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2-15 [Education Report] Officials Try to Find Ways to
Prevent More School Shoo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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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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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cess 2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4 accuses 1 [ə'kjuːz] v. 谴责；控告；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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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ctions 2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7 active 4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8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9 additional 2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10 advocate 1 ['ædvəkeit, 'ædvəkət] vt.提倡，主张，拥护 n.提倡者；支持者；律师

11 advocates 1 ['ædvəkeɪt] v. 提倡；主张 n. 拥护者；提倡者；律师；辩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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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gainst 3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14 ahmadi 1 n.(Ahmadi)人名；(阿拉伯)艾哈迈迪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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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7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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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0 and 18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1 angeles 1 ['ændʒələs] n.安杰利斯（姓氏）；天使城（菲律宾地名）

22 anyone 2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23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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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rgues 2 英 ['ɑːɡju ]ː 美 ['ɑ rːɡju ]ː v. 说服；争论；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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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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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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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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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ttack 1 [ə'tæk] n.攻击；抨击；疾病发作 vt.攻击；抨击；动手干 vi.攻击；腐蚀 n.(Attack)人名；(瑞典)阿塔克

31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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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4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35 become 2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36 behavior 1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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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elieves 2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39 Bouchard 1 n.(Bouchard)人名；(英、法、德)布沙尔

40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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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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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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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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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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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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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aty 1 卡蒂

47 cause 2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48 causes 1 [kɔː zɪz] n. 原因，理由；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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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harged 1 [tʃɑ:dʒd] adj.带电的；充满感情的；气氛紧张的 vt.填充

51 charges 2 [t'ʃɑːdʒɪz] n.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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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lark 1 [kla:k] n.克拉克（男子名） n.(Clark)人名；(瑞典、葡、西、芬、斐、意、德、匈、英、土)克拉克

54 class 1 n.阶级；班级；种类；班；等级 vt.分类；把…分等级；把…归入某等级，把…看作（或分类、归类）；把…编入某一班
级 adj.极好的；很好的，优秀的，出色的 vi.属于…类（或等级），被列为某类（或某级） n.（英、德）克拉斯（人名）

55 classroom 1 ['klɑ:srum] n.教室

56 columbine 1 ['kɔləmbain] adj.鸽的；似鸽的；鸽色的 n.耧斗菜

57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58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59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60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61 control 2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62 could 4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63 county 3 ['kaunti] n.郡，县

64 court 1 [kɔ:t] n.法院；球场；朝廷；奉承 vt.招致（失败、危险等）；向…献殷勤；设法获得 vi.求爱 n.(Court)人名；(英)考特；
(法)库尔

65 crime 2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66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67 crumbley 6 n. 克伦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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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David 1 ['deivid] n.大卫；戴维（男子名）

70 d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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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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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death 2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74 deaths 1 ['deθs] 死亡人口

75 defense 1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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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78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79 district 1 ['distrikt] n.区域；地方；行政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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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82 done 2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83 doors 1 [dɔ:z] n.大门；入口；通道（door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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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drawing 1 ['drɔ:iŋ] n.图画；牵引；素描术 v.绘画；吸引（draw的ing形式）；拖曳

85 drill 1 n.训练；钻孔机；钻子；播种机；演习 vi.钻孔；训练 vt.钻孔；训练；条播 n.(Drill)人名；(德、英)德里尔

86 drills 9 [drɪlz] n. 钻；训练；演习；斜纹布 名词drill的复数形式.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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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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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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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91 emotional 1 [i'məuʃənəl] adj.情绪的；易激动的；感动人的

92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93 enters 1 英 ['entə(r)] 美 ['entər] v. 进入 【计算机】送入

94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95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96 ethan 2 ['i:θən] n.伊桑（男子名）

97 event 3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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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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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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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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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fellow 1 ['feləu] n.家伙；朋友；同事；会员 adj.同伴的，同事的；同道的 vt.使…与另一个对等；使…与另一个匹敌 n.(Fellow)人
名；(英)费洛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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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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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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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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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found 5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09 founder 1 ['faundə] vi.失败；沉没；倒塌；变跛 vt.破坏；使摔倒；垮掉 n.创始人；建立者；翻沙工

110 four 2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11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12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13 gift 1 [gift] n.礼物；天赋；赠品 vt.赋予；向…赠送 n.(Gift)人名；(英)吉夫特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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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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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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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ground 1 n.地面；土地；范围；战场;根据 vt.使接触地面；打基础；使搁浅 vi.着陆；搁浅 adj.土地的；地面上的；磨碎的；磨
过的 v.研磨（grind的过去分词）；压迫

118 guilty 1 ['gilti] adj.有罪的；内疚的

119 gun 14 n.枪支；枪状物；持枪歹徒 vi.用枪射击；加大油门快速前进 vt.向…开枪；开大油门 n.(Gun)人名；(瑞典)贡；(英)冈；
(俄、意)古恩

120 guns 3 ['ɡʌnz] 枪炮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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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123 handgun 1 ['hændgʌn] n.手枪

124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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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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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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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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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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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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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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high 4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132 hi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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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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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homeland 1 ['həumlænd] n.祖国；故乡

136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137 horrific 1 [hɔ'rifik] adj.可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

138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39 hunting 1 ['hʌntiŋ] n.打猎；追逐；搜索 adj.打猎的；振荡的 v.狩猎；寻找（hunt的ing形式）；追捕 n.(Hunting)人名；(英)亨廷

140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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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investigated 1 [ɪn'vestɪɡeɪt] v. 调查；研究

143 investigation 1 [in,vesti'geiʃən] n.调查；调查研究

144 involves 1 英 [ɪn'vɒlv] 美 [ɪn'vɑ lːv] vt. 包含；使忙于；牵涉；使卷入；使陷入

145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6 issue 1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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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James 1 [dʒeimz] n.詹姆斯（姓氏，男子名）；《雅各书》

149 jennifer 1 ['dʒenifə] n.詹尼弗（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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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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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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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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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lawmakers 1 n.立法者(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

156 laws 1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157 lawyer 1 ['lɔ:jə] n.律师；法学家 n.(Lawyer)人名；(英)劳耶

158 lead 1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159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160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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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led 2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63 legal 1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164 letter 1 ['letə] n.信；字母，文字；证书；文学，学问；字面意义 vt.写字母于 vi.写印刷体字母 n.(Letter)人名；(英)莱特

165 letters 1 [letəz] n.[语]字母；书信；读者投书栏（letter的复数） v.用字母标明；用印刷体写（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

166 lights 1 [laits] n.灯光（light的复数）；（供食用的）家畜的肺脏 v.点亮（light的三单形式）

167 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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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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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lives 2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70 lock 2 [lɔk] vt.锁，锁上；隐藏 vi.锁；锁住；卡住 n.锁；水闸；刹车 n.(Lock)人名；(英、丹、德、瑞典)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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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looking 2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72 Los 1 [lɔ:s] abbr.视线（LineofSight）；月球轨道航天器（LunarOrbiterSpacecraft） n.(Los)人名；(匈)洛什；(俄、西、瑞典、塞、
英)洛斯

173 maddie 1 n. 玛迪

174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75 mcdonald 2 n. 麦克唐纳（姓氏）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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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meant 1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178 measures 4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179 meeting 1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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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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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Michael 1 ['maikəl] n.迈克尔（男子名）

183 Michigan 2 ['miʃigən] n.美国密歇根州；密歇根

184 million 2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185 moms 1 abbr. =Michigan's Own Mathematical System 密西根数学系统；海军陆战队作战计划和保养支援系统(美国)

186 mo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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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nation 1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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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90 Nevada 1 [ni'vædə; -'vɑ:-] n.内华达（美国州名）

191 not 8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92 note 1 [nəut] n.笔记；音符；票据；注解；纸币；便笺；照会；调子 vt.注意；记录；注解 n.(Note)人名；(英)诺特

193 notice 1 ['nəutis] n.通知，布告；注意；公告 vt.通知；注意到；留心 vi.引起注意

194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195 November 2 [nəu'vembə] n.十一月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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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occurred 1 [ə'kɜːd] adj. 发生的 动词occu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8 of 1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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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officers 1 n.军官，人员（officer复数形式）

201 officials 4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202 often 2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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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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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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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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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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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organization 2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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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others 2 pron.其他人

211 owners 1 ['əʊnəz] 业主

212 owning 1 英 [əʊn] 美 [oʊn] adj. 自己的；特有的 n. 自己的东西 v. 承认；拥有

213 Oxford 10 ['ɔksfəd] n.牛津大学；牛津（英国城市）

214 parents 9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215 permitting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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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pers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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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physical 1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218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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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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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21 politics 1 ['pɔlitiks] n.政治，政治学；政治活动；政纲

222 post 5 [pəust] n.岗位；邮件；标杆 vt.张贴；公布；邮递；布置 vi.快速行进 n.(Post)人名；(英、西、捷、瑞典、荷)波斯特

223 practice 2 ['præktis] n.实践；练习；惯例 vi.练习；实习；实行 vt.练习；实习；实行

224 prepare 1 [pri'pεə] vt.准备；使适合；装备；起草 vi.预备；做好思想准备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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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prevent 3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227 prevented 1 [prɪ'vent] v. 预防；防止，阻止；挡住

228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229 prosecutor 2 ['prɔsikju:tə] n.检察官；公诉人；[法]起诉人；实行者

230 prove 1 [pru:v] vt.证明；检验；显示 vi.证明是

231 quiet 1 adj.安静的；安定的；不动的；温顺的 n.安静；和平 vt.使平息；安慰 vi.平静下来

232 react 1 vi.反应，作出反应；产生（化学）反应；

233 real 1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234 realistic 1 [,riə'listik, ,ri:-] adj.现实的；现实主义的；逼真的；实在论的

235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236 refused 1 [rɪ'fjuːz] v. 拒绝 n. 垃圾；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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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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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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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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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request 1 [ri'kwest] n.请求；需要 vt.要求，请求

242 requires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243 research 1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244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245 riedman 1 n. 里德曼

246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247 sadness 1 ['sædnis] n.悲哀

248 safely 2 ['seifli] adv.安全地 稳定地

249 safety 6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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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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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aved 1 ['seɪvd] adj. 保存了的；获救的 v. 救；节省；保存（动词s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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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55 school 19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56 schools 5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257 securely 1 [si'kjuəli] adv.安全地；牢固地；安心地；有把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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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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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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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send 1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261 sending 1 ['sendɪŋ] 发送； 派遣

262 sense 1 n.感觉，功能；观念；道理；理智 vt.感觉到；检测 n.森斯（人名）

263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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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shand 1 n. 尚德

266 Shannon 1 ['ʃænən] n.香农

267 s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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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sheriff 1 ['ʃerif] n.州长；郡治安官；执行吏 n.(Sheriff)人名；(英、葡)谢里夫；(阿拉伯)谢里夫

269 shooter 11 ['ʃu:tə] n.射手；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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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hooting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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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hould 2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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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75 side 1 [said] n.方面；侧面；旁边 vi.支持；赞助；偏袒 adj.旁的，侧的 vt.同意，支持 n.(Side)人名；(英)赛德

276 sign 1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277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278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79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80 sit 1 [sit] vi.坐；位于 vt.使就座 n.(Si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硕；(罗)西特

281 skillful 1 ['skilful] adj.熟练的；巧妙的

282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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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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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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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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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staff 1 [stɑ:f, stæf] n.职员；参谋；棒；支撑 adj.职员的；行政工作的 vt.供给人员；给…配备职员 vi.雇用工作人员 n.(Staff)人名；
(德、匈)施塔夫；(瑞典、英)斯塔夫

287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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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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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still 1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291 sto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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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stopped 1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293 store 1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294 storing 1 ['stɔ:riŋ] n.储存；保管 v.储存；供应（store的ing形式） adj.存储的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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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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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students 9 [st'juːdnts] 学生

298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299 supports 2 [sə'pɔː ts] n. 支持

300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301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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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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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taught 1 [tɔ:t] v.教授（teach的过去分词）

305 teacher 1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306 television 1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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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telling 3 ['teliŋ] adj.有效的；生动的；显著的 n.命令；叙述；吐露真情 v.告诉；讲述（tell的ing形式）；命令 n.(Telling)人名；(英)
特林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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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tha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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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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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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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them 3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314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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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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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thoughts 1 ['θɔː ts] n. 思维 名词thought的复数形式.

318 throug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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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Thursday 1 ['θə:zdi; -dei] n.星期四

320 to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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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22 track 1 [træk] n.轨道；足迹，踪迹；小道 vt.追踪；通过；循路而行；用纤拉 vi.追踪；走；留下足迹

323 tracks 1 [t'ræks] n. 轨道；跑道；踪迹；小路；乐曲（名词track的复数） v. 追踪；跟踪（动词track的第三人称单数）

324 tragedies 1 ['trædʒədi] n. 悲剧；灾难；惨事

325 tragedy 1 ['trædʒidi] n.悲剧；灾难；惨案

326 traumatize 2 ['trɔ:mətaiz, 'trau-] vt.使……受损伤；使……受精神创伤

327 tries 1 [traɪ] v. 试验；尝试；设法；努力；审判；考验 n. 尝试；试验；（橄榄球）持球触地得分

328 troubling 1 adj.令人不安的;令人烦恼的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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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try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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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332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33 uncommon 1 [,ʌn'kɔmən] adj.不寻常的；罕有的 adv.非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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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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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upset 1 vt.使心烦；颠覆；扰乱 vi.翻倒 adj.心烦的；混乱的；弄翻的 n.混乱；翻倒；颠覆

337 Vermont 1 [və:'mɔnt] n.佛蒙特州（美国州名，略作VT）

338 ve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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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violence 1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340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41 Washington 5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342 Watts 2 [wɔts] n.瓦特（功率单位）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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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ways 3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345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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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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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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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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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51 who 4 pron.谁；什么人

352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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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with 9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54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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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Wounded 1 ['wu:ndid] adj.受伤的 n.受伤者，伤员 v.使受伤（wound的过去分词）

357 written 1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358 wrote 3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59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60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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