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1-24 [As It Is] Lunar New Year Shooting Shocks California
Community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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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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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1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to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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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n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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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r 8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8 new 7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9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0 attack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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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people 6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2 sh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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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oting 6 ['ʃu:tiŋ] n.射击；打猎；摄影；射门 v.射击（shoot的ing形式）

14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5 city 5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6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7 gunman 5 ['gʌnmən] n.枪手；持枪歹徒

18 ha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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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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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lunar 5 ['lju:nə] adj.月亮的，月球的；阴历的；银的；微亮的 n.(Lunar)人名；(西)卢纳尔

21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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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polic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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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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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dance 4 [dɑ:ns, dæns] n.舞蹈；舞会；舞曲 vi.跳舞；跳跃；飘扬 vt.跳舞；使跳跃 adj.舞蹈的；用于跳舞的 n.(Dance)人名；(英)丹
斯；(法)当斯

25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6 luna 4 ['lju:nə] n.月亮；月神

27 mass 4 n.块，团；群众，民众；大量，众多；质量 adj.群众的，民众的；大规模的，集中的 vi.聚集起来，聚集 vt.使集合

28 star 4 [stɑ:] n.星，恒星；明星；星形物 vt.用星号标于；由…主演，由…担任主角 vi.担任主角 adj.明星的，主角的；星形的 n.
(Star)人名；(瑞典)斯塔尔；(德)施塔尔

29 were 4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0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1 a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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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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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allroom 3 ['bɔ:lru:m] n.舞厅；跳舞场

34 celebration 3 [,seli'breiʃən] n.庆典，庆祝会；庆祝；颂扬

35 comment 3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36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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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Monterey 3 [mɔntə'rei] n.蒙特利（美国一座城市）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38 night 3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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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park 3 [pɑ:k] n.公园；[交]停车场 vt.停放；放置；寄存 vi.停放车辆 n.(Park)人名；(英、芬、瑞典)帕克

41 Sunday 3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42 t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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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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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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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46 angeles 2 ['ændʒələs] n.安杰利斯（姓氏）；天使城（菲律宾地名）

47 ap 2 abbr.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Press）；空气污染（AirPollution）；大气规划（AirProgram）；汇编程序
（AssemblyProgram） n.(Ap)人名；(中)鸭(广东话·威妥玛)

48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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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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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52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53 body 2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54 California 2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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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hu 2 abbr.摄氏热单位（CentigradeHeatUnit） n.(Chu)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朱；(尼日利)舒；(柬)朱；(泰)初

57 community 2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58 crazy 2 ['kreizi] adj.疯狂的；狂热的，着迷的

59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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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vent 2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61 events 2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62 f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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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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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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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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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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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killed 2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70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71 Los 2 [lɔ:s] abbr.视线（LineofSight）；月球轨道航天器（LunarOrbiterSpacecraft） n.(Los)人名；(匈)洛什；(俄、西、瑞典、塞、
英)洛斯

72 mario 2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73 near 2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74 nearby 2 ['niə'bai] adj.附近的，邻近的 adv.在附近 prep.在…附近

75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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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old 2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77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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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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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80 population 2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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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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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ritter 2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83 saf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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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Saturday 2 ['sætədi; -dei] n.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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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seven 2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87 shooter 2 ['ʃu:tə] n.射手；枪炮

88 should 2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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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studio 2 ['stju:diəu, 'stu:-] n.工作室；[广播][电视]演播室；画室；电影制片厂

91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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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thou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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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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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van 2 [væn] n.先锋；厢式货车；增值网 vt.用车搬运 n.(Van)人名；(老、泰、柬、缅)万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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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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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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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100 account 1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101 active 1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102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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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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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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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advertised 1 ['ædvətaɪzd] adj. 广告的 动词adverti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7 age 1 [eidʒ] n.年龄；时代；寿命，使用年限；阶段 vi.成熟；变老 vt.使成熟；使变老，使上年纪 n.(Age)人名；(瑞典)阿格；(日)
扬(姓)；(西、荷)阿赫

108 ages 1 [eɪdʒ] n. 年龄；时代；时期；长时间 v. （使）变老；（使）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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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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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andrew 1 ['ændru:] n.安德鲁（男子名）

112 ano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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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any 1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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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Asian 1 ['eiʃən] n.亚洲人 adj.亚洲的；亚洲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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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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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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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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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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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cancelled 1 ['kænsəld] adj. 被取消的；被废除的 动词canc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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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china 1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126 Chinese 1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127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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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129 conference 1 n.会议；讨论；协商；联盟；（正式）讨论会；[工会、工党用语]（每年的）大会 vi.举行或参加（系列）会议

130 congressional 1 [kən'greʃənəl] adj.国会的；会议的；议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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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county 1 ['kaunti] n.郡，县

133 covid 1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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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dalton 1 ['dɔltən] n.道尔顿（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

136 dances 1 英 [dɑːns] 美 [dæns] n. 舞会；跳舞；舞蹈；舞步 vi. 跳舞；手舞足蹈 vt. 跳舞；使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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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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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deadly 1 ['dedli] adj.致命的；非常的；死一般的 adv.非常；如死一般地

140 defines 1 [dɪ'fɑɪnz] v. 定义 动词define的第三人称单数.

141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42 disarmed 1 [dɪs'ɑ rːmd] adj. 缴械的；无防备的 动词disarm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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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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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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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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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fea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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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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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fifth 1 [fifθ] adj.第五的；五分之一的 n.第五；五分之一 num.第五

150 fifty 1 ['fifti] n.五十；五十个；编号为50的东西 adj.五十的；五十个的；众多的

151 fireworks 1 英 ['faɪəwɜːks] 美 ['faɪə̩ wɜːks] n. 烟火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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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fled 1 [fled] v.逃走（flee的过去分词）；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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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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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158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59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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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61 heard 1 [hə:d] v.听到（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闻知 n.(Heard)人名；(英)赫德

162 himself 1 [him'self] pron.他自己；他亲自，他本人

163 holding 1 ['həuldiŋ] n.举办；支持 v.召开；担任（hold的ing形式）；握住 n.(Holding)人名；(英)霍尔丁

164 Hong 1 [hɔŋ] n.（中国、日本的）行，商行 n.(Hong)人名；(中)洪(普通话·威妥玛)；(泰)鸿；(柬)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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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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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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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0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171 investigating 1 [ɪn'vestɪɡeɪt] v. 调查；研究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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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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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jae 1 Jump if above or Equal 大于等于时跳过

174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175 judy 1 ['dʒu:di] n.（尤指轻佻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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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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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lai 1 [lai] abbr.意大利航空公司（LineeAereeItaliane） n.(Lai)人名；(柬、法)莱；(意、瑞典、尼日利)拉伊；(中)赖(普通话·威妥
玛)

179 launched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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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liaw 1 n. 利奥

182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83 majority 1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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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186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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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motive 1 ['məutiv] n.动机，目的；主题 adj.发动的；成为动机的 vt.使产生动机，激起

188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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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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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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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194 parade 1 [pə'reid] n.游行；阅兵；炫耀；行进；阅兵场 vt.游行；炫耀；列队行进 vi.游行；炫耀；列队行进 n.(Parade)人名；
(法、德)帕拉德

195 picture 1 ['piktʃə] n.照片，图画；影片；景色；化身 vt.画；想像；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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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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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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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relatives 1 [relə'tɪvz] n. 亲戚

201 release 1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202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203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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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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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representative 1 [,repri'zentətiv] adj.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代议制的 n.代表；典型；众议员

207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208 Robert 1 ['rɔbət] n.罗伯特（男子名）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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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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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security 1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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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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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send 1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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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shocked 1 adj. 震惊的 动词sho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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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shocks 1 [ʃɒks] n. 柴禾堆；避震系统 名词shock的复数形式.

218 shootings 1 n.射击( shooting的名词复数 ); 打猎; 射击竞赛; （通常指犯罪行为的）开枪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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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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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222 sounds 1 ['saʊndz] n. 声音，响声（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 v. 听起来；感觉起来；发出声音；发音（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
形式）

223 spo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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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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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strange 1 [streindʒ] adj.奇怪的；陌生的；外行的 adv.奇怪地；陌生地，冷淡地 n.(Strange)人名；(英)斯特兰奇；(瑞典、塞)斯特
朗格

227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28 suspect 1 [sə'spekt, 'sʌspekt] n.嫌疑犯 adj.可疑的；不可信的 vt.怀疑；猜想 vi.怀疑；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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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31 ten 1 [ten] num.十个，十 n.(Ten)人名；(英)坦恩；(意)泰恩；(柬)登

232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33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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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Tony 1 ['təuni] n.托尼（男名）

236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37 traditional 1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238 tran 1 n.(Tran)人名；(柬)德兰

239 unclear 1 英 [ˌʌn'klɪə(r)] 美 [ˌʌn'klɪr] adj. 不清楚的；含混的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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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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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vehicle 1 ['viː ɪk(ə)l] n.[车辆]车辆；工具；交通工具；运载工具；传播媒介；媒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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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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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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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want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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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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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51 white 1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252 whom 1 [hu:m, 弱 hum] pron.谁（who的宾格）

253 women 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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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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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wynn 1 [win] n.永利（酒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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