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6-08 [Education Report] Teachers Debate Carrying Guns to
Protect Students in US Schools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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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cti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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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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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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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7 agree 1 [ə̍ ɡriː ] vt.同意，赞成；承认；约定，商定 vi.vi.同意，意见一致；约定，商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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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llegra 1 是一种抗组胺药(含fexofenadine hydrochloride)

10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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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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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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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5 an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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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es 1 ['ændʒələs] n.安杰利斯（姓氏）；天使城（菲律宾地名）

17 angelica 1 [æn'dʒelikə] n.当归；当归属植物；白芷属的植物 n.(Angelica)人名；(葡)安热莉卡；(西)安赫莉卡；(罗、意、波)安杰莉
卡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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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nswers 2 英 ['ɑːnsə(r)] 美 ['ænsər] v. 回答；答复；接电话 n. 答案；回答；答复

20 appall 1 [ə'pɔ:l] vt.使胆寒；使惊骇

21 appalled 1 [ə'pɔ:ld] adj.惊骇的；丧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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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m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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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rming 2 ['ɑːmɪŋ] n. 武装；装备；战斗准备 动词arm的现在分词形式.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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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ssociation 1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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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tta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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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ttention 2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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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anning 1 ['bæniŋ] n.班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班宁（男子名）；浪子娇娃（电影名）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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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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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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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elong 1 [bi'lɔŋ] vi.属于，应归入；居住；适宜；应被放置

37 best 1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38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39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40 buildings 1 ['bɪldɪŋz] n.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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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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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Buyers 1 n. 买主，买方，买家，采购员（名词buyer的复数形式）；拜尔斯（姓氏）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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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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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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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aputo 1 n. 卡普托

48 care 1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49 Carolina 1 [,kærə'lainə] n.卡罗莱纳州（在美国东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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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arry 4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52 carrying 1 ['kærɪɪŋ] adj. 运送的；运输的 n. 运送；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

53 Carson 2 ['kɑ:sən] n.卡尔森（姓氏，男子名）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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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56 certain 1 ['sə:tən] adj.某一；必然的；确信；无疑的；有把握的 pron.某些；某几个 n.(Certain)人名；(葡)塞尔塔因；(法)塞尔坦

57 children 5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58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59 come 1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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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onceal 1 [kən'si:l] vt.隐藏；隐瞒

62 concealed 1 [kən'siː ld] adj. 隐藏的；隐蔽的 动词concea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3 corner 1 ['kɔ:nə] n.角落，拐角处；地区，偏僻处；困境，窘境 vi.囤积；相交成角 vt.垄断；迫至一隅；使陷入绝境；把…难住 n.
(Corner)人名；(法)科尔内；(英)科纳

64 county 1 ['kaunti] n.郡，县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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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debate 1 [di'beit] vt.辩论，争论，讨论 vi.辩论，争论，讨论 n.辩论；辩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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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definitely 1 ['definitli] adv.清楚地，当然；明确地，肯定地

69 democratic 1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70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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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73 differently 1 ['difərəntli] adv.不同地；差异；各种

74 disgust 1 [dis'gʌst] n.厌恶，嫌恶 vt.使厌恶；使作呕

75 d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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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77 educate 2 ['edju:keit] vt.教育；培养；训练 vi.教育；训练

78 education 1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79 effective 1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80 elementary 1 [,eli'mentəri] adj.基本的；初级的；[化学]元素的

81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82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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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nough 2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84 ensure 2 [in'ʃuə] vt.保证，确保；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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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sl 1 [,i: es 'el] abbr.非母语英语课程（Englishasasecondlanguage）

86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87 faculty 1 ['fækəlti] n.科，系；能力；全体教员

88 failed 1 [feild] adj.已失败的，不成功的 v.失败，不成功（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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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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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feel 2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92 feet 1 ['fi:t, fi:t] n.脚（foot的复数形式）；尺；韵脚

93 firearm 2 ['faiərɑ:m] n.火器；枪炮

94 firearms 1 英 ['faɪ̩ ɑ rːmz] 美 ['faɪə̩ ɑːmz] n. 火器；轻武器 名词firearm的复数形式.

95 firing 1 ['faiəriŋ] n.开火；烧制；解雇；生火 v.开火；烧制；解雇（fire的ing形式）；点燃；激励 n.(Firing)人名；(英)法尔林

96 fir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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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Florida 1 ['flɔridə] n.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州）

98 foolish 1 ['fu:liʃ] adj.愚蠢的；傻的

99 for 1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0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01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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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04 Gallup 1 ['gæləp] n.盖洛普（姓氏）；盖洛普（GeorgeHorace，1901-美国统计学家，盖洛普民意测验的创始人）

105 Garcia 2 ['ga:ʃjə] n.加西亚（姓氏）

106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107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108 goal 3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109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110 Gregory 1 ['gregəri] n.格雷戈里（男子名，古代罗马教皇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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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gu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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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gunman 1 ['gʌnmən] n.枪手；持枪歹徒

114 guns 5 ['ɡʌnz] 枪炮

115 guy 2 [gai] n.男人，家伙 vt.嘲弄，取笑 vi.逃跑 n.(Guy)人名；(西)吉；(法)居伊；(英)盖伊

116 haines 1 n. 海恩斯

117 hand 2 [hænd] n.手，手艺；帮助；指针；插手 vt.传递，交给；支持；搀扶 n.(Hand)人名；(英、瑞典)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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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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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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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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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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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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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hide 1 [haid] vt.隐藏；隐瞒；鞭打 vi.隐藏 n.躲藏；兽皮；躲藏处

126 hiding 1 ['haidiŋ] n.隐匿；躲藏处；殴打 n.(Hiding)人名；(瑞典)希丁

127 hig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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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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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h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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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31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132 idea 3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133 image 1 ['imidʒ] n.影像；想象；肖像；偶像 vt.想象；反映；象征；作…的像 n.(Image)人名；(法)伊马热

134 imagine 1 vt.想象；猜想；臆断 vi.想象；猜想；想象起来

135 i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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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37 increased 2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8 investigations 1 [ɪnvestɪ'ɡeɪʃnz] 调查

139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0 issu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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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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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Jason 1 ['dʒeisən] n.詹森（男子名）

143 jenna 1 n. 詹纳; 詹娜

144 ju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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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kee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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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keeping 1 ['ki:piŋ] n.保管；一致；协调；遵守 v.保持；遵守（keep的ing形式）

147 keith 1 [ki:θ] n.基思（男子名）

148 kids 2 [kɪd] n. 小孩；年轻人；小山羊；小山羊皮制品 vi. (山羊等)下崽；捉弄 vt. 开玩笑；哄骗；嘲弄 adj. 较年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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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151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52 language 1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53 lapierre 1 拉皮埃尔

154 lawmakers 2 n.立法者(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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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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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librarian 2 [lai'brεəriən] n.图书馆员；图书管理员

158 library 1 ['laibrəri] n.图书馆，藏书室；文库

159 line 1 [lain] n.路线，航线；排；绳 vt.排成一行；划线于；以线条标示；使…起皱纹 vi.排队；站成一排 n.(Line)人名；(英)莱恩；
(俄)利涅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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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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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163 make 2 [meik] vt.使得；进行；布置，准备，整理；制造；认为；获得；形成；安排；引起；构成 vi.开始；前进；增大；被制
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164 many 5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65 mass 1 n.块，团；群众，民众；大量，众多；质量 adj.群众的，民众的；大规模的，集中的 vi.聚集起来，聚集 vt.使集合

166 matt 1 [mæt] adj.无光泽的；不光滑的 n.无光表面；衬边 vt.使…无光；把…熔炼为锍（等于matte）

167 Matthew 1 ['mæθju:] n.马太福音（新约第一卷）；马太（耶稣12门徒之一）；马修（姓氏，男子名）

168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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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measures 2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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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mental 1 ['mentəl] 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n.精神病患者

172 Michigan 1 ['miʃigən] n.美国密歇根州；密歇根

173 minds 1 [maɪnd] n. 头脑；精神；心；想法；意见；心思；注意力；有才智的人；记忆；心情；理智；[宗]追思弥撒；上帝 v. 留
心；注意；专心于；介意；照顾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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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most 1 [məust] adv.最；非常，极其；最多；几乎 adj.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n.大部分，大多数 n.(Most)人名；(德、俄、
法、芬、捷、英)莫斯特

176 Mott 2 [mɔt] n.莫特（姓氏）

177 m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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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myself 1 [mai'self] pron.我自己；我亲自；我的正常的健康状况和正常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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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81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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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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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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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offic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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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officers 1 n.军官，人员（officer复数形式）

187 oldest 1 ['əuldist] adj.最老的（old的最高级）；最旧的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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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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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opinion 1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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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193 Orleans 1 [ɔ:'liənz] n.奥尔良（法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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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our 4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6 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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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parkland 1 ['pɑ:k,lænd] n.公用场地；有树丛的开阔草地

198 party 2 n.政党，党派；聚会，派对；当事人[复数parties] vi.参加社交聚会[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

199 pay 1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200 percent 1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201 permitting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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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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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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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preposterous 2 [pri'pɔstərəs] adj.荒谬的；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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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proposed 1 英 [prəʊ'pəʊzd] 美 [prə'poʊzd] adj. 被提议的

208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09 public 2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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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12 remain 1 [ri'mein] vi.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n.遗迹；剩余物，残骸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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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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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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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resource 2 [ri'sɔ:s, -'zɔ:s, 'ri:s-, 'ri:z-] n.资源，财力；办法；智谋

216 rifle 1 ['raifl] n.步枪；来复枪 vt.用步枪射击；抢夺；偷走

217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18 safe 6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219 Saginaw 1 ['sægənɔ:] n.萨吉诺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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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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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school 10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23 schools 7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224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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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security 2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227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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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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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hare 1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231 s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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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hock 1 [ʃɔk] n.休克；震惊；震动；打击；禾束堆 vt.使休克；使震惊；使震动；使受电击；把…堆成禾束堆 vi.感到震惊；受到
震动；堆成禾束堆 adj.浓密的；蓬乱的 n.(Shock)人名；(英)肖克

233 shooter 1 ['ʃu:tə] n.射手；枪炮

234 shoot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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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uld 3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37 sight 1 [sait] n.视力；景象；眼界；见解 vt.看见；瞄准 vi.瞄准；观看 adj.见票即付的；即席的

238 signed 1 [saind] adj.有符号的；已签字的；有正负之分的 v.署名；写下；预示；示意（sign的过去分词）

239 silly 1 adj.愚蠢的；不明事理的；没头脑的 n.傻瓜 n.(Silly)人名；(匈)希伊；(法)西利

240 s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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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someone 3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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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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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peak 2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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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stachel 1 n. 施塔赫尔

247 stopping 1 ['stɔpiŋ] n.停止；制止；填塞物 v.停止；妨碍（stop的ing形式）

248 stops 1 英 [stɒp] 美 [stɑːp] v. 停止；阻止；停留 n. 停止；逗留；车站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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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students 3 [st'juːdnts] 学生

251 study 1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252 sup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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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supported 1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54 sure 2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255 teacher 3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256 teachers 12 ['titʃə:s] n.教师（teacher的复数形式）

257 teaches 1 ['tiː tʃɪz] v. 教；教导；教授；教训（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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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teenaged 1 ['ti:neidʒd] adj.十几岁的；青少年的

259 texas 1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260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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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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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the 2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63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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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65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66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67 think 2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68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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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thou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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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271 to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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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ols 1 [tu lː]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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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76 unclear 1 英 [ˌʌn'klɪə(r)] 美 [ˌʌn'klɪr] adj. 不清楚的；含混的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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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us 6 pron.我们

279 Uvalde 1 n. 尤瓦尔迪(在美国；西经 99º49' 北纬 29º1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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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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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VOA 3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283 volunteer 1 [,vɔlən'tiə] n.志愿者；志愿兵 adj.志愿的 vi.自愿 vt.自愿

284 wa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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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86 Wayne 1 ['wein] n.韦恩（男子名）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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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weapons 1 n.武器（weapon的复数）；武装切换；斗争工具 v.武装（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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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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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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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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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whitesell 1 n. 怀特塞尔

294 who 3 pron.谁；什么人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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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winder 1 ['waində] n.卷绕者；会缠绕的植物；螺旋形阶梯；卷线机；上发条的钥匙 n.(Winder)人名；(英、德)温德尔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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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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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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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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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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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304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05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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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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