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1-25 [As It Is] California Experiences 3 Mass Shootings in 8
Day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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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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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4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5 acted 1 ['æktɪd] v. 行动；假装；表演；扮演；充当（动词a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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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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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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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lone 1 [ə'ləun] adj.独自的；单独的；孤独的 adv.独自地；单独地

11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2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3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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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ngeles 1 ['ændʒələs] n.安杰利斯（姓氏）；天使城（菲律宾地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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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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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pproaching 1 [ə'prəutʃiŋ] v.接近（approach的ing形式）；[航]进场；侵入

19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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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1 arrest 1 [ə'rest] vt.逮捕；阻止；吸引 n.逮捕；监禁 n.(Arrest)人名；(德)阿雷斯特

22 arrested 1 [ə'restɪd] adj. 逮捕的 动词arr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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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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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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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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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tt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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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wait 1 [ə'weit] vt.等候，等待；期待

29 away 2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30 baby 1 ['beibi] n.婴儿，婴孩；孩子气的人 vt.纵容，娇纵；把……当婴儿般对待 adj.婴儿的；幼小的 n.(Baby)人名；(法、葡)巴
比；(英)巴比，芭比(女名)；(俄)巴贝

31 ba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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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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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elieves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34 biden 2 n. 拜登(姓氏)

35 bodies 1 英 ['bɒdi] 美 ['bɑːdi] n. 身体；主体；正文；主要部分；尸体；躯体；团体 v. 赋…以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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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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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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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alifornia 6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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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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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ar 3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43 carried 1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44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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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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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hiu 1 中国姓氏裘、仇、邱、屈、曲、瞿、赵、肇、招的音译

48 Christina 1 [kri'sti:nə] n.克里斯蒂娜（女子名）

49 coastal 1 ['kəustəl] adj.沿海的；海岸的

50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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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53 committed 1 [kə'mitid] adj.坚定的；效忠的；承担义务的 v.承诺；委托；干坏事；付诸（commit的过去分词）

54 communities 1 [kə'mjuːnəti] n. 社区；社会；公众；共同体；团体；共享；共有；[生]群落

55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56 cooperating 1 英 [kəʊ'ɒpəreɪtɪŋ] 美 [koʊ'ɒpəreɪtɪŋ] adj. 共同运转的 动词cooperate的现在分词形式.

57 corpus 2 ['kɔ:pəs] n.[计]语料库；文集；本金 n.(Corpus)人名；(西)科尔普斯

58 county 1 ['kaunti] n.郡，县

59 dan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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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database 2 ['deitəbeis] n.数据库，资料库

61 days 4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62 dead 1 [ded] adj.无生命的；呆板的；废弃了的 adv.完全地 n.死者

63 deadly 2 ['dedli] adj.致命的；非常的；死一般的 adv.非常；如死一般地

64 deaths 2 ['deθs] 死亡人口

65 defined 1 [dɪ'faɪnd] adj. 有定义的；明确的，确定的，清晰的；轮廓分明的 v. 规定；限定；定义；解释（动词define的过去式和过
去分词）

66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67 details 1 n.细节（detail的复数）；详细资料 v.详细说明（detail的三单形式）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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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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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ight 1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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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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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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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76 experienced 2 [ik'spiəriənst] adj.老练的，熟练的；富有经验的

77 experiences 1 英 [ɪk'spɪəriəns] 美 [ɪk'spɪriəns] n. 经验；经历 v. 经历；体验；感受

78 facilities 2 [fə'sɪlɪtɪz] n. 设施；设备；工具 名词facility的复数形式.

79 farm 2 [fɑ:m] vi.种田，务农；经营农场 n.农场；农家；畜牧场 vt.养殖；耕种；佃出（土地）

80 farming 2 ['fɑ:miŋ] n.农业，耕作 v.耕种；出租（farm的ing形式）

81 fire 1 ['faiə] n.火；火灾；炮火；炉火；热情；激情；磨难 vt.点燃；解雇；开除；使发光；烧制；激动；放枪 vi.着火；射击；开
枪；激动；烧火

82 flowers 1 英 ['flaʊə(r)] 美 ['flaʊər] n. 花；开花植物；精华；盛时 v. 开花；成熟；用花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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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4 found 4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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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Francisco 1 [fræn'siskəu] n.弗朗西斯科（男子名，等于Francis）

87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88 fully 1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89 further 1 ['fə:ðə] adv.进一步地；而且；更远地 adj.更远的；深一层的 vt.促进，助长；增进

90 gavin 1 [gævin] n.加文（男子名）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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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governor 1 ['gʌvənə] n.主管人员；统治者，管理者；[自]调节器；地方长官

93 ground 1 n.地面；土地；范围；战场;根据 vt.使接触地面；打基础；使搁浅 vi.着陆；搁浅 adj.土地的；地面上的；磨碎的；磨
过的 v.研磨（grind的过去分词）；压迫

94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95 gu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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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gunman 2 ['gʌnmən] n.枪手；持枪歹徒

97 half 5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98 handcuffed 1 ['hændkʌf] n. 【常复数】手拷 v. 上手拷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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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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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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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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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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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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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hi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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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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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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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h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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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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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i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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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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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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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16 injured 2 ['indʒəd] adj.受伤的；受损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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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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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Jan 1 abbr.一月（january） n.(Jan)人名；(阿富、巴基、印)贾恩；(德、荷、丹、挪、捷、波、俄、瑞典、芬、塞)扬；(英)简；
(法、罗)让

121 jeff 1 [dʒef] n.杰夫（男子名，等于Jeffrey）

122 Jimenez 1 [ji'menez] n.希门尼斯（西班牙诗人）；吉梅内斯（一足球运动员）

123 Joaquin 1 n.杰奎因（足球运动员）

124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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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jr 2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126 ju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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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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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kill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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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killings 1 n.谋杀( killing的名词复数 ); 突然发大财，暴发

131 kilometers 2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132 know 2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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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Latin 1 ['lætin] adj.拉丁语的；拉丁人的 n.拉丁语；拉丁人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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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learning 3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37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38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139 li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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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lived 1 [livd, 'laivd] adj.有生命的 v.居住（live的过去分词）；活着；度过；以…为生

141 Lo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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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loss 1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143 loved 1 [lʌvd] v.热爱（love的过去分词） adj.恋爱的；受珍爱的

144 luna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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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majority 1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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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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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Mateo 1 n.(Mateo)人名；(坦桑)马泰奥；(西)马特奥

149 material 1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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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mayor 1 ['mεə] n.市长 n.(Mayor)人名；(英)梅厄；(法、西、俄)马约尔

152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153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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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moon 5 [mu:n] n.月亮；月球；月光；卫星 vi.闲荡；出神 vt.虚度 n.(Moon)人名；(瑞典)莫恩；(柬)蒙；(英)穆恩；(缅)孟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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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morning 1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158 most 1 [məust] adv.最；非常，极其；最多；几乎 adj.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n.大部分，大多数 n.(Most)人名；(德、俄、
法、芬、捷、英)莫斯特

159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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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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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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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newsom 1 n. 纽瑟姆

165 northeastern 1 [,nɔ:θ'i:stən] adj.在东北的；东北方的；来自东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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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of 1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68 offender 1 [ə'fendə] n.罪犯；冒犯者；违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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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officers 3 n.军官，人员（officer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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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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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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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olga 1 ['ɔlgə] n.奥尔加（女子名）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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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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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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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79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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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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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parked 1 [pɑːkt] adj. 停放的 动词pa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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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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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pl 1 abbr.分界线（PartingLine）；合用线（PartyLine）；有效负载（PayLoad）；信号灯（PilotLamp）；复数（plural，等于pl）

185 plac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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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poli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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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88 populous 1 ['pɔpjuləs] adj.人口稠密的；人口多的

189 prepared 1 adj.准备好的 v.准备（prepare的过去分词）

190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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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pulled 1 ['pʊld] adj. 牵引的 v. 拉；拖；牵；拔（动词pu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93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194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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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re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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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reported 2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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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requires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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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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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Rodriguez 1 n.（西）罗德里格斯（姓氏）

204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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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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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207 scourge 1 [skə:dʒ] vt.鞭打；蹂躏；严斥；痛斥 n.鞭；灾祸；鞭子；苦难的根源

208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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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senseless 1 ['senslis] adj.愚蠢的；无知觉的；无意识的

211 service 1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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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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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14 sherif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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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shooting 8 ['ʃu:tiŋ] n.射击；打猎；摄影；射门 v.射击（shoot的ing形式）

216 shooting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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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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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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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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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six 2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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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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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sou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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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specific 1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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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States 1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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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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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tronger 1 [英[strɒŋə(r)] 美[strɒŋə]] adj.更强壮的

231 studio 1 ['stju:diəu, 'stu:-] n.工作室；[广播][电视]演播室；画室；电影制片厂

232 substation 1 ['sʌbsteiʃən] n.分局；变电所；分所；分台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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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35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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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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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the 3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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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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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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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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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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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three 3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45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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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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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248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49 total 1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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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tracks 1 [t'ræks] n. 轨道；跑道；踪迹；小路；乐曲（名词track的复数） v. 追踪；跟踪（动词track的第三人称单数）

252 tragedy 2 ['trædʒidi] n.悲剧；灾难；惨案

253 tran 1 n.(Tran)人名；(柬)德兰

254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255 tweeted 1 [twiː t] n. 小鸟的啁啾声；(社交网站Twitter上的)微博 v. 小鸟鸣叫；在Twitter上发微博

256 twitter 1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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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58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259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260 upon 1 [ə'pɔn] prep.根据；接近；在…之上

261 usa 1 [ˌjuːes'eɪ] abbr.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国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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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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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valley 1 ['væli] n.山谷；流域；溪谷 n.(Valley)人名；(英)瓦利；(法)瓦莱

265 vegetables 1 ['vedʒɪtəblz] 蔬菜,vegetable的复数形式

266 vice 1 [vais] n.恶习；缺点；[机]老虎钳；卖淫 prep.代替 vt.钳住 adj.副的；代替的 n.(Vice)人名；(塞)维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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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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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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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visiting 1 ['vizitiŋ] n.拜访，访问；参观 adj.参观的；游览的 v.参观（visit的现在分词）；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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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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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74 w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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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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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277 were 3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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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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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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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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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witness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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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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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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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workers 2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287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88 year 3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89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90 young 1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291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292 zhao 4 n. 赵（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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