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01 [As It Is] South Korea Investigates Crowd Surge, India
Looks into Bridge Collaps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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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people 19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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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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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said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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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dge 11 [bridʒ] n.桥；桥牌；桥接器；船桥 vt.架桥；渡过 n.(Bridge)人名；(英)布里奇

9 i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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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for 10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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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polic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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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4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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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crow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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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ha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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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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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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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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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collapse 5 vi.倒塌；瓦解；暴跌 vt.使倒塌，使崩溃；使萎陷；折叠 n.倒塌；失败；衰竭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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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itaewon 5 梨泰院(韩国)

23 officers 5 n.军官，人员（officer复数形式）

24 surge 5 n.汹涌；大浪，波涛；汹涌澎湃；巨涌 v.汹涌；起大浪，蜂拥而来

25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6 whe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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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rea 4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8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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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government 4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30 India 4 ['indiə] n.印度（南亚国家）

31 int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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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many 4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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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35 reopened 4 英 [ˌriː 'əʊpən] 美 [ˌriː 'oʊpən] v. 重开；再开

36 sout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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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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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witnesses 4 ['wɪtnəs] n. 目击者；证人 vt. 目击；经历；见证；出席；观察 vi. 证明；为(宗教信仰)做见证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39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40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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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ollapsed 3 [kə'læpzd] adj. 倒塌的

42 crowded 3 ['kraudid] adj.拥挤的；塞满的 v.拥挤（crowd的过去分词）

43 culpable 3 ['kʌlpəbl] adj.有罪的；该责备的；不周到的；应受处罚的

44 gujarat 3 [,gu:dʒe'rɑ:t] n.古吉拉特邦（印度西部的邦）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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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hundreds 3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47 Indian 3 ['indiən] adj.印度的；印第安人的；印第安语的 n.印度人；印第安人；印第安语

48 is 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49 its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50 killed 3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51 large 3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52 Monday 3 ['mʌndi] n.星期一

53 Seoul 3 [səul; 'sjə:ul] n.汉城，首尔（韩国首都）

54 sta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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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survivors 3 [sə'vaɪvəz] 幸存者（survivor的复数）

56 told 3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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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arrested 2 [ə'restɪd] adj. 逮捕的 动词arr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9 began 2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60 cables 2 ['keɪbl] n. 电缆；缆；索；电报 v. 发电报；(通过电缆)交流；(用缆绳)固定

61 caused 2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62 certificate 2 [sə'tifikeit] vt.发给证明书；以证书形式授权给…；用证书批准 n.证书；执照，文凭

63 chaos 2 n.混沌，混乱 n.(Chaos)人名；(西)查奥斯

64 company 2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65 confirmed 2 [kən'fə:md] adj.确认的；保兑的；坚定的；惯常的 v.确证；使坚定（confirm的过去分词）；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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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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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dead 2 [ded] adj.无生命的；呆板的；废弃了的 adv.完全地 n.死者

69 disaster 2 [,di'zɑ:stə] n.灾难，灾祸；不幸

70 disasters 2 [dɪ'zɑːstəz] 灾害

71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72 event 2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73 exactly 2 [ig'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正确地

74 expected 2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75 festival 2 ['festəvəl] n.节日；庆祝，纪念活动；欢乐 adj.节日的，喜庆的；快乐的

76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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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gather 2 ['gæðə] vt.收集；收割；使…聚集；使…皱起 vi.聚集；化脓；皱起 n.聚集；衣褶；收获量 n.(Gather)人名；(德)加特

78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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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homicide 2 n.过失杀人；杀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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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investigate 2 [in'vestigeit] v.调查；研究

83 Korea 2 [kə'riə] n.韩国；朝鲜

84 Korean 2 [kə'riən] adj.韩国人的；韩国语的；朝鲜人的；朝鲜语的 n.韩国人；韩国语；朝鲜人；朝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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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m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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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marvel 2 n.奇迹 vt.对…感到惊异 vi.感到惊讶 n.(Marvel)人名；(英)马弗尔；漫威漫画

87 media 2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88 minister 2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89 months 2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90 morbi 2 ['mɔː bɪ] n. 疾 病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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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narrow 2 ['nærəu] adj.狭窄的，有限的；勉强的；精密的；度量小的 n.海峡；狭窄部分，隘路 vt.使变狭窄 vi.变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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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95 October 2 [ɔk'təubə] n.[天]十月

96 official 2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97 officials 2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98 others 2 pron.其他人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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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reporters 2 媒体记者

101 river 2 ['rivə] n.河，江 n.(River)人名；(英)里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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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Saturday 2 ['sætədi; -dei] n.星期六

104 searching 2 ['sə:tʃiŋ] adj.搜索的；透彻的 n.搜索 v.搜索（search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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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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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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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speci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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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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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team 2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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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tri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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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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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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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videos 2 英 ['vɪdiəʊ] 美 ['vɪdioʊ] n. 录像；视频 v. 录制电视节目 adj. 视频的；录像的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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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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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won 2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0 yadav 2 亚达夫

121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22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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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accident 1 ['æksidənt] n.事故；意外；[法]意外事件；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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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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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admitted 1 [əd'mitid] adj.公认的；被承认了的 v.承认（admi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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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alley 1 ['æli] n.小巷；小路；小径 n.(Alley)人名；(英)阿利

129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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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answers 1 英 ['ɑːnsə(r)] 美 ['ænsər] v. 回答；答复；接电话 n. 答案；回答；答复

131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132 apparent 1 [ə'pærənt] adj.显然的；表面上的

133 ashok 1 阿肖克

134 Asia 1 ['eiʃə] n.亚洲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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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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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authorities 1 [ɔː 'θɒrɪtɪs] n. 当局；官方 名词authority的复数形式.

138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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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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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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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145 blame 1 ['bleim] vt.责备；归咎于 n.责备；责任；过失

146 break 1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
晓；（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147 British 1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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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150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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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cable 1 n.缆绳；电缆；海底电报 vt.打电报 vi.打海底电报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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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camera 1 ['kæmərə] n.照相机；摄影机 n.(Camera)人名；(英、意、西)卡梅拉

154 cameras 1 ['kæmərəz] 照相机； 暗箱； 摄像机； 摄影机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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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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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celebrate 1 vt.庆祝；举行；赞美；祝贺；宣告 vi.庆祝；过节；举行宗教仪式

158 celebration 1 [,seli'breiʃən] n.庆典，庆祝会；庆祝；颂扬

159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60 claim 1 [kleim] vi.提出要求 vt.要求；声称；需要；认领 n.要求；声称；索赔；断言；值得

161 clea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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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clips 1 [klɪp] vt. 夹住 v. 剪短 v. 疾驰；猛击 n. 夹子；弹夹；回形针；钳 n. 修剪；(羊毛的)剪下量；(被剪下的)东西

163 closed 1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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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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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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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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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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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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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crashed 1 [kræʃt] adj.失事的 v.碰撞，坠落，破产，垮台（crash的过去式）；崩溃

172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173 crosses 1 英 [krɒs] 美 [krɔː s] v. 穿过；交叉；杂交；反对；勾掉；碰见；阻挠 n. 十字架；十字形；杂交动植物；苦难 adj. 交叉
的；相反的；生气的；杂交的

174 crowds 1 [kraʊd] n. 人群；群众；大群；朋友 v. 拥挤；挤满；涌入；贴近；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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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crush 1 [krʌʃ] vt.压碎；弄皱，变形；使…挤入 vi.挤；被压碎 n.粉碎；迷恋；压榨；拥挤的人群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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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dancing 1 ['dɑ:nsiŋ] n.跳舞；舞蹈 v.跳舞；摇晃（dance的ing形式）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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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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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demanded 1 英 [dɪ'mɑːnd] 美 [dɪ'mænd] n. 要求；需求 v. 要求；查问；需要

181 deployed 1 [dɪ'plɔɪ] v. 部署；展开；进入战斗位置；配置

182 deserving 1 [di'zə:viŋ] adj.值得的；应得的；有功的 v.值得；应得到（deserve的现在分词）

183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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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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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document 1 n.文件，公文；[计]文档；证件 vt.记录，记载

187 down 1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188 drew 1 [dru:] v.牵引（draw的过去式）；描绘；起草 n.(Drew)人名；(英)德鲁

189 drinking 1 ['driŋkiŋ] n.喝，饮；喝酒 v.饮（drink的ing形式）；喝

190 duck 1 [dʌk] n.鸭子；鸭肉；（英）宝贝儿；零分 vi.闪避；没入水中 vt.躲避；猛按…入水 n.(Duck)人名；(德、葡、匈)杜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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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lection 1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193 employees 1 [ˌemplɔɪ'iː ] n. 受雇者；雇工；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

194 engineering 1 [,endʒi'niəriŋ] n.工程，工程学 v.设计；管理（engineer的ing形式）；建造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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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ntire 1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197 escape 1 vt.逃避，避开，避免；被忘掉；被忽视 vi.逃脱；避开；溜走；（气体，液体等）漏出；（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
而）逃脱；声音（不自觉地）由…发出 n.逃跑；逃亡；逃走；逃跑工具或方法；野生种；泄漏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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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fall 1 [fɔ:l] vi.落下；变成；来临；减弱 n.下降；秋天；瀑布 vt.砍倒；击倒 adj.秋天的 n.(Fall)人名；(法、芬、瑞典)法尔；(英、
匈)福尔；(阿拉伯)法勒

200 Falls 1 [fɔ:ls] n.[水文]瀑布；陨石 v.下降（fall的第三人称单数） n.(Falls)人名；(英)福尔斯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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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farther 1 ['fɑ:ðə] adv.更远地；此外；更进一步地 adj.进一步的；更远的（far的比较级）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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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fired 1 n.因祸得福（电影名） f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5 fitness 1 ['fitnis] n.健康；适当；适合性

206 flee 1 [fli:] vi.逃走；消失，消散 vt.逃跑，逃走；逃避

207 flooded 1 adj. 充满的，充斥的；浸没的，淹没的；灌溉的 v. 淹没，发生水灾（动词floo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8 formed 1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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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gas 1 [gæs] n.气体；[矿业]瓦斯；汽油；毒气 vt.加油；毒（死） vi.加油；放出气体；空谈 n.(Gas)人名；(法、德、西)加斯

211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212 general 1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213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214 got 1 [gɔt] v.得到，明白（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Got)人名；(法)戈；(西、匈、瑞典)戈特

215 guilty 1 ['gilti] adj.有罪的；内疚的

216 Gujarati 1 [,gu:dʒə'rɑ:ti] n.古吉拉特人；古吉拉特语 adj.古吉拉特人的；古吉拉特语的

217 Halloween 1 [,hæləu'i:n] n.万圣节前夕（指十月三十一日夜晚）

218 Han 1 [hæn] n.汉朝；汉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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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0 harsh 1 [hɑ:ʃ] adj.严厉的；严酷的；刺耳的；粗糙的；刺目的 n.(Harsh)人名；(英)哈什

221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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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hell 1 [hel] n.地狱；究竟（作加强语气词）；训斥；黑暗势力 vi.过放荡生活；飞驰 int.该死；见鬼（表示惊奇、烦恼、厌恶、恼
怒、失望等） n.(Hell)人名；(柬)海；(西)埃利；(德、匈、捷、罗、芬、瑞典)黑尔

223 hill 1 [hil] n.小山；丘陵；斜坡；山冈 n.(Hill)人名；(法、西)伊尔；(德、英、匈、捷、罗、芬、瑞典)希尔

224 Hindu 1 ['hindu:; 'hin'du:] adj.印度教的；印度的 n.印度人；印度教教徒

225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226 hospitals 1 ['hɒspɪtlz] 医院

227 identified 1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8 improvements 1 [ɪmp'ruːvmənts] 改进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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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independently 1 [,indi'pendəntli] adv.独立地；自立地

231 Indonesia 1 ['indəu'ni:zjə,-ʒə] n.印尼，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岛国）

232 injured 1 ['indʒəd] adj.受伤的；受损害的

233 inspector 1 [in'spektə] n.检查员；巡视员

234 interviewed 1 英 ['ɪntəvju ]ː 美 ['ɪntərvju ]ː n. 面谈；会见；面试；接见 vt. 接见；采访；对 ... 进行面试 vi. 面试；采访

235 investigates 1 [ɪn'vestɪɡeɪt] v. 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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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investigative 1 [in'vestigeitiv] adj.研究的；调查的；好调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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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lack 1 [læk] vt.缺乏；不足；没有；需要 vi.缺乏；不足；没有 n.缺乏；不足 n.(Lack)人名；(老)拉；(英、法、意、葡、匈)拉
克；(匈)洛克

240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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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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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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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let 1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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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local 1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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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looks 1 [lʊks] n. 外貌(恒用复数)

249 major 1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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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marvelous 1 ['mɑ:viləs] adj.了不起的；非凡的；令人惊异的；不平常的

252 match 1 [mætʃ] vt.使比赛；使相配；敌得过，比得上；相配；与…竞争 vi.比赛；匹配；相配，相称；相比 n.比赛，竞赛；匹
配；对手；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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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255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56 morning 1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257 mourning 1 ['mɔ:niŋ, 'məun-] n.哀痛；服丧 v.哀伤；为…哀悼（mourn的ing形式）

258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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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necessary 1 ['nesisəri]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必需品 n.(Necessary)人名；(英)内塞瑟里

261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262 neighborhood 1 n.附近；街坊；接近；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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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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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newly 1 ['nju:li] adv.最近；重新；以新的方式

265 newspaper 1 ['nju:s,peipə, 'nju:z-] n.报纸 报社 旧报纸

266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267 nightlife 1 ['naitlaif] n.夜生活

268 nine 1 [nain] n.九，九个 num.九；九个 adj.九的，九个的 n.(Nine)人名；(塞)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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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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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operator 1 ['ɔpəreitə] n.经营者；操作员；话务员；行家

272 opposition 1 [,ɔpə'ziʃən] n.反对；反对派；在野党；敌对

273 overnight 1 [,əuvə'nait, 'əuvənait] adv.通宵；突然；昨晚 adj.晚上的；通宵的；前夜的 n.头天晚上；一夜的逗留 vt.连夜快递 vi.过一
夜

274 parties 1 英 ['pɑ tːi] 美 ['pɑ rːti] n. 聚会；宴会；政党；一伙人；[律]当事人 vi. 开派对

275 passage 1 n.一段（文章）；走廊；通路；通过 n.(Passage)人名；(英)帕西奇；(法)帕萨热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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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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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79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80 posted 1 英 ['pəʊstɪd] 美 ['poʊstɪd] adj. 有职位的；消息灵通的；发布的 动词po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1 preparations 1 [prepə'reɪʃnz] n. 准备，准备工作，配制剂（名词preparation的复数形式）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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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284 prime 1 [praim] adj.主要的；最好的；基本的 adv.极好地 n.初期；青年；精华；全盛时期 vt.使准备好；填装 vi.作准备 n.(Prime)
人名；(英)普赖姆；(德)普里梅

285 proof 1 [pru:f] n.证明；证据；校样；考验；验证；试验 adj.防…的；不能透入的；证明用的；耐…的 vt.试验；校对；使不被穿
透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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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questioned 1 ['kwestʃən] n. 问题；疑问 v. 询问；怀疑

288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89 received 1 [ri'si:vd] adj.被一般承认的；被认为标准的 v.收到；接受；迎接（receive的过去分词）

290 remembered 1 英 [rɪ'membə(r)] 美 [rɪ'membər] v. 记得；想起；记住，铭记；回忆；提及

291 repair 1 [ri'pεə] vi.修理；修复 vt.修理；恢复；补救，纠正 n.修理，修补；修补部位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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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rescue 1 ['reskju:] vt.营救；援救 n.营救；援救；解救

294 rescuers 1 n.救援者（rescuer的复数）

295 road 1 [rəud] n.公路，马路；道路；手段 vt.（狗）沿臭迹追逐（猎物） adj.（美）巡回的 n.(Road)人名；(英)罗德

296 roads 1 n. 路；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 罗兹(姓氏)

297 rope 1 [rəup] n.绳，绳索 vt.捆，绑 vi.拧成绳状 n.(Rope)人名；(英)罗普；(芬)罗佩

298 search 1 [sə:tʃ] vi.搜寻；调查；探求 vt.搜索；搜寻；调查；搜查；探求 n.搜寻；探究，查究 n.(Search)人名；(英)瑟奇

299 searched 1 ['sɜ tːʃt] 动词search的过去式，动词search的过去分词

300 season 1 ['si:zən] n.时期；季节；赛季 vt.给…调味；使适应 vi.变得成熟；变干燥

301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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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seriously 1 ['siəriəsli, 'si:r-] adv.认真地；严重地，严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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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shaking 1 ['ʃeikiŋ] n.震动，震惊；挥动，摇动 v.握手（shake的ing形式）；摇动；颤动

306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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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308 soccer 1 ['sɔkə] n.英式足球，足球

309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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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soo 1 abbr.超氧化物歧化酶；单点登录系统；销售订单 n.(Soo)人名；(日)囎唹(姓)

312 spare 1 [spεə] vt.节约，吝惜；饶恕；分出，分让 vi.饶恕，宽恕；节约 adj.多余的；瘦的；少量的 n.剩余；备用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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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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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street 1 [stri:t] n.街道 adj.街道的 n.(Street)人名；(英、葡)斯特里特；(德)施特雷特

316 str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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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structure 1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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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Sunday 1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320 surged 1 英 [sɜːdʒ] 美 [sɜ rːdʒ] n. 汹涌；波涛；猛增 v. 汹涌；涌起；激增；[海]缆绳滑脱

321 suspected 1 英 [səs'pektɪd] 美 [sə'spektɪd] adj. 可疑的；嫌疑的 动词su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22 systems 1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323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324 teams 1 [tiː m] n. 队；组 v. 使相配；使合作；结成一队 adj. 团队的

325 tear 1 [tɛə,tiə] n.眼泪,（撕破的）洞或裂缝,撕扯 vt.撕掉,扯下,扰乱 vi.流泪,撕破 n.(Tear)人名；(英)蒂尔

326 TENS 1 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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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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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thick 1 [θik] n.最拥挤部分；活动最多部分；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厚的；浓的；粗大的 adv.密集地；浓浓地，厚厚地 n.
(Thick)人名；(英)西克

330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331 thoroughly 1 ['θʌrəli, 'θə:rəu-] adv.彻底地，完全地

332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333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334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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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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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38 town 1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339 twisted 1 ['twistid] adj.扭曲的 v.扭动（twist的过去式）

340 unable 1 [ʌn'eibl] adj.不会的，不能的；[劳经]无能力的；不能胜任的

341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342 upper 1 ['ʌpə] adj.上面的，上部的；较高的 n.(Upper)人名；(英)厄珀

343 vehicles 1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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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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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violations 1 [vaɪə'leɪʃnz] n. 侵害，违反（名词violation的复数形式）

347 violently 1 ['vaiələntli] adv.猛烈地，激烈地；极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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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walkway 1 ['wɔ:kwei] n.通道，[建]走道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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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weekend 1 [,wi:k'end, 'wi:kend] n.周末，周末休假；周末聚会 adj.周末的，周末用的 vi.度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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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weight 1 [weit] n.重量，重力；负担；砝码；重要性 vt.加重量于，使变重 n.(Weight)人名；(英)韦特；(捷)魏格特

353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354 wi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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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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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wires 1 ['waɪəz] n. 金属丝；金属线；电线 n. 网格线 名词wire的复数形式.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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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wonderful 1 adj.极好的，精彩的，绝妙的；奇妙的；美妙；胜；神妙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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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wor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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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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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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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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