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09 [As It Is] US House Speaker Talks about Attack on
Husband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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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losi 22 佩洛西

4 of 1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i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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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nd 13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7 he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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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O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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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sai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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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husband 10 ['hʌzbənd] vt.节约地使用（或管理） n.丈夫 n.(Husband)人名；(英)赫斯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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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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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ttack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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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h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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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Paul 8 [pɔ:l] n.保罗（男子名）

16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7 would 8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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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other 6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0 ab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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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hammer 5 ['hæmə] vi.锤击；敲打；重复 n.铁锤；链球；[解剖]锤骨；音锤 vt.锤击；锤打 n.(Hammer)人名；(法)阿梅；(德、英、
芬、捷、瑞典、荷、丹、挪)哈默

22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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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speaker 5 ['spi:kə] n.演讲者；扬声器；说话者；说某种语言的人 n.(Speaker)人名；(英)斯皮克

24 told 5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5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6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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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congress 4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29 election 4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30 la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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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m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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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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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sa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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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w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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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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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als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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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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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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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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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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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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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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nn 3 [ˌsiː en'en] abbr. 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44 count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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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decision 3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46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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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he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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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hou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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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is 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50 midterm 3 ['midtə:m] adj.期中的；中间的 n.期中考试

51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52 officials 3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53 our 3 ['auə, ɑ:] pron.我们的

54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55 republicans 3 n.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

56 talk 3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57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58 vo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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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wh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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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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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attacker 2 [ə'tækə] n.攻击者；进攻者

62 attempted 2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63 broke 2 [brəuk] adj.一文不名的，破产的 v.打破，断掉（break的过去式） n.(Broke)人名；(英)布罗克

64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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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harges 2 [t'ʃɑːdʒɪz] n. 费用

66 democracy 2 [di'mɔkrəsi] n.民主，民主主义；民主政治

67 democrats 2 ['deməkræts] n.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

68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69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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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lections 2 n. 选举，选举制；投票（election的复数形式）

71 Francisco 2 [fræn'siskəu] n.弗朗西斯科（男子名，等于Francis）

72 hel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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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74 h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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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hitting 2 [hɪtɪŋ] n. 命中 动词hit的现在分词形式.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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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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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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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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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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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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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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m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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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misinformation 2 [,misinfə'meiʃən] n.误报；错误的消息

83 month 2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84 nancy 2 ['nænsi] adj.女性化的；同性恋的 n.女性化的男人

85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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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poli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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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political 2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88 report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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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sad 2 [sæd] adj.难过的；悲哀的，令人悲痛的；凄惨的，阴郁的（形容颜色）

90 San 2 [sa:n] abbr.存储区域网（StorageAreaNetworking） n.(San)人名；(泰)讪；(俄、罗、刚)萨恩；(土、柬)桑；(缅)山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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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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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spo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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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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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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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struggling 2 ['strʌgliŋ] adj.奋斗的；努力的；苦斗的 v.努力；斗争；竞争（struggle的ing形式）

97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98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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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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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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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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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wanted 2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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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week 2 [wi:k] n.周，星期

105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06 whether 2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107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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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activists 1 ['æktɪvɪsts] 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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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affect 1 [ə'fekt, 'æfekt] vt.影响；感染；感动；假装 vi.倾向；喜欢 n.情感；引起感情的因素

112 affected 1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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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allege 1 [ə'ledʒ] vt.宣称，断言；提出…作为理由

115 allegedly 1 adv.依其申述；据说，据称

116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117 apart 1 [ə'pɑ:t] adv.相距；与众不同地；分离着 adj.分离的；与众不同的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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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arrived 1 [a'raɪvd] adj.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0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21 ask 1 [ɑ:sk, æsk] vt.问，询问；要求；需要；邀请；讨价 vi.问，询问；要求 n.(Ask)人名；(芬、瑞典)阿斯克

122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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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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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attached 1 [ə'tætʃt] adj.附加的；依恋的，充满爱心的 v.附上（attach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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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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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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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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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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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brain 1 [brein] n.头脑，智力；脑袋 vt.猛击…的头部 n.(Brain)人名；(英)布雷恩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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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breaking 1 ['breikiŋ] n.破坏；阻断 v.破坏（break的ing形式）

134 broken 1 ['brəukən] adj.破碎的；坏掉的 v.折断；打碎；损坏（break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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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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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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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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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140 consequence 1 ['kɔnsi,kwəns] n.结果；重要性；推论

141 consequences 1 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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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dan 1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144 David 1 ['deivid] n.大卫；戴维（男子名）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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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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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defend 1 [di'fend] vt.辩护；防护 vi.保卫；防守

148 definite 1 ['definit] adj.一定的；确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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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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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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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despite 1 [di'spait] prep.尽管，不管 n.轻视；憎恨；侮辱

153 disinformation 1 [,disinfə'meiʃən] n.故意的假情报；虚假信息

154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155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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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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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159 elected 1 v.（进行）选举(el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推举； 选择；决定（做某事）

160 elon 1 [ɪ'lɒn] 埃伦(可溶性显影剂粉末)

161 emergency 1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162 emotion 1 [i'məuʃən] n.情感；情绪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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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nter 1 ['entə] vt.进入；开始；参加 vi.参加，登场；进去 n.[计]输入；回车 n.(Enter)人名；(英)恩特

165 even 1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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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faces 1 ['feɪsɪz] n.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

167 Federal 1 ['fedərəl] adj.联邦的；同盟的 n.北部联邦同盟盟员；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168 feel 1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169 felt 1 [felt] n.毡；毡制品 vi.粘结 vt.使粘结；把…制成毡 v.感觉（feel的过去式） n.(Felt)人名；(英、罗、芬、捷、瑞典)费尔特

170 filled 1 [fild] adj.满的；装满的；加满的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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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form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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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74 fueled 1 [fjuːədl] adj. 燃料的 动词fu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5 fueling 1 [fjuːəlŋɪ] n. 加燃料；加油 动词fuel的现在分词形式.

176 fun 1 [fʌn] n.乐趣；玩笑；有趣的人或事 adj.供娱乐用的 vi.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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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grandchildren 1 [ɡ'ræntʃɪldrən] n. 孙儿女们 名词grandchild的复数.

179 guilty 1 ['gilti] adj.有罪的；内疚的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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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handle 1 ['hændl] n.[建]把手；柄；手感；口实 vt.处理；操作；运用；买卖；触摸 vi.搬运；易于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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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happens 1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184 heal 1 [hi:l] vt.治愈，痊愈；和解 vi.痊愈 n.(Heal)人名；(英)希尔

185 heavy 1 adj.沉重的；繁重的，巨大的；拥挤的；阴沉的 n.重物；严肃角色 adv.大量地；笨重地

186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187 hospital 1 ['hɔspitəl] n.医院 n.(Hospital)人名；(英)霍斯皮特尔

188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89 illegal 1 adj.[法]非法的；违法的；违反规则的 n.非法移民，非法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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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92 injure 1 ['indʒə] vt.伤害，损害

193 injuries 1 ['ɪndʒəri] n. 伤害；损害

194 jail 1 [dʒeil] n.监狱；监牢；拘留所 vt.监禁；下狱 n.(Jail)人名；(英)杰尔

195 ju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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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kee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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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kidnap 1 ['kidnæp] vt.绑架；诱拐；拐骗

198 kidnapping 1 ['kidnæpiŋ] n.绑架；诱拐 v.绑架（kidnap的ing形式）；诱拐

199 kneecaps 1 ['niː kæp] n. 膝盖骨 v. 射击某人的膝盖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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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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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lawmakers 1 n.立法者(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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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learned 1 ['lə:nid] adj.博学的；有学问的；学术上的 n.(Learned)人名；(英)勒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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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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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lesson 1 ['lesən] n.教训；课 vt.教训；上课

208 little 1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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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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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loses 1 [luːz] vt. 丢失；失败；削减；丧生；看不到；亏损；迷失 vi. 失败；经受损失；走慢

212 majority 1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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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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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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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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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men 1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219 message 1 ['mesidʒ] n.消息；差使；启示；预言；广告词 vi.报信，报告；[通信]报文 vt.通知

220 metal 1 ['metəl] n.金属；合金 vt.以金属覆盖 adj.金属制的 n.(Metal)人名；(捷)梅塔尔；(瑞典)梅塔尔

221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222 morning 1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223 murder 1 ['mə:də] vt.谋杀，凶杀 n.谋杀，凶杀 vi.杀人，犯杀人罪

224 musk 1 [mʌsk] n.麝香；麝香鹿；麝香香味

225 nails 1 ['neɪlz] n. 指甲 名词nail的复数形式.

226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27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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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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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novak 1 n.诺瓦克（人名）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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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233 officers 1 n.军官，人员（officer复数形式）

234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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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237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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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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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outcome 1 ['autkʌm] n.结果，结局；成果

242 owner 1 ['əunə] n.[经]所有者；物主

243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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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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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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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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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planned 1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249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250 pleaded 1 v.辩护（plead的过去式）

251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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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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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publicly 1 ['pʌblikli] adv.公然地；以公众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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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256 recovery 1 [ri'kʌvəri] n.恢复，复原；痊愈；重获

257 released 1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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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remaining 1 [rɪ'meɪnɪŋ] adj. 剩余的

260 respect 1 [ri'spekt] n.尊敬，尊重；方面；敬意 vt.尊敬，尊重；遵守

261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262 rising 1 ['raiziŋ] n.上升；起床；造反 adj.上升的；上涨的；新兴的 adv.接近 v.上升（rise的ing形式） n.(Rising)人名；(瑞典)里
辛；(英)赖辛

263 sadness 1 ['sædnis] n.悲哀

264 scared 1 [skεəd] adj.害怕的 v.使害怕（scare的过去分词）

265 se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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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seriousness 1 ['siəriəsnis, 'si:r-] n.严重性；严肃；认真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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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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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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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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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kull 1 [skʌl] n.头盖骨，脑壳

272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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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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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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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suffered 1 ['sʌfəd] v. 遭受，允许，宽恕（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7 talks 1 ['tɔː ks] 会谈

278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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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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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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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thinking 1 ['θiŋkiŋ] adj.思考的；思想的；有理性的；好思考的 n.思考；思想；想法；意见；见解 v.思考（think的现在分词）

282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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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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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threatened 1 ['θretənd] adj.受到威胁的 v.威胁（threaten的过去分词）

286 threats 1 [θret] n. 威胁；恐吓；凶兆

287 tool 1 [tu:l] n.工具，用具；器械，机床；手段 vi.使用工具；用机床装备工厂 vt.用工具给……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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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trum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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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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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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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urged 1 ['ɜːdʒd] v. 催促；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4 us 1 pron.我们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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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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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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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wait 1 [weit] vt.等候；推迟；延缓 vi.等待；耽搁；伺候用餐 n.等待；等候 n.(Wait)人名；(英)韦特；(捷)魏特

299 well 1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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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01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02 wife 1 [waif] n.妻子，已婚妇女；夫人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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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woke 1 v.唤醒；激发；使…复活（wake的过去式） adj.（美）警觉的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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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wrong 1 adv.错误地；邪恶地，不正当地 n.坏事；不公正 adj.错误的；失常的；不适当的 vt.委屈；无理地对待；诽谤 n.(Wrong)
人名；(英)朗

307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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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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