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1-20 [As It Is] Alec Baldwin to Be Charged with Manslaughter
in Set Shooting 词汇表词汇表

1 accident 2 ['æksidənt] n.事故；意外；[法]意外事件；机遇

2 acting 1 ['æktiŋ] adj.代理的；装腔作势的 n.演技；演戏；假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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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ctor 2 ['æktə] n.男演员；行动者；作用物

5 Adan 1 n. 阿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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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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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gainst 3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9 agreement 1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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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lec 2 ['ælik] n.亚历克（男子名）

12 ammunition 6 [,æmju'niʃən] n.弹药；军火 vt.装弹药于 vi.装弹药

13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4 and 8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5 angles 1 英 ['æŋglz] 美 ['æŋgəlz] n. 角 名词angle的复数形式. Angles: n.；盎格鲁族

16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 announcing 1 [ə'naʊnsɪŋ] n. 宣布 动词announce的现在分词形式.

18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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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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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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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23 attorney 1 n.律师；代理人；检察官

24 Baldwin 7 ['bɔ:ldwin] n.鲍尔温苹果；鲍尔温（姓氏）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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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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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elieves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28 blanks 2 [blæŋk] adj. 空白的；茫然的 n.[C] 空白；空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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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bureau 1 ['bjuərəu] n.局，处；衣柜；办公桌 n.(Bureau)人名；(法)比罗

31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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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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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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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are 1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35 carmack 1 n. 卡马克

36 charged 2 [tʃɑ:dʒd] adj.带电的；充满感情的；气氛紧张的 vt.填充

37 charges 1 [t'ʃɑːdʒɪz] n. 费用

38 cinematographer 3 [,sinəmə'tɔgrəfə] n.放映技师；电影摄影技师

39 co 1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40 comp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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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ounty 1 ['kaunti] n.郡，县

42 crime 1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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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death 3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44 degree 1 [di'gri:] n.程度，等级；度；学位；阶层

45 described 2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6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47 died 1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48 direction 1 [di'rekʃən, dai-] n.方向；指导；趋势；用法说明

49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50 discharged 1 [dɪs'tʃɑːdʒd] adj. 获释的；放电的；排出的 动词discha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1 district 1 ['distrikt] n.区域；地方；行政区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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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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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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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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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57 examining 1 adj.审查的；考试的 v.检查；审讯；进行考试（examine的ing形式）

58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59 failures 1 ['feɪljəz] 故障

60 family 1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61 Fe 3 abbr.（拉）[化学]铁（ferrum）

62 film 4 [film] n.电影；薄膜；胶卷；轻烟 vt.在…上覆以薄膜；把…拍成电影 vi.摄制电影；生薄膜；变得朦胧

63 filming 2 ['filmiŋ] n.拍摄；摄影；薄膜形成 v.拍摄（film的ing形式）；以薄膜覆盖

64 filmmakers 1 n.制片人（filmmaker的复数）

65 films 1 [fɪlm] n. 电影；薄膜；胶卷 vt. 把 ... 拍成电影；给 ... 覆上一薄层；拍照片 vi. 变朦胧；拍摄电影

66 fined 1 [faɪnd] adj. 罚款的；被罚的 动词f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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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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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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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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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72 gu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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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Gutierrez 3 n.古铁雷斯（人名）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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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伯、
巴基)哈伊

76 halyna 1 哈雷娜

77 handed 1 ['hændid] adj.有手的；用...手的 v.帮助（hand的过去分词）；递送

78 handgun 1 ['hændgʌn] n.手枪

79 handling 1 ['hændliŋ] n.处理 adj.操作的 v.负责；对待（handle的ing形式）；触摸

80 hannah 2 ['hænə] n.汉娜（女子名）

81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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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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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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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85 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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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him 1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87 his 4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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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89 hunt 1 [hʌnt] vt.打猎；搜索 vi.打猎；搜寻 n.狩猎；搜寻 n.(Hunt)人名；(德、瑞典)洪特；(英)亨特；(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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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Hutchins 8 n.(Hutchins)人名；(英)哈钦斯

92 i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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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94 intending 1 [in'tendiŋ] adj.未来的；预计中的 v.打算（intend的ing形式）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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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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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investigator 1 [in'vestigeitə] n.研究者；调查者；侦查员

98 investigators 1 [ɪn'vestɪɡeɪtəz] 侦查人员

99 involuntary 1 [in'vɔləntəri] adj.无意识的；自然而然的；不知不觉的

100 involved 1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1 is 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2 issued 1 ['ɪʃu ]ː n. 议题；问题；期刊号；一次发行额；发行；<律>子女 v. 发表；公布；正式发给；发行；流出

103 Jill 1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04 Joel 1 ['dʒəuəl] n.（圣经中的）约耳书；约珥（圣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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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kill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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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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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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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lawsuit 2 ['lɔ:sju:t] n.诉讼（尤指非刑事案件）；诉讼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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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lawyers 1 ['lɔː jəz]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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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15 legal 1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116 live 4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117 manslaughter 3 ['mæn,slɔ:tə] n.杀人；过失杀人；一般杀人罪

118 Mary 1 ['mɛəri] n.玛丽（女子名）

119 medical 1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120 Mendoza 1 [men'dəuzə; -'dɔ:θɑ:] n.门多萨（阿根廷城市）

121 Mexico 3 ['meksikəu] n.墨西哥

122 mix 1 [miks] vt.配制；混淆；使混和；使结交 vi.参与；相混合；交往 n.混合；混合物；混乱 n.(Mix)人名；(德、英)米克斯

123 movie 9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124 neglect 2 [ni'glekt] vt.疏忽，忽视；忽略 n.疏忽，忽视；怠慢

125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126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27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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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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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occupational 1 [,ɔkju'peiʃənəl] adj.职业的；占领的

131 October 2 [ɔk'təubə] n.[天]十月

132 of 1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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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134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135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36 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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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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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139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40 per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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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142 pointed 1 ['pɔintid] adj.尖的；突出的；锐利的；率直的 v.指出；瞄准（point的过去式）

143 pointing 1 ['pɔintiŋ] n.指示 v.指向；指点（point的ing形式）

144 practicing 1 ['præktisiŋ] adj.在工作的，开业的 v.练习（practice的ing形式）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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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producer 2 [prəu'dju:sə] n.制作人，制片人；生产者；发生器

147 producers 1 生产性

148 production 1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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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red 1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151 reed 3 [ri:d] n.[作物]芦苇；簧片；牧笛；不可依靠的人 vt.用芦苇盖；用芦苇装饰 n.(Reed)人名；(西、意、瑞典)雷德；(英)里德

152 rehearsals 1 n.练习( rehearsal的名词复数 ); 排练; 复述; 重复

153 report 2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154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155 restart 1 [,ri:'stɑ:t, 'ri:stɑ:t] vi.[计]重新启动；重新开始 vt.[计]重新启动；重新开始 n.重新开始；返聘

156 Robbins 1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157 rock 1 [rɔk] n.岩石；摇滚乐；暗礁 vt.摇动；使摇晃 vi.摇动；摇晃 n.(Rock)人名；(英、德、匈、意、瑞典)罗克

158 ruled 1 [ru lː] n. 规则；条例；习惯；统治；直尺 v. 支配；统治；画直线

159 rust 3 [rʌst] n.锈；生锈；[植保]锈病 vt.使生锈；腐蚀 vi.生锈；成铁锈色；变迟钝 n.(Rust)人名；(英)拉斯特；(德、捷、瑞典)鲁
斯特；(法)吕斯特

160 sabotage 1 ['sæbətɑ:ʒ, ,sæbə'tɑ:ʒ] vt.妨害；对…采取破坏行动 vi.从事破坏活动 n.破坏；破坏活动；怠工

161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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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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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santa 3 ['sæntə] n.圣诞老人（等于SantaClaus）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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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67 se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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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sets 1 n.[数]集合，设置（set的复数） v.放置（set单三形式）

169 settled 1 ['setld] adj.稳定的；固定的 v.解决；定居（settle的过去分词）

170 s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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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sheriff 1 ['ʃerif] n.州长；郡治安官；执行吏 n.(Sheriff)人名；(英、葡)谢里夫；(阿拉伯)谢里夫

172 shooting 3 ['ʃu:tiŋ] n.射击；打猎；摄影；射门 v.射击（shoot的ing形式）

173 shortly 1 ['ʃɔ:tli] adv.立刻；简短地；唐突地

174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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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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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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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souza 1 索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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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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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supervised 1 ['sjuːpəvaɪzd] adj. 有监督的 supervi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1 supplying 1 [sə'plaɪ] n. 供应；补给；贮备 vt. 供应；提供；补充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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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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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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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the 3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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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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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Thursday 1 ['θə:zdi; -dei] n.星期四

190 t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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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92 tragic 1 ['trædʒik] adj.悲剧的；悲痛的，不幸的

193 use 1 [ju:z] n.使用；用途；发挥 vt.利用；耗费 vi.使用，运用 n.(Use)人名；(德)乌泽

194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195 victim 1 ['viktim] n.受害人；牺牲品；牺牲者

196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97 weapon 1 ['wepən] n.武器，兵器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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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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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尔

200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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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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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wh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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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whi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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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who 2 pron.谁；什么人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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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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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with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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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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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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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Wounded 1 ['wu:ndid] adj.受伤的 n.受伤者，伤员 v.使受伤（wound的过去分词）

212 wounding 1 ['wuːndɪŋ] n. 伤害 adj. 刺伤的 动词wound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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