3 [draivə] n.驾驶员；驱动程序；起子；传动器 n.(Driver)人名；(德)德里弗；(英)德赖弗

31 earlier 3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32 emergency 3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33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34 germain 3 n. 杰曼

35 his 3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36 included 3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7 int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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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is 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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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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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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Members 3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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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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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Sunday 3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44 there 3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45 vehicle 3 ['viː ɪk(ə)l] n.[车辆]车辆；工具；交通工具；运载工具；传播媒介；媒介物

46 Wisconsin 3 [wis'kɔnsin] n.威斯康星州（美国州名）

47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48 you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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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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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among 2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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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Ashley 2 n.艾希莉（人名）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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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barriers 2 ['bæriəz] 障碍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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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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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blaze 2 [bleiz] vt.在树皮上刻路标；公开宣布 n.火焰，烈火；光辉；情感爆发 vi.燃烧；照耀，发光；激发 n.(Blaze)人名；(法)布
拉兹；(马其)布拉热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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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aptured 2 英 ['kæptʃə(r)] 美 ['kæptʃər] vt. 捕获；占领；夺取；吸引；(用照片等)留存 n. 捕获；战利品

60 chie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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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hristmas 2 n.圣诞节；圣诞节期间

62 CPR 2 英 [ˌsiː piː 'ɑ (ːr)] 美 [ˌsiː piː 'ɑ rː] n. 心脏复苏术；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的缩写

63 cra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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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rashed 2 [kræʃt] adj.失事的 v.碰撞，坠落，破产，垮台（crash的过去式）；崩溃

65 dance 2 [dɑ:ns, dæns] n.舞蹈；舞会；舞曲 vi.跳舞；跳跃；飘扬 vt.跳舞；使跳跃 adj.舞蹈的；用于跳舞的 n.(Dance)人名；(英)丹
斯；(法)当斯

66 dancers 2 ['dɑːnsəz] 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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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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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doing 2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70 driving 2 ['draiviŋ] adj.强劲的；推进的；精力旺盛的 n.驾驶；操纵 v.驾驶（drive的ing形式）

71 faceboo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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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f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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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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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grannies 2 ['ɡræni] n. <口>奶奶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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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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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injured 2 ['indʒəd] adj.受伤的；受损害的

78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79 jr 2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80 killed 2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81 life 2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82 medical 2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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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Milwaukee 2 [mil'wɔ:ki:] n.（美国）密尔沃基

84 moment 2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85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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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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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multiple 2 ['mʌltipl] adj.多重的；多样的；许多的 n.倍数；[电]并联

88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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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officers 2 n.军官，人员（officer复数形式）

90 others 2 pron.其他人

91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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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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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pa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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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performing 2 [pə'fɔ:miŋ] adj.表演的；履行的 v.表演（perform的ing形式）；履行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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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sec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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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shows 2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99 stopped 2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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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eaming 2 ['stri:miŋ] n.流；（英）按能力分组 v.流动（stream的ing形式）

102 stru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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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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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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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through 2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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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trying 2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109 us 2 pron.我们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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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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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wrote 2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113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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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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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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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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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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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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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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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ages 1 [eɪdʒ] n. 年龄；时代；时期；长时间 v. （使）变老；（使）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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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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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apparent 1 [ə'pærənt] adj.显然的；表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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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argument 1 ['ɑ:gjumənt] n.论证；论据；争吵；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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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aspire 1 [ə'spaiə] vi.渴望；立志；追求

131 attendees 1 n.（会议等的）出席者( attendee的名词复数 )

132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133 balsamo 1 [blsə'məʊ] n. 香脂；香胶

134 band 1 n.带，环；[物]波段；(演奏流行音乐的)乐队 vi.用带绑扎；给...镶边 n.n.乐队；队；一群

135 bands 1 ['bændz] n. (牧师或博士服的)领饰 名词band的复数形式.

136 bauer 1 ['bauə] n.鲍尔（德语姓氏）

137 beating 1 ['bi:tiŋ] n.打；[纸]打浆；敲打；失败 v.打（beat的ing形式）

138 breathing 1 ['bri:ðiŋ] n.呼吸；瞬间；微风 adj.呼吸的；逼真的 v.呼吸（breathe的现在分词）

139 broke 1 [brəuk] adj.一文不名的，破产的 v.打破，断掉（break的过去式） n.(Broke)人名；(英)布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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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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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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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canceled 1 ['kænsl] v. 取消；作废；注销；抵消；删除 n. 取消；删除

144 cardiopulmonary 1 [,kɑ:diəu'pʌlmənəri] adj.心肺的；与心肺有关的

145 cen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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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chased 1 [tʃeɪs] vt. 追捕；追求；镂刻，雕刻；试图赢得 vi. 奔跑；追赶 n. 追捕；争取；狩猎

147 cheer 1 [tʃiə] vt.欢呼；使高兴；为…加油 n.欢呼；愉快；心情；令人愉快的事 vi.欢呼；感到高兴

148 child 1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149 chris 1 [kris] n.克里斯（男子名）；克莉丝（女子名）

150 classes 1 [kla:siz] n.级别，阶级（class复数形式）

151 club 1 [klʌb] n.俱乐部，社团；夜总会；棍棒；（扑克牌中的）梅花 vt.用棍棒打；募集 vi.集资；组成俱乐部 adj.俱乐部的 n.
(Club)人名；(英)克拉布

152 co 1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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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155 continuously 1 [kən'tɪnjuəsli] adv. 不断地；连续地

156 crashes 1 [kræʃ] v. 撞击；坠毁；发出巨响；崩溃；破产；<俚>宿夜 n. 轰隆声；猛撞；崩溃；暴跌；垮台；粗布 adj. 速成的

157 crowds 1 [kraʊd] n. 人群；群众；大群；朋友 v. 拥挤；挤满；涌入；贴近；逼迫

158 damage 1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159 dan 1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160 Darrell 1 n. 达雷尔(m

161 data 1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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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4 details 1 n.细节（detail的复数）；详细资料 v.详细说明（detail的三单形式）

165 detained 1 [dɪ'teɪn] vt. 扣留；拘押；耽搁；延误

166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67 district 1 ['distrikt] n.区域；地方；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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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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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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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mployees 1 [ˌemplɔɪ'iː ] n. 受雇者；雇工；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

172 EMT 1 abbr.内科急救专家（emergencymedicaltechnician）；电子金属管（electrical-metallictubing）；磁带结束
（endofmagnetictape）

173 EMTs 1 ['emts]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s) 急救医疗技术员,(=ethylene mercuric-p-toluene-sulfonanilide) 碘胺苯汞

174 enforcement 1 [in'fɔ:smənt] n.执行，实施；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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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77 evers 1 n.埃弗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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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80 extra 1 ['ekstrə] adv.特别地，非常；另外 n.临时演员；号外；额外的事物；上等产品 adj.额外的，另外收费的；特大的

181 faces 1 ['feɪsɪz] n.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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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filling 1 ['filiŋ] n.填充；填料 v.填满；遍及（fill的ing形式） n.(Filling)人名；(瑞典)菲林

184 fi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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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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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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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front 1 [frʌnt] n.前面；正面；前线 vt.面对；朝向；对付 vi.朝向 adj.前面的；正面的 adv.在前面；向前 n.(Front)人名；(法)弗龙

188 gathered 1 ['gæðəɒ] adj. 聚集的；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89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190 girls 1 ['ɡɜ lːz] n.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

191 g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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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governor 1 ['gʌvənə] n.主管人员；统治者，管理者；[自]调节器；地方长官

193 grandmother 1 ['grænd,mʌðə] n.祖母；女祖先 vt.当…的祖母 vi.当祖母

194 granny 1 n.奶奶；外婆；婆婆妈妈的人

195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96 gunfire 1 ['gʌn,faiə] n.炮火；炮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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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happiness 1 ['hæpinis] n.幸福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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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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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heard 1 [hə:d] v.听到（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闻知 n.(Heard)人名；(英)赫德

203 heart 1 [hɑ:t] n.心脏；感情；勇气；心形；要点 vt.鼓励；铭记 vi.结心 n.(Heart)人名；(英)哈特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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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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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holiday 1 ['hɔlədi] n.假日；节日；休息日 vi.外出度假 n.(Holiday)人名；(英)霍利迪

207 hospital 1 ['hɔspitəl] n.医院 n.(Hospital)人名；(英)霍斯皮特尔

208 householder 1 ['haus,həuldə] n.户主，家长；房主 n.(Householder)人名；(英)豪斯霍尔德

209 identified 1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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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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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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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investigating 1 [ɪn'vestɪɡeɪt] v. 调查；研究

214 investigators 1 [ɪn'vestɪɡeɪtəz] 侦查人员

215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216 joy 1 [dʒɔi] n.欢乐，快乐；乐趣；高兴 vi.欣喜，欢喜 vt.高兴，使快乐

217 jumped 1 [dʒʌmp] n. 跳跃；跳动；上涨 v. 跳越；暴涨

218 just 1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219 knife 1 [naif] n.刀；匕首 vt.用刀切；（口）伤害 vi.劈开；划过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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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laying 1 ['leiiŋ] n.敷设；布置；产卵数；瞄准 v.放置；产卵（lay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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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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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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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list 1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227 li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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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loved 1 [lʌvd] v.热爱（love的过去分词） adj.恋爱的；受珍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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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marching 1 [mɑ tːʃɪŋ] n. 行进；游行 动词march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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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233 measures 1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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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mental 1 ['mentəl] 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n.精神病患者

236 Michael 1 ['maikəl] n.迈克尔（男子名）

237 mike 1 n.扩音器，麦克风；话筒；休息,游手好闲 vi.使用扩音器；偷懒,游手好闲 vt.用扩音器传送；用窃听器窃听

238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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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musicians 1 [mju:'zɪʃənz] n. 音乐家（musician的复数）；乐师

241 my 1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242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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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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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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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247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248 oh 1 [əu] int.哦；哎呀（表示惊讶或恐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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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opened 1 v.打开，开启（open过去分词形式） adj.开的

251 own 1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252 owner 1 ['əunə] n.[经]所有者；物主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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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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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patients 1 ['peɪʃənts] n.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

256 performers 1 n. 表演者；执行者（performer的复数形式）

257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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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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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phones 1 英 [fəʊn] 美 [foʊn] n. 电话；电话机；听筒；耳机；[语]音素 v. 打电话 suf. 表示“声音”或“说 ... 语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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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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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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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64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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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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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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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reportedly 1 [ri'pɔ:tidli] adv.据报道；据传闻

269 resuscitation 1 [ri,sʌsi'teiʃən] n.复苏；复兴；复活

270 right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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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road 1 [rəud] n.公路，马路；道路；手段 vt.（狗）沿臭迹追逐（猎物） adj.（美）巡回的 n.(Road)人名；(英)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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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ave 1 vt.节省；保存；储蓄；解救 vi.节省；挽救 prep.除...之外 n.救援 n.(Save)人名；(法)萨夫；(意、保、西、罗、塞、瑞典)
萨薇(女名)，萨韦

275 saving 1 ['seiviŋ] n.节约；挽救；存款 adj.节约的；挽救的；补偿的；保留的 prep.考虑到；除...之外 n.(Saving)人名；(瑞典)萨温

276 saw 1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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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schools 1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279 Scott 1 [skɔt] n.斯科特（男子名）

280 screaming 1 ['skri:miŋ] adj.尖叫的；使人惊叹的；使人捧腹大笑的 n.尖叫声；啸声；振动 v.尖叫；大笑；呼啸着前进（scream的
ing形式）

281 see 1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282 senseless 1 ['senslis] adj.愚蠢的；无知觉的；无意识的

283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284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285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286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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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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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miles 1 [s'maɪlz] v. 微笑（动词smi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 笑容（名词smile的复数形式）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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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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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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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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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sound 1 [saund] vt.听（诊）；测量，测…深；使发声；试探；宣告 n.声音，语音；噪音；海峡；吵闹；听力范围；[医]探条 adj.
健全的，健康的；合理的；可靠的；有效彻底的 adv.彻底地，充分地 vi.听起来；发出声音；回响；测深

295 sped 1 [sped] v.加速；飞驰（speed的过去分词）

296 speeds 1 [spiː d] n. 速度；迅速 v. 加速；急行

297 sports 1 n.运动；运动会（sport的复数）；（报纸）体育版面；突变；娱乐 adj.运动的；适用于运动的 v.娱乐；戏弄（sport的
第三人称单数）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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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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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street 1 [stri:t] n.街道 adj.街道的 n.(Street)人名；(英、葡)斯特里特；(德)施特雷特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301 students 1 [st'juːdnts] 学生

302 studio 1 ['stju:diəu, 'stu:-] n.工作室；[广播][电视]演播室；画室；电影制片厂

303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304 technician 1 [tek'niʃən] n.技师，技术员；技巧纯熟的人

305 terrorism 1 ['terərizəm] n.恐怖主义；恐怖行动；恐怖统治

306 thanksgiving 1 n.感恩

307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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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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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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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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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12 Tony 1 ['təuni] n.托尼（男名）

313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14 trained 1 [treɪnd] adj.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15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316 utility 1 [ju:'tiləti] n.实用；效用；公共设施；功用 adj.实用的；通用的；有多种用途的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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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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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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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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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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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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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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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whose 1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325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326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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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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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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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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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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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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