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6-09 [As It Is] Survivors of Gun Attacks Speak to US
Congres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2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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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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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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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th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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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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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lawmakers 8 n.立法者(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

9 mas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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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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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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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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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shooting 7 ['ʃu:tiŋ] n.射击；打猎；摄影；射门 v.射击（shoot的ing形式）

14 guns 6 ['ɡʌnz] 枪炮

15 h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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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legislation 6 [,ledʒis'leiʃən] n.立法；法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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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miah 5 米亚赫

19 on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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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school 5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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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23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4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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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6 house 4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名；(英)豪斯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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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shooting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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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told 4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0 violence 4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31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2 would 4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3 year 4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4 attac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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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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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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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uffalo 3 n.[畜牧][脊椎]水牛；[脊椎]野牛（产于北美）；水陆两用坦克 n.(Buffalo)人名；(英)布法罗 vt.威胁;欺骗;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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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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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dead 3 [ded] adj.无生命的；呆板的；废弃了的 adv.完全地 n.死者

40 described 3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1 died 3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42 elementary 3 [,eli'mentəri] adj.基本的；初级的；[化学]元素的

43 fi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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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is 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45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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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old 3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47 parents 3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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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senate 3 ['senit] n.参议院，上院；（古罗马的）元老院

50 Stat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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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such 3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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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testified 3 ['testɪfaɪ] v. 作证；证明；声明

54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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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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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united 3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57 Uvalde 3 n. 尤瓦尔迪(在美国；西经 99º49' 北纬 29º14')

58 who 3 pron.谁；什么人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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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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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action 2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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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age 2 [eidʒ] n.年龄；时代；寿命，使用年限；阶段 vi.成熟；变老 vt.使成熟；使变老，使上年纪 n.(Age)人名；(瑞典)阿格；(日)
扬(姓)；(西、荷)阿赫

64 americans 2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65 ano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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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Ashley 2 n.艾希莉（人名）

67 assault 2 [ə'sɔ:lt] n.攻击；袭击 vt.攻击；袭击 vi.袭击；动武

68 bill 2 [bil] n.[法]法案；广告；账单；[金融]票据；钞票；清单 vt.宣布；开账单；用海报宣传

69 blood 2 [blʌd] n.血，血液；血统 vt.从…抽血；使先取得经验 n.(Blood)人名；(英、西)布拉德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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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cerrillo 2 塞里略

72 congress 2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73 covered 2 ['kʌvəd] adj.覆盖了的；隐蔽着的；有屋顶的 v.覆盖；包括；掩护（cover的过去分词）

74 Everhart 2 n. 埃弗哈特

75 friends 2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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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gunman 2 ['gʌnmən] n.枪手；持枪歹徒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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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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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hearing 2 ['hiəriŋ] n.听力；审讯，听讯 v.听见（hear的ing形式） n.(Hearing)人名；(英)希尔林

81 interview 2 ['intəvju:] n.接见，采访；面试，面谈 vt.采访；接见；对…进行面谈；对某人进行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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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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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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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known 2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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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led 2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87 lexi 2 n. 莱克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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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month 2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90 negotiations 2 [nɪɡəʊʃ'ɪeɪʃnz] n. 协商；谈判；磋商 名词negotiation的复数形式.

91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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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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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pass 2 [pɑ:s, pæs] n.及格；经过；护照；途径；传球 vi.经过；传递；变化；终止 vt.通过；经过；传递 n.(Pass)人名；(英、法、
德、俄)帕斯

95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96 p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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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questions 2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98 ranging 2 ['reɪndʒɪŋ] vbl. 排列；归类于；动词range的现在分词形式

99 recent 2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00 representatives 2 [reprɪ'zentətɪvz] n. 众议院议员；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

101 republi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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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republicans 2 n.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

103 rifle 2 ['raifl] n.步枪；来复枪 vt.用步枪射击；抢夺；偷走

104 robb 2 n. 罗布

105 rubio 2 n. 鲁维奥(在玻利维亚；西经 62º22' 南纬 13º57')

106 safety 2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107 semiautomatic 2 ['semi,ɔ:tə'mætik, 'semai-] adj.[自]半自动的

108 sho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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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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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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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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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students 2 [st'juːdnts] 学生

113 survivor 2 [sə'vaivə] n.幸存者；生还者；残存物

114 texas 2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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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17 Thompson 2 ['tɔmpsn] n.汤普森（姓）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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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20 Weeks 2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121 wide 2 [waid] adj.广泛的；宽的，广阔的；张大的；远离目标的 adv.广泛地；广阔地；充分地 n.大千世界 n.(Wide)人名；(瑞典、
芬)维德

122 Wounded 2 ['wu:ndid] adj.受伤的 n.受伤者，伤员 v.使受伤（wound的过去分词）

123 you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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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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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葡)扬

124 Zaire 2 [zɑ:'ir; zaiə] n.扎伊尔（非洲中西部一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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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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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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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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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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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agreement 1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133 aims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34 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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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amendment 1 [ə'mendmənt] n.修正案；改善；改正

136 answer 1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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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ar 1 [a:] abbr.应收款（AccountReceivable）；验收条件（AcceptanceRequirement）；陆军条例（ArmyRegulation） n.(Ar)人名；
(土)阿尔

139 archive 1 ['ɑ:kaiv] n.档案馆；档案文件 vt.把…存档

140 arms 1 [a:mz] n.臂（arm的复数）；[军]武器；纹章 v.武装；配备（arm的三单形式） n.(Arms)人名；(英)阿姆斯

141 asks 1 英 [ɑːsk] 美 [æsk] v. 询问；请求；邀请；要求；开价；期待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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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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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awards 1 英 [ə'wɔː d] 美 [ə'wɔː rd] n. 奖品；奖 v. 授予；给予；判给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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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barred 1 [bɑ:d] adj.被禁止的；有条纹的 v.（用栅栏）阻挡（bar的过去式）

147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148 bear 1 vt.结果实，开花（正式） vt.忍受；承受；具有；支撑 n.熊 n.(Bear)人名；(英)贝尔

149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150 bl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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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151 bullet 1 ['bulit] n.子弹；只选某党全部候选人的投票；豆子 vi.射出；迅速行进 n.(Bullet)人名；(法)比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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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buy 1 [bai] vt.购买；获得；贿赂 vi.买，采购 n.购买，买卖；所购的物品 n.(Buy)人名；(法)比伊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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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ceremony 1 ['seriməuni] n.典礼，仪式；礼节，礼仪；客套，虚礼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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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chosen 1 ['tʃəuzən] vt.选择（choose的过去分词） adj.挑选出来的，精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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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chuck 1 n.[机]卡盘；抚弄；赶走；恰克（人名） vt.丢弃，抛掷；驱逐；轻拍

160 classroom 1 ['klɑ:srum] n.教室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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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committee 1 [kə'miti] n.委员会

163 congressional 1 [kən'greʃənəl] adj.国会的；会议的；议会的

164 constitution 1 n.宪法；体制；章程；构造；建立，组成；体格

165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166 cornyn 1 n. 科宁

167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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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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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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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71 crime 1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172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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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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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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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deaths 1 ['deθs] 死亡人口

177 debated 1 [dɪ'beɪt] n. 辩论；讨论 vt. 争论；思考 vi. 辩论

178 democrat 1 ['deməkræt] n.民主党人；民主主义者；民主政体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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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democrats 1 ['deməkræts] n.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

181 describing 1 [dɪsk'raɪbɪŋ] n. 描述物品 动词describe的现在分词.

182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83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84 discussing 1 [dɪ'skʌs] v. 讨论；论述；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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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duty 1 ['dju:ti, 'du:-] n.责任；[税收]关税；职务 n.(Duty)人名；(英)迪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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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89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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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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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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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pressed 1 [ɪk'spres] n. 快车；快递；专使 adj. 明确的；急速的；直接的 adv. 用快递 vt. 表达；表示；挤压出；快递

194 fears 1 英 [fɪə(r)] 美 [fɪr] n. 担心；害怕；恐惧；【中药学】相畏 v. 害怕；担心；恐惧

195 felix 1 ['fi:liks] n.菲力克斯（男子名）；费力克斯制导炸弹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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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finding 1 ['faindiŋ] n.发现；裁决；发现物 v.找到；感到（find的ing形式）；遇到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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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200 full 1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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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girl 1 n.女孩；姑娘，未婚女子；女职员，女演员；（男人的）女朋友 n.（捷）吉尔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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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goodnight 1 [ˌɡʊd'naɪt] int. 晚安；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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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hands 1 n.[解剖]手（hand的复数） v.给，传递（hand的单三形式） n.(Hands)人名；(英)汉兹

207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208 hate 1 [heit] vt.憎恨；厌恶；遗憾 vi.仇恨 n.憎恨；反感 n.(Hate)人名；(法)阿特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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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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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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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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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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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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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216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217 ideas 1 观念

218 improving 1 [ɪm'pruːvɪŋ] n. 改良；改进 动词impr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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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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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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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john 1 [dʒɔn] n.厕所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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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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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kimberly 1 n. 金伯利; 金伯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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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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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leader 1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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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leaving 1 ['li:viŋ] n.离开；残余；渣滓 v.离开；留下；舍弃（leave的ing形式）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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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legally 1 ['li:gəli] adv.合法地；法律上

234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235 limited 1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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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majority 1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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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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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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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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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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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minimum 1 ['miniməm] n.最小值；最低限度；最小化；最小量 adj.最小的；最低的

244 morning 1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245 mo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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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much 1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247 murphy 1 ['mə:fi] n.马铃薯，土豆 n.(Murphy)人名；(英、葡、瑞典)墨菲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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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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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narrower 1 英 ['nærəʊ] 美 ['næroʊ] adj. 有限的；狭窄的；精密的；度量小的 n. 海峡；隘路；狭窄部份 v. 变窄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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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nineteen 1 [,nain'ti:n] num.十九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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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objected 1 英 ['ɒbdʒɪkt] 美 ['ɑːbdʒekt] n. 物体；目标；对象；宾语 v. 反对；提出 ... 作为反对的理由

255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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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opened 1 v.打开，开启（open过去分词形式） adj.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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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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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oversight 1 ['əuvəsait] n.监督，照管；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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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panel 1 ['pænl] n.仪表板；嵌板；座谈小组，全体陪审员 vt.嵌镶板 n.(Panel)人名；(英、法)帕内尔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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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phone 1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264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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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pleaded 1 v.辩护（plead的过去式）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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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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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proposals 1 [prə'pəʊzlz] 建议

269 protected 1 [prə'tektid] adj.受保护的 v.保护；防卫（protect的过去分词）

270 protects 1 [prə'tekt] v. 保护；投保

271 pulled 1 ['pʊld] adj. 牵引的 v. 拉；拖；牵；拔（动词pu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72 purchased 1 ['pɜ tːʃəst] adj. 购买的 动词purch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3 pushing 1 ['puʃiŋ] adj.奋斗的；莽撞的；有精力的；富有进取心的 n.推挤；推人犯规（篮球术语） v.推；促进；逼迫（push的ing
形式）

274 quick 1 [kwik] n.核心；伤口的嫩肉 adj.快的；迅速的，敏捷的；灵敏的 adv.迅速地，快 n.(Quick)人名；(英、德、瑞典、芬)奎
克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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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raise 1 [reiz] vt.提高；筹集；养育；升起 vi.上升 n.高地；上升；加薪 n.(Raise)人名；(英)雷兹

277 rather 1 ['rɑ:ðə, 'ræ-] adv.宁可，宁愿；相当 int.当然啦（回答问题时用） n.(Rather)人名；(英)拉瑟

278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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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records 1 [rɪ'kɔː ds] n.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

281 reform 1 [ri'fɔ:m] n.改革，改良；改正 vt.改革，革新；重新组成 vi.重组；改过 adj.改革的；改革教会的

282 renewed 1 [ri'nju:d] adj.更新的；复兴的；重建的 v.更新；恢复（renew的过去分词）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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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representative 1 [,repri'zentətiv] adj.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代议制的 n.代表；典型；众议员

285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86 rifles 1 ['raɪfl] n. 步枪 v. 洗劫；抢劫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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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rules 1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89 sales 1 [seilz] adj.销售的，售货的；有关销售的 n.销售（sale的复数）；销售额 n.(Sales)人名；(意、西、葡)萨莱斯；(法)萨勒；
(英)塞尔斯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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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92 Schumer 1 n. 舒默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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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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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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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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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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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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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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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speak 1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302 stayed 1 [steɪ] v. 停留；逗留；保持 n. 停留；逗留

303 step 1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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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strengthen 1 ['streŋθən, 'streŋkθən] vt.加强；巩固 vi.变强；变坚挺

306 strengthening 1 ['streŋθənɪŋ] n. 加固 动词strength的现在分词.

307 strongly 1 ['strɔŋli, 'strɔ:ŋ-] adv.强有力地；坚强地；激烈地；气味浓地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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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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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311 talks 1 ['tɔː ks] 会谈

312 teachers 1 ['titʃə:s] n.教师（teacher的复数形式）

313 testify 1 ['testifai] vt.证明，证实；作证 vi.作证；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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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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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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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319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20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21 tried 1 adj.可靠的；试验过的 v.尝试，审问，审理，审讯，审判（try的过去分词）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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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trigger 1 ['trigə] vt.引发，引起；触发 vi.松开扳柄 n.扳机；[电子]触发器；制滑机 n.(Trigger)人名；(英)特里杰

324 untraceable 1 英 ['ʌn'treɪsəbl] 美 [ʌn'treɪsəbəl] adj. 难追踪的(难以发现的；难以描绘的)

325 us 1 pron.我们

326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27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28 vide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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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vote 1 [vəut] n.投票，选举；选票；得票数 vt.提议，使投票；投票决定；公认 vi.选举，投票 n.(Vote)人名；(英、法)沃特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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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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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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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willing 1 ['wiliŋ] adj.乐意的；自愿的；心甘情愿的 v.决心；用意志力驱使；将（财产等）遗赠某人（will的现在分词） n.(Willing)
人名；(德、芬、瑞典)维林；(英)威林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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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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