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6-11 [As It Is] Woman Pardoned More than 300 Years After
Witchcraft Trial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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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was 1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5 an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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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son 10 ['dʒɔnsən] n.约翰逊（姓氏）

7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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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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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 witchcraft 8 ['witʃkrɑ:ft, -kræft] n.巫术；魔法

11 he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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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Massachusetts 7 [,mæsə'tʃu:sits] n.马萨诸塞州（美国）

13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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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people 7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5 were 6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6 who 6 pron.谁；什么人

17 accused 5 [ə'kju:zd] n.被告 adj.被控告的 v.指责；控告（accuse的过去式）

18 Elizabeth 5 [i'lizəbəθ] n.伊丽莎白（女子名）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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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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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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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cleared 4 [klɪəd] adj. 清除的 动词cl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3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4 never 4 ['nevə] adv.从未；决不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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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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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s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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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sta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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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sto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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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students 4 [st'juːdnts] 学生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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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witch 4 [witʃ] n.巫婆，女巫 vt.迷惑；施巫术

33 years 4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4 added 3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35 after 3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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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fea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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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guilty 3 ['gilti] adj.有罪的；内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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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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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name 3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42 officially 3 [ə'fiʃəli] adv.正式地；官方地；作为公务员

43 others 3 pron.其他人

44 pardoned 3 英 ['pɑːdn] 美 ['pɑ rːdn] n. 原谅，宽恕，饶恕；赦免，赦免状 vt. 原谅；宽恕，饶恕；赦免，免于治罪

45 record 3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46 Salem 3 ['seiləm] n.塞伦；礼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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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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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trial 3 ['traiəl] n.试验；审讯；努力；磨炼 adj.试验的；审讯的 n.(Trial)人名；(法)特里亚尔

50 trials 3 n.审判( trial的名词复数 ); （对能力、质量、性能等的）试验; 测试; 比赛

51 voice 3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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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which 3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54 woman 3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55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56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57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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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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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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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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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lear 2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除；
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62 colony 2 n.殖民地；移民队；种群；动物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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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ecuted 2 ['eksɪkju tː] vt. 执行；实行；处决；完成

65 experience 2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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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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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70 importance 2 [im'pɔ:təns] n.价值；重要；重大；傲慢

71 included 2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2 jealousy 2 ['dʒeləsi] n.嫉妒；猜忌；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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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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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lawmakers 2 n.立法者(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

76 legislation 2 [,ledʒis'leiʃən] n.立法；法律

77 legislative 2 ['ledʒislətiv] adj.立法的；有立法权的 n.立法权；立法机构

78 lo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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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matteo 2 n. 马泰奥

80 middle 2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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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often 2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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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resonate 2 ['rezəneit] vt.共鸣；共振 vi.共鸣；共振

84 school 2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85 senator 2 ['senətə] n.参议员；（古罗马的）元老院议员；评议员，理事 n.(Senator)人名；(瑞典、斯威)塞纳托尔

86 sentenced 2 ['sentəns] n. 句子；判决 vt. 宣判；判决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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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strong 2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89 superstition 2 [,sju:pə'stiʃən] n.迷信

90 teacher 2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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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today 2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93 took 2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94 unlike 2 [,ʌn'laik] adj.不同的，不相似的 prep.和…不同，不像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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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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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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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William 2 ['wiljəm] n.威廉（男子名）；钞票，纸币

100 witches 2 [wɪtʃ] n. 女巫；巫婆 vt. 施巫术 vi. 用神杖发现地下水源或矿物

101 wrongly 2 ['rɔŋli] adv.错误地；不恰当地；不公正地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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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accusations 1 n.指责( accusation的名词复数 ); 指控; 控告; （被告发、控告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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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agreed 1 [ə'gri:d] adj.同意的；通过协议的 v.同意；赞成（agree的过去式）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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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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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Andover 1 ['æn,dəuvə] n.安德沃（美国一控制公司名）；安多弗（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地名）

109 approved 1 [ə'pru:vd] adj.被认可的；经过检验的 v.核准；认可（approve的过去式）

110 attempts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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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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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bay 1 [bei] n.海湾；狗吠声 vt.向…吠叫 vi.吠叫；大声叫嚷 n.(Bay)人名；(越)七；(英、老)贝；(德、意、罗、捷、土、丹)巴伊；
(匈)鲍伊；(瑞典)巴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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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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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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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belief 1 [bi'li:f] n.相信，信赖；信仰；教义

119 belongs 1 英 [bɪ'lɒŋ] 美 [bɪ'lɔː ŋ] vi. 应归入；属于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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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Boston 1 ['bɔstən] n.波士顿（美国城市）

122 bring 1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123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124 budget 1 ['bʌdʒit] n.预算，预算费 vt.安排，预定；把…编入预算 vi.编预算，做预算 adj.廉价的

125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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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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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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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28 carrie 1 ['kæri:] n.卡丽（女名，Caroline的昵称）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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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caught 1 [kɔ:t] v.捕捉（catch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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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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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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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challenge 1 n.挑战；怀疑 vt.向…挑战；对…质疑

135 challenged 1 ['tʃælindʒid] adj.受到挑战的

136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137 children 1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138 choice 1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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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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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142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143 convict 1 [kən'vikt] vt.证明…有罪；宣告…有罪 n.罪犯

144 convicted 1 [kən'vɪktɪd] adj. 已被判刑的；被宣布有罪的 动词conv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45 correct 1 [kə'rekt] vt.改正；告诫 vi.调整；纠正错误 adj.正确的；恰当的；端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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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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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crushed 1 [krʌʃt] adj. 压碎的；碾碎的；起皱的 动词cr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9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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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define 1 [di'fain] vt.定义；使明确；规定 n.(Define)人名；(英)德法恩；(葡)德菲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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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Diana 1 [dai'ænə] n.黛安娜（女子名，罗马神话中之处女性守护神）；月

153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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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156 dismissed 1 [dɪs'mɪst] adj. 解散的；摒弃的；解雇的 动词dismi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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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dread 1 [dred] n.恐惧；可怕的人（或物） vi.惧怕；担心 vt.惧怕；担心 adj.可怕的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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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ighth 1 [eitθ, eiθ] adj.第八的；八分之一的 num.第八；八分之一

161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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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vil 1 ['i:vəl] adj.邪恶的；不幸的；有害的；讨厌的 n.罪恶，邪恶；不幸

164 express 1 [ik'spres] vt.表达；快递 adj.明确的；迅速的；专门的 n.快车，快递，专使；捷运公司

165 famous 1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166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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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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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governor 1 ['gʌvənə] n.主管人员；统治者，管理者；[自]调节器；地方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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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grade 1 [greid] n.年级；等级；成绩；级别；阶段 vt.评分；把…分等级 vi.分等级；逐渐变化 n.(Grade)人名；(英)格雷德；(法、
德、西、葡、塞、瑞典)格拉德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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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greatly 1 ['greitli] adv.很，大大地；非常

173 h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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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hang 1 ['hæŋ] vt.悬挂，垂下；装饰；绞死；使悬而未决 vi.悬着，垂下；被绞死；悬而不决 n.悬挂；暂停，中止 n.(Hang)人名；
(罗)汉格；(东南亚国家华语)康；(老)汉；(柬)韩(用于名字第一节)，杭

175 hanged 1 [hæŋd] v.绞死；上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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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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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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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helping 1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181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82 historians 1 [hɪs'tɔː riənz] 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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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horror 1 ['hɔrə] n.惊骇；惨状；极端厌恶；令人恐怖的事物

185 horrors 1 ['hɔrə] n.惊骇；惨状；极端厌恶；令人恐怖的事物

186 Hunts 1 [hʌnts] n.狩猎，追捕（hunt的复数形式） v.狩猎，搜索（hunt的三单形式）

187 incid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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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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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injustice 1 [in'dʒʌstis] n.不公正；不讲道义

190 introduced 1 [ɪntrəd'juːst] v. 介绍，引进（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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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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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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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Joan 1 [dʒəun] n.琼（女子名）

195 justi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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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kole 1 n. 科尔

197 lapierre 1 拉皮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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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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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li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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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202 lovely 1 adj.可爱的；令人愉快的；爱恋的；秀丽的，优美的 n.美女；可爱的东西

203 luck 1 [lʌk] n.运气；幸运；带来好运的东西 vi.靠运气，走运；凑巧碰上 n.(Luck)人名；(德、瑞典)卢克；(英)勒克；(法)吕克

204 man 1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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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meaning 1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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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might 1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209 modern 1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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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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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neighboring 1 ['neibəriŋ] adj.邻近的；附近的（等于neighbouring） v.与…为邻；位于附近（neighbor的ing形式）

213 nineteen 1 [,nain'ti:n] num.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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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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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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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opinion 1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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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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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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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overlooked 1 英 [ˌəʊvə'lʊk] 美 [ˌoʊvər'lʊk] v. 俯瞰；远眺；没注意到；忽视 n. 忽视；远眺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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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passages 1 ['pæsɪdʒ] n. 通过；通道；走廊；(文章等的)段落；(时间的)消逝

224 passing 1 ['pɑ:siŋ, 'pæs-] adj.经过的；目前的；及格的；短暂的 n.经过；及格；流逝；去世 adv.非常 v.通过；及格；许可；传送
（pass的ing形式） n.(Passing)人名；(德)帕辛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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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phips 1 n. 菲普斯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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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Powers 1 n.能天使；力天使

229 praised 1 [preɪz] vt. 赞美；称赞 n. 赞美；称赞；崇拜 vi. 赞美

230 punishment 1 ['pʌniʃmənt] n.惩罚；严厉对待，虐待

231 p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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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question 1 ['kwestʃən] n.问题，疑问；询问；疑问句 vt.询问；怀疑；审问 vi.询问；怀疑；审问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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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reasons 1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235 reconsider 1 [,ri:kən'sidə] vt.重新考虑；重新审议 vi.重新考虑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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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researched 1 英 [rɪ'sɜ tːʃ] 美 [rɪ'sɜ rːtʃ] n. 研究；调查 v. 研究；调查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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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40 rocks 1 n.[岩]岩石，岩礁；岩石礁石（rock复数形式） v.轻轻摇摆；发抖；演唱摇滚乐（rock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Rocks)
人名；(英、德)罗克斯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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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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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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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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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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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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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spirits 1 ['spɪrɪts] n. 精力；情绪；烈酒 名词spiri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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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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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steps 1 n.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台阶，步骤（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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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stories 1 [s'tɔː rɪz] n. 故事，传说（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 v. 讲…的故事；说假话（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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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straight 1 adj.直的；连续的；笔直的；正直的；整齐的；异性恋的 adv.直接地；不断地；立即；坦率地 n.直；直线；直男，直
女，异性恋者 n.(Straight)人名；(英)斯特雷特

255 strangers 1 [st'reɪndʒəz] n. 陌生人；外地人；新手（stranger的复数形式）

256 struggle 1 ['strʌgl] vi.奋斗，努力；挣扎 n.努力，奋斗；竞争 vt.使劲移动；尽力使得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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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supernatural 1 [,sju:pə'nætʃərəl] adj.超自然的；神奇的，不可思议的 n.超自然现象；不可思议的事

259 suspects 1 [sə'spekt] v. 怀疑；猜想 n. 嫌疑犯 adj. 可疑的；不可信的

260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261 teach 1 [ti:tʃ] vt.教；教授；教导 vi.教授；讲授；当老师 n.(Teach)人名；(英)蒂奇

262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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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65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66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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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threw 1 [θru:] v.抛（throw的过去式）；丢弃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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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71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72 towns 1 n. 汤斯

273 traditionally 1 [trə'diʃənəli] adv.传统上；习惯上；传说上

274 twenty 1 ['twenti] n.二十；二十年代 num.二十 adj.二十的

275 unknown 1 ['ʌn'nəun] adj.未知的；陌生的，默默无闻的 n.未知数；未知的事物，默默无闻的人

276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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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victims 1 ['vɪktɪmz] n. 受害者 名词victim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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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wanting 1 ['wɔntiŋ, 'wɔ:n-] adj.欠缺的；不足的；不够格的 prep.无；缺 v.需要（want的现在分词）；欠缺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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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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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284 while 1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285 wish 1 [wiʃ] n.希望；祝福；心愿 vt.祝愿；渴望；向…致问候语 vi.愿望；需要 n.(Wish)人名；(英)威什

286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87 without 1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288 women 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289 word 1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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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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