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6-11 [As It Is] Group of US Lawmakers Place Blame for
January 6 Capitol Attack on Trump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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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f 2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i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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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nd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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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mp 14 [trʌmp] n.王牌；法宝；喇叭 vt.胜过；打出王牌赢 vi.出王牌；吹喇叭 n.(Trump)人名；(英)特朗普

7 said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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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 O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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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1 were 9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2 pane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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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people 8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4 Capitol 7 ['kæpitəl] n.美国国会大厦；（美国）州议会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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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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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lawmakers 7 n.立法者(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

18 s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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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b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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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lection 6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21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2 president 6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3 t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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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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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January 5 ['dʒænjuəri] n.一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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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w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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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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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ac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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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alle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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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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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polic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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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4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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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who 4 pron.谁；什么人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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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arr 3 abbr.翻转形态（BumpandRunReversal） n.(Barr)人名；(英、法、德、阿拉伯)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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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did 3 [did] v.做（do的过去式）

39 form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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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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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officers 3 n.军官，人员（officer复数形式）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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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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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our 3 ['auə, ɑ:] pron.我们的

45 o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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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republi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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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sho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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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supporters 3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49 t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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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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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vide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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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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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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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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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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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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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blame 2 ['bleim] vt.责备；归咎于 n.责备；责任；过失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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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arnage 2 ['kɑ:nidʒ] n.大屠杀；残杀；大量绝灭

61 chaos 2 n.混沌，混乱 n.(Chaos)人名；(西)查奥斯

62 Cheney 2 ['tʃini] n.切尼（姓氏）

63 close 2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64 compared 2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65 count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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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oup 2 [ku:] n.政变；妙计；出乎意料的行动；砰然的一击 vt.使…颠倒；使…倾斜 vi.推倒；倾斜；溢出 n.(Coup)人名；(法)库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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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daughter 2 ['dɔ:tə] n.女儿；[遗][农学]子代 adj.女儿的；子代的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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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democrat 2 ['deməkræt] n.民主党人；民主主义者；民主政体论者

71 department 2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72 died 2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73 extremist 2 [ik'stri:mist] n.极端主义者，过激分子

74 false 2 [fɔ:ls] adj.错误的；虚伪的；伪造的 adv.欺诈地

75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76 g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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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government 2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78 groups 2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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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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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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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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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ho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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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ivanka 2 伊万卡

84 justice 2 ['dʒʌstis] n.司法，法律制裁；正义；法官，审判员 n.(Justice)人名；(英)贾斯蒂斯，贾斯蒂丝(女名)

85 Kushner 2 n. 库什纳

86 leader 2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87 leaders 2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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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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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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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92 night 2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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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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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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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representative 2 [,repri'zentətiv] adj.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代议制的 n.代表；典型；众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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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sa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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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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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saying 2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101 scam 2 [skæm] n.骗局，诡计；故事 vt.欺诈；诓骗 vi.欺诈；诓骗

102 showed 2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103 shown 2 ['ʃəun] v.解释（show的过去分词）；给予；表露

104 stolen 2 ['stəulən] adj.偷走的 v.偷窃；剽窃（steal的过去分词）

105 sto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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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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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Thursday 2 ['θə:zdi; -dei] n.星期四

108 transition 2 [træn'siʒən, -'ziʃən, trɑ:n-] n.过渡；转变；[分子生物]转换；变调

109 us 2 pron.我们

110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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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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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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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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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work 2 n.工作；[物]功；产品；操作；职业；行为；事业；工厂；著作；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 vt.使工作；操作；经营；使缓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116 accepted 1 [ək'septid] adj.公认的；录取的；可接受的；已承兑的 v.接受（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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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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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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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adding 1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121 advice 1 [əd'vais] n.建议；忠告；劝告；通知

122 advisers 1 [əd'vaɪzəz] 班主任

123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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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aim 1 vt.目的在于；引导；把…对准 vi.打算；对准目标；瞄准 n.目的；目标；对准

125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126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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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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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arrested 1 [ə'restɪd] adj. 逮捕的 动词arr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1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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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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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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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attackers 1 n.攻击者( attacker的名词复数 ); 进攻者; 抨击者; （球类比赛的）攻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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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attempt 1 [ə'tempt] n.企图，试图；攻击 vt.企图，试图；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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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audience 1 [ˈɔː diəns] n.观众；听众；读者；接见；正式会见；拜会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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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bats 1 [bæts] adj.怪异的；疯疯癫癫的；神经不正常的 n.蝙蝠（bat的复数形式） n.(Bats)人名；(法)巴茨

142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43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144 bennie 1 本尼（男子名Benjamin的昵称）

145 biden 1 n. 拜登(姓氏)

146 b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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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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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bothers 1 英 ['bɒðə(r)] 美 ['bɑːðər] v. 烦扰；使恼怒；使不安；费心 n. 麻烦；烦扰；焦急

149 boys 1 n.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

150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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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53 campaign 1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154 Caroline 1 n.（女子名）卡洛琳;卡罗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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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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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choosing 1 v.选择；决定（choose的ing形式）

159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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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committee 1 [kə'miti] n.委员会

162 complain 1 [kəm'plein] vi.投诉；发牢骚；诉说 vt.抱怨；控诉

163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164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165 confirm 1 [kən'fə:m] vt.确认；确定；证实；批准；使巩固

166 confusion 1 [kən'fju:ʒən] n.混淆，混乱；困惑

167 congress 1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168 considering 1 [kən'sidəriŋ] prep.考虑到；就...而论 conj.考虑到 v.考虑到（consider的ing形式）

169 constitutional 1 [,kɔnsti'tju:ʃənəl] adj.宪法的；本质的；体质上的；保健的 n.保健散步；保健运动

170 cover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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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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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coworkers 1 n. 同事；合作人（coworker的复数形式）

172 crisis 1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173 crowd 1 [[kraud] n.群众,一伙;一堆,许多,大众 v.拥挤,挤满,挤进 vt.挤满,将...塞进;催促,催逼 vi.挤,拥挤,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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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dean 1 n.院长；系主任；教务长；主持牧师

176 deceiving 1 [dɪ'siː v] vt. 欺骗 vi. 行骗

177 democracy 1 [di'mɔkrəsi] n.民主，民主主义；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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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denied 1 [dɪ'naɪəd] adj. 被否认的；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0 dick 1 n.阴茎 n.侦探 n.誓言

181 discussion 1 [dis'kʌʃən] n.讨论，议论

182 dishonest 1 [dis'ɔnist] adj.不诚实的；欺诈的

183 disorder 1 [dis'ɔ:də] n.混乱；骚乱 vt.使失调；扰乱

184 dispute 1 [dis'pju:t, 'dis-] vt.辩论；怀疑；阻止；抗拒 vi.争论 n.辩论；争吵

185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186 Edwards 1 ['edwədz] n.爱德华兹（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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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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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190 face 1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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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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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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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floors 1 英 [flɔː (r)] 美 [flɔː r] n. 地面；地板；楼层；底部 vt. 铺地板；击倒；(油门)踩到底

196 following 1 ['fɔləuiŋ] adj.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n.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v.跟随；沿行（follow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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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199 greatest 1 ['greɪtɪst] adj. 最大的 形容词great的最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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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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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203 hit 1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204 hitting 1 [hɪtɪŋ] n. 命中 动词hit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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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hurt 1 [hə:t] vt.使受伤；损害；使疼痛；使痛心 vi.感到疼痛；有坏处；带来痛苦 n.痛苦；危害；痛苦的原因 adj.受伤的；痛苦
的；受损的 n.(Hurt)人名；(德、匈、捷)胡特；(英)赫特

207 husband 1 ['hʌzbənd] vt.节约地使用（或管理） n.丈夫 n.(Husband)人名；(英)赫斯本德

208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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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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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jared 1 ['dʒeirid] n.杰瑞德（男子名）

212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213 justifying 1 ['dʒʌstɪfaɪɪŋ] n. 活字整理；辩护 动词justify的现在分词形式.

214 keepers 1 n.饲养员( keeper的名词复数 ); 保管人; 管理人; 负责人

215 kevin 1 ['kevin] n.凯文（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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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killed 1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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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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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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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lawyers 1 ['lɔː jəz] 律师

223 leading 1 ['li:diŋ] adj.领导的；主要的 n.领导；铅板；行距 v.领导（lead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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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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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liz 1 [liz] n.莉斯（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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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made 1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229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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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McCarthy 1 [mə'ka:θi] n.麦卡锡（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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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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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Minnesota 1 [,mini'səutə] n.明尼苏达州（美国中北部洲）

234 Mississippi 1 [ˌmisi̍ sipi] n.密西西比河（美国河流，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密西西比州（美国州名）

235 mob 1 [mɔb] n.暴民，暴徒；民众；乌合之众 vt.大举包围，围攻；蜂拥进入 vi.聚众生事，聚众滋事

236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237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238 movement 1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239 movie 1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240 networks 1 英 ['netwɜːk] 美 ['netwɜ rːk] n. 网点；网络；网状系统；广播公司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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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non 1 [nɔn] adv.非，不 n.投反对票的人，反对票 n.(Non)人名；(柬)嫩；(俄)诺恩

243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244 oath 1 [əuθ] n.誓言，誓约；诅咒，咒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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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opinion 1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248 opinions 1 n.意见；评价（opinion的复数）；舆论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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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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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part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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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patriotism 1 ['pætriətizəm] n.爱国主义；爱国心，爱国精神

253 peaceful 1 ['pi:sful] adj.和平的，爱好和平的；平静的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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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Phillips 1 ['filips] n.飞利浦（电子产业集团）；菲利普斯（姓氏）

256 poles 1 英 [pəʊl] 美 [poʊl] n. 杆；柱；极点 v. (用杆)支撑 Pole. n. 波兰人

257 power 1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258 preserve 1 vt.保存；保护；维持；腌；禁猎 n.保护区；禁猎地；加工成的食品；（某人或群体的）专门活动

259 presidential 1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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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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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proud 1 [praud] adj.自豪的；得意的；自负的 n.(Proud)人名；(英)普劳德

262 push 1 vt.推动，增加；对…施加压力，逼迫；按；说服 vi.推进；增加；努力争取 n.推，决心；大规模攻势；矢志的追求

263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264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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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267 remember 1 [ri'membə] vt.记得；牢记；纪念；代…问好 vi.记得，记起

268 remind 1 [ri'maind] vt.提醒；使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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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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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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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republicans 1 n.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

273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74 room 1 n.房间；空间；余地；机会；房间里所有的人 vt.为…提供住处；租房，合住；投宿，住宿；留…住宿 vi.居住；住宿 n.
（英）鲁姆（人名）；（俄）罗姆（人名）

275 running 1 ['rʌniŋ] n.运转；赛跑；流出 adj.连续的；流动的；跑着的；运转着的 v.跑；运转（run的ing形式）；行驶 n.(Running)
人名；(英)朗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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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ho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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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slavery 1 n.奴役；奴隶制度；奴隶身份

279 slippery 1 ['slipəri] adj.滑的；狡猾的；不稳定的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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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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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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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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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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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87 steal 1 vt.剽窃；偷偷地做；偷窃 vi.窃取；偷偷地行动；偷垒 n.偷窃；便宜货；偷垒；断球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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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udden 1 ['sʌdən] adj.突然的，意外的；快速的 n.突然发生的事

290 suggestion 1 [səg'dʒestʃən] n.建议；示意；微量，细微的迹象

291 suicide 1 ['sjuisaid] n.自杀；自杀行为；自杀者 adj.自杀的 vt.自杀 vi.自杀

292 summon 1 ['sʌmən] vt.召唤；召集；鼓起；振作

293 summoned 1 ['sʌmən] vt. 召唤；召集；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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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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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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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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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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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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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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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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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05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306 untrue 1 [,ʌn'tru:] adj.不真实的；不合标准的；不忠实的；不正当的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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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09 vice 1 [vais] n.恶习；缺点；[机]老虎钳；卖淫 prep.代替 vt.钳住 adj.副的；代替的 n.(Vice)人名；(塞)维采

310 victory 1 ['viktəri] n.胜利；成功；克服 n.(Victory)人名；(西)维多利；(英)维克托里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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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violent 1 ['vaiələnt] adj.暴力的；猛烈的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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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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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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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war 1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317 watching 1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318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319 whine 1 [hwain] vi.发牢骚；哭诉；嘎嘎响；发呜呜声 vt.哀诉 n.抱怨；牢骚；哀鸣

320 whining 1 [waɪn] n. 闹声；抱怨；牢骚 v. 哭诉；发牢骚

321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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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worse 1 [wə:s, 'wə:s] adj.更坏的；更差的；更恶劣的（bad的比较级）；（病情）更重的（ill的比较级） adv.更糟；更坏；更恶劣
地；更坏地 n.更坏的事；更恶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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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Wyoming 1 [wai'əumiŋ] n.美国怀俄明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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