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n10 2021-09-10 词频表
the 8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and 5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3 that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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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3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was 3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6 in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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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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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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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t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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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dentified 20 adj.未经确认的；未辨别出的，身份不明的
10 president 19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1 they 19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2 this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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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O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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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lik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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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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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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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male 11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17 h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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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w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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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them 10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0 were 10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1 bush 9 [buʃ] n.灌木；矮树丛 vt.以灌木装饰；使…精疲力竭 vi.丛生；浓密地生长 adj.如灌木般长得低矮的；粗野的
22 da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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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土)达伊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4 ha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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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male 9 [meil] adj.男性的；雄性的；有力的 n.男人；雄性动物 n.(Male)人名；(柬)马尔；(意、西、塞)马莱；(英)梅尔
26 al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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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r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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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hav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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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30 somethin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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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thei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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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w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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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who 8 pron.谁；什么人
34 be 7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5 bu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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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cnn 7 [ˌsiːen'en] abbr. 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37 he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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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never 7 ['nevə] adv.从未；决不
39 on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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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September 7 [sep'tembə] n.九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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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7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42 wi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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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Blackwell 6 n.布莱克威尔（姓氏）
44 crashed 6 [kræʃt] adj.失事的 v.碰撞，坠落，破产，垮台（crash的过去式）；崩溃
45 h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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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w 6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47 par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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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特；(泰)巴；(法)帕尔

terrorist 6 ['terərist] n.恐怖主义者，恐怖分子
49 TV 6 ['ti:'vi:] abbr.电视（television）
50 you 6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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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after 5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53 America 5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54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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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attacks 5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56 been 5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57 came 5 [keim] v.come的过去式
58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59 int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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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minutes 5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61 moment 5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62 morning 5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63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64 now 5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65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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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plane 5 [plein] n.飞机；平面；程度，水平 vi.刨；乘飞机旅行；翱翔 vt.刨平；用刨子刨；掠过水面 adj.平的；平面的 n.(Plane)人
52

名；(塞、瑞典、法)普拉内

seen 5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68 then 5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69 those 5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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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attac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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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clip 4 n.（塑料或金属的）夹子；回纹针；修剪；剪报 vt.剪；剪掉；缩短；给…剪毛（或发）用别针别在某物上，用夹子夹在
71

某物上 vi.剪；修剪；剪下报刊上的文章（或新闻、图片等）；迅速行动；用别针别在某物上，用夹子夹在某物上
73

d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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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s 4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75 George 4 [dʒɔ:dʒ] n.乔治（男子名）；自动操纵装置；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
76 here 4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77 how 4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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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mo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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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以)莫雷

new 4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81 n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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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80

听力特快 www.listeningexpress.com

pentagon 4 ['pentəgən] n.五角形
84 planned 4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85 secon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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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Second)人名；(法)塞孔
86

s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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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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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students 4 [st'juːdnts] 学生
89 these 4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90 towers 4 ['taʊəz] n. 塔器 名词tower的复数形式.
91 two 4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92 u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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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us 4 pron.我们
94 vide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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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where 4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96 years 4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97 across 3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98 am 3 abbr.调频，调谐，调幅（amplitudemodulation） vi.（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 aux.（与v-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与v-ed
87

连用构成被动语态） n.（柬）安（人名）

americans 3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100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01 center 3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99

(Center)人名；(英)森特

could 3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03 Daniels 3 n.丹尼尔斯（姓氏）
104 don 3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105 end 3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106 fault 3 [fɔ:lt] n.故障；[地质]断层；错误；缺点；毛病；（网球等）发球失误 vi.弄错；产生断层 vt.（通常用于疑问句或否定
102

句）挑剔
10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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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h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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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ju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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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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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ew 3 [nju:, nu:] v.知道；认识；记得（know的过去式） n.(Knew)人名；(英)纽
111 later 3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112 lost 3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113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14 much 3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115 our 3 ['auə, ɑ:] pron.我们的
116 Pennsylvania 3 [,pensil'veinjə] n.宾夕法尼亚州（美国州名）
117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18 pla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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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莱斯

really 3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120 remember 3 [ri'membə] vt.记得；牢记；纪念；代…问好 vi.记得，记起
121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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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拉伯)赛义德
122

s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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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started

3 [s'tɑːt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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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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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

think 3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126 three 3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127 tower 3 ['tauə] n.塔；高楼；堡垒 vi.高耸；超越 n.(Tower)人名；(英)托尔
128 trade 3 [treid] n.贸易，交易；行业；职业 vi.交易，买卖；以物易物 vt.用…进行交换
129 under 3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130 united 3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131 walked 3 [wɔːk] v. 步行；陪...走；散步；偷走；走过 n. 步行；散步；人行道
132 w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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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whi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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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35 world 3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136 York 3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137 aired 2 英 [eə(r)] 美 [er] n. 空气；天空；空中；感觉；神态；曲调；装腔作势 v. 晾干；使通风；广播
138 airport 2 ['εəpɔ:t] n.机场；航空站
139 al 2 [ɑ:l] abbr.美国联盟（AmericanLeague）；美国军团（AmericanLegion）；阿尔巴尼亚（Albania，欧洲一国家名）；美国亚拉
125

巴马州（Alabama） n.(Al)人名；(英)阿尔(Albert在美国的昵称)

ano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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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42 back 2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
140

后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144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145 begin 2 [bɪˈ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146 being 2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147 biden 2 n. 拜登(姓氏)
148 building 2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149 Carl 2 [kɑ:l] n.卡尔（男名）
150 ceremonies 2 英 ['serəməni] 美 ['serəmoʊni] n. 仪式；礼节；典礼
151 com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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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count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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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乐的

coverage 2 n.覆盖，覆盖范围；新闻报道
154 cry 2 [krai] vt.叫喊；哭出；大声说 n.叫喊；叫声；口号；呼叫 vi.哭；叫；喊
155 days 2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156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57 d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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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人名）；（英）多恩（人名）

door 2 [dɔ:] n.门；家，户；门口；通道 n.(Door)人名；(英)多尔
159 dow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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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去 n.(Down)人名；(英)唐

else 2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161 emergency 2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162 et 2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163 go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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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happened 2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5 Harbor 2 ['hɑ:bə] vt.庇护；怀有 n.海港；避难所 vi.居住，生存；入港停泊；躲藏 n.(Harbor)人名；(英)哈伯
166 hijacked 2 v.劫持( hija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 绑架; 拦路抢劫; 操纵（会议等，以推销自己的意图）
167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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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 2 [his'tɔrik] adj.有历史意义的；历史上著名的
169 horrific 2 [hɔ'rifik] adj.可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
170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71 inaudible 2 [in'ɔ:dəbl] adj.听不见的；不可闻的
172 jet 2 [dʒet] n.喷射，喷嘴；喷气式飞机；黑玉 adj.墨黑的 vt.射出 vi.射出；[航]乘喷气式飞机
173 learned 2 ['lə:nid] adj.博学的；有学问的；学术上的 n.(Learned)人名；(英)勒尼德
174 l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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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litt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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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lives 2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77 looking 2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78 m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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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80 memorial 2 [英 [mə'mɔ:rɪəl] 美 [məˈmɔriəl, -ˈmor] n.纪念碑，纪念馆；纪念仪式；纪念物 adj.记忆的；纪念的，追悼的
181 memories 2 ['memərɪz] n. 记忆 名词memory的复数形式.
182 might 2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183 mrs 2 ['misiz] n.太太；夫人（用于已婚妇女姓名前的尊称）
184 nation 2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185 observed 2 [əb'zɜːvd] adj. 被观察的，被观测的 v. 观察，观测（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
186 obviously 2 ['ɔbviəsli] adv.明显地 显然地
187 officers 2 n.军官，人员（officer复数形式）
188 OK 2 ['əu'kei, ,əu'kei, 'əukei] adj.好的；不错的 adv.行；很好 int.好；可以 vt.对…表示同意 n.同意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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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灭；驱逐

outsi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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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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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西、土)奥韦尔

passenger 2 ['pæsindʒə] n.旅客；乘客；过路人；碍手碍脚的人
193 patriot 2 ['peitriət] n.爱国者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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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perspective 2 [pə'spektiv] n.观点；远景；透视图 adj.透视的
196 pictures 2 ['pɪktʃəz] n.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
197 pray 2 [prei] vt.祈祷；恳求；央求 vi.祈祷；请；恳求 n.(Pray)人名；(匈)普劳伊；(英)普雷
198 prayer 2 [preə] n.祈祷，祷告；恳求；祈祷文
199 re 2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200 room 2 n.房间；空间；余地；机会；房间里所有的人 vt.为…提供住处；租房，合住；投宿，住宿；留…住宿 vi.居住；住宿 n.
192

（英）鲁姆（人名）；（俄）罗姆（人名）

Sarasota 2 [,særə'səutə] n.萨拉索塔（美国西部城市）
202 school 2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03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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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Shanksville 2 n. 尚克斯维尔(在美国；西经 78º56' 北纬 40º02')
205 since 2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06 smoking 2 ['sməukiŋ] n.抽烟；冒气 adv.冒着烟 adj.准许吸烟的 v.吸烟；冒烟（smoke的现在分词）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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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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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teacher 2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210 tell 2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201

拉伯)塔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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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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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2 ['taitl] n.冠军；标题；头衔；权利；字幕 vt.加标题于；赋予头衔；把…称为 adj.冠军的；标题的；头衔的
213 toge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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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15 too 2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16 understand 2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217 ve 2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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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victims 2 ['vɪktɪmz] n. 受害者 名词victim的复数形式.
220 victor 2 ['viktə] n.胜利者 n.(Victor)人名；(俄、罗、保、匈)维克托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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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wasn 2 abbr. 无线、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
223 why 2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224 wor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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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wro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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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人名；(英)朗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227 Acts 1 [ækts] abbr.声控遥测系统（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声控制与遥测系统
226

（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

address 1 vt.演说；从事；忙于；写姓名地址；向…致辞；与…说话；提出；处理 n.地址；演讲；致辞；说话的技巧；称呼
229 addressed 1 [ə'dresd] adj. 标记地址的 动词addr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0 Afghanistan 1 [æf'gænistæn] n.阿富汗（国家名称，位于亚洲）
231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232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233 airports 1 ['eəpɔːts] 机场
234 allegiance 1 [ə'li:dʒəns] n.效忠，忠诚；忠贞
235 allowed 1 adj.允许，容许的 v.允许；认可（allow的过去分词）
236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237 anchor 1 n.锚；抛锚停泊；靠山；新闻节目主播 vt.抛锚；使固定；主持节目 vi.抛锚 adj.末棒的；最后一棒的
238 andy 1 ['ændi] n.安迪（男子名，等于Andrew）
239 anger 1 ['æŋgə] n.怒，愤怒；忿怒 vt.使发怒，激怒；恼火 vi.发怒；恼火 n.(Anger)人名；(罗)安杰尔；(法)安热；(德、捷、瑞典)
228

安格尔

anniversary 1 [,æni'və:səri] n.周年纪念日
241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242 apparent 1 [ə'pærənt] adj.显然的；表面上的
243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4 appears 1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245 Arlington 1 ['ɑ:liŋtən] n.阿林顿（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城市）；阿林顿国家公墓（NationalCemetery，在弗吉尼亚州）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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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248 Atlantic 1 [ət'læntik] n.大西洋 adj.大西洋的
249 attend 1 [ə'tend] vt.出席；上（大学等）；照料；招待；陪伴 vi.出席；致力于；照料；照顾
250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251 authority 1 [ɔ:'θɔrəti] n.权威；权力；当局
252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253 babies 1 ['beɪbi] n. 婴儿；宝贝儿；孩子气的人 adj. 婴儿的；小型的 vt. 溺爱
254 bank 1 [bæŋk] n.银行；岸；浅滩；储库 vt.将…存入银行；倾斜转弯 vi.堆积；倾斜转弯 n.(Bank)人名；(英、德、俄)班克；(法、
240

匈)邦克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256 bill 1 [bil] n.[法]法案；广告；账单；[金融]票据；钞票；清单 vt.宣布；开账单；用海报宣传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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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 1 [bin] n.箱子，容器；二进制 vt.把…放入箱中 n.(Bin)人名；(意、柬)宾；(日)敏(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民
258 boiling 1 ['bɔiliŋ] adj.沸腾的；激昂的 n.沸腾；煮沸；起泡 adv.沸腾
259 book 1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260 booker 1 ['bukə] n.（旅馆车票，戏票等的）登记人；寻选模特儿的人 n.(Booker)人名；(英)布克
261 bound 1 adj.有义务的；必定的；受约束的；装有封面的 vt.束缚（bind的过去式，过去分词）；使跳跃 n.范围；跳跃 vi.限制；
257

弹起

boy 1 [bɔi] n.男孩；男人 n.(Boy)人名；(英、德、西、意、刚(金)、印尼、瑞典)博伊；(法)布瓦
263 Bridges 1 ['bridʒiz] n.布里奇斯（姓氏）
264 burning 1 ['bə:niŋ] adj.燃烧的；强烈的；发热的 n.燃烧 vi.燃烧（burn的现在分词）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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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called 1 [kɔː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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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camera 1 ['kæmərə] n.照相机；摄影机 n.(Camera)人名；(英、意、西)卡梅拉
268 cameras 1 ['kæmərəz] 照相机； 暗箱； 摄像机； 摄影机
269 Canada 1 ['kænədə] n.加拿大（北美洲国家）
270 card 1 [kɑ:d] n.卡片；纸牌；明信片 vt.记于卡片上 n.(Card)人名；(英)卡德
271 careful 1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272 caring 1 ['kεəriŋ] adj.有同情心的；表示或感到关怀或关心的 v.关心；照顾（care的现在分词）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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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celebrate 1 vt.庆祝；举行；赞美；祝贺；宣告 vi.庆祝；过节；举行宗教仪式
275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276 Chantal 1 尚塔尔
277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278 classroom 1 ['klɑ:srum] n.教室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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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除；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closed 1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281 closings 1 n.结束（的）( closing的名词复数 ); 结束（的），结语，论文末尾的结语; （使）关，关闭( close的现在分词 ); 终止
282 clouds 1 [k'laʊdz] n. 云；烟云 名词cloud的复数形式.
283 collapsed 1 [kə'læpzd] adj. 倒塌的
284 commemorating 1 [kə'meməreɪt] vt. 纪念
285 commemoration 1 [kə,memə'reiʃən] n.纪念；庆典；纪念会
286 commemorative 1 [kə'memərətiv] adj.纪念的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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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289 conclude 1 [kən'klu:d] vt.推断；决定，作结论；结束 vi.推断；断定；决定
290 congratulate 1 [kən'grætʃu,leit] vt.祝贺；恭喜；庆贺
291 congress 1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292 context 1 ['kɔntekst] n.环境；上下文；来龙去脉
293 copy 1 ['kɔpi] vi.复制；复印；抄袭 vt.复制；复印；抄袭 n.副本；一册；摹仿
294 correspondent 1 [,kɔ:ri'spɔndənt] n.通讯记者；客户；通信者；代理商行
295 corridor 1 n.走廊
296 county 1 ['kaunti] n.郡，县
297 crash 1 [kræʃ] n.撞碎；坠毁；破产；轰隆声；睡觉 vi.摔碎；坠落；发出隆隆声；(金融企业等)破产 vt.打碎；使坠毁、撞坏；擅
280

自闯入

crushing 1 ['krʌʃiŋ] adj.压倒的；决定性的；不能站起来；支离破碎的 v.压破，征服，冲入（cr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99 cut 1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298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300

dark 1 adj.黑暗的，深色的；模糊的；无知的；忧郁的 n.黑暗；夜；黄昏；模糊 n.（Dark）人名；（英）达克 n.（Dark）《暗
黑》（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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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ris 1 ['deibri:] n.碎片，残骸 n.(Debris)人名；(法)德布里
302 decades 1 n.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
303 decide 1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304 declared 1 [di'klεəd] adj.公然的；公开宣布的
305 deepening 1 ['di:pəniŋ] n.加深，延深；向下侵蚀 v.使深化；加深（deepen的现在分词）
306 definitely 1 ['definitli] adv.清楚地，当然；明确地，肯定地
307 departments 1 [dɪ'pɑːtmənts] 政府部门
308 destruction 1 [di'strʌkʃən] n.破坏，毁灭；摧毁
309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310 distinction 1 [dis'tiŋkʃən] n.区别；差别；特性；荣誉、勋章
311 disturbing 1 [di'stə:biŋ] adj.令人不安的；烦扰的 v.干扰；打断（disturb的ing形式）
312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313 dread 1 [dred] n.恐惧；可怕的人（或物） vi.惧怕；担心 vt.惧怕；担心 adj.可怕的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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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ar 1 [iə] n.耳朵；穗；听觉；倾听 vi.（美俚）听见；抽穗 n.(Ear)人名；(柬)伊
316 elementary 1 [,eli'mentəri] adj.基本的；初级的；[化学]元素的
317 emma 1 ['emə] n.艾玛（女子名）
318 established 1 [i'stæbliʃt] adj.确定的；已制定的，已建立的
319 evacuated 1 [ɪ'vækjʊeɪtɪd] adj. 撤退的；疏散的 动词evacu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20 evacuations 1 n.撤空( evacuation的名词复数 ); 撤离; 撤退; 疏散
321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322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323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324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325 exactly 1 [ig'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正确地
326 except 1 [ik'sept] vt.不计；把…除外 vi.反对 prep.除…之外 conj.除了；要不是
327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328 exposed 1 [ik'spəuzd] adj.暴露的，无掩蔽的 v.暴露，揭露（expose的过去分词）
329 eyes 1 n.眼睛（eye的复数） n.(Eyes)人名；(英)艾斯
330 featured 1 ['fi:tʃəd] adj.特定的；被作为特色的；有…的面貌特征的 v.使…有特色；起重要作用（feature的过去分词）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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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333 field 1 ['fi:ld] n.领域；牧场；旷野；战场；运动场 vi.担任场外队员 adj.扫描场；田赛的；野生的 vt.把暴晒于场上；使上场 n.
301

(Field)人名；(英、法、德、葡)菲尔德

fifth 1 [fifθ] adj.第五的；五分之一的 n.第五；五分之一 num.第五
335 final 1 ['fainl] adj.最终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 n.决赛；期末考试；当日报纸的末版
336 firefighters 1 ['faɪəˌfaɪtəz] n. 消防员（firefighter的复数）
337 fi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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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flag 1 [flæg] vi.标记；衰退；枯萎 vt.标记；插旗 n.标志；旗子
339 flew 1 [flu:] v.飞，飞翔（fly的过去式） n.(Flew)人名；(英)弗卢
340 flight 1 [flait] n.飞行；班机；逃走 vt.射击；使惊飞 vi.迁徙 n.(Flight)人名；(英)弗莱特
341 flights 1 [flaɪt] n. 飞行；航班；镖尾；逃走，逃离，溃逃
342 Florida 1 ['flɔridə] n.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州）
343 flown 1 v.飞行（fly的过去分词）
344 fluctuate 1 ['flʌktjueit] vi.波动；涨落；动摇 vt.使波动；使动摇
345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46 following 1 ['fɔləuiŋ] adj.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n.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v.跟随；沿行（follow的ing形式）
347 form 1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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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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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fourth 1 [fɔ:θ] adj.第四的，第四个的；四分之一的 n.第四，月的第四日；四分之一 num.第四
350 freak 1 [fri:k] n.怪人，怪事；畸形人；反复无常 adj.奇异的，反常的
351 gathered 1 ['gæðəɒ] adj. 聚集的；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52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353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354 girl 1 n.女孩；姑娘，未婚女子；女职员，女演员；（男人的）女朋友 n.（捷）吉尔
355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356 goat 1 [gəut] n.山羊；替罪羊（美俚）；色鬼（美俚）
357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348

(Going)人名；(英)戈因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359 grade 1 [greid] n.年级；等级；成绩；级别；阶段 vt.评分；把…分等级 vi.分等级；逐渐变化 n.(Grade)人名；(英)格雷德；(法、
358

德、西、葡、塞、瑞典)格拉德

grasped 1 英 [ɡrɑːsp] 美 [ɡræsp] n. 把握；领会；抓紧 vt. 领会；抓住；紧握
361 gray 1 [grei] adj.灰色的；苍白的；灰白头发的；阴郁的 n.灰色；暗淡的光线 vi.成为灰色或灰白 vt.使成灰色或灰白 n.(Gray)人
360

名；(意)格拉伊；(英、法、葡、瑞典)格雷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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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364 hand 1 [hænd] n.手，手艺；帮助；指针；插手 vt.传递，交给；支持；搀扶 n.(Hand)人名；(英、瑞典)汉德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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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heart 1 [hɑ:t] n.心脏；感情；勇气；心形；要点 vt.鼓励；铭记 vi.结心 n.(Heart)人名；(英)哈特
367 hel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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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heroes 1 n. 英雄们 名词hero的复数形式.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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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371 holiday 1 ['hɔlədi] n.假日；节日；休息日 vi.外出度假 n.(Holiday)人名；(英)霍利迪
372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373 ho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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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名；(英)豪斯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375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376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377 hurting 1 adj.受伤害的；受损的 v.伤害；伤心；弄痛（hurt的ing形式）
378 images 1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379 immeasurable 1 [i'meʒərəbl] adj.无限的；[数]不可计量的；不能测量的
380 immediately 1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381 impacted 1 [im'pæktid] adj.压紧的；结实的；嵌入的；（人口）稠密的 v.装紧；挤满（impact的过去分词）
382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383 improving 1 [ɪm'pruːvɪŋ] n. 改良；改进 动词impr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384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385 inflicted 1 [ɪn'flɪkt] vt. 使遭受；施以；加害；折磨
386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387 Japanese 1 [,dʒæpə'ni:z] adj.日本（人）的；日语的 n.日本人；日语
388 jarring 1 ['dʒɑːɪŋ] adj. 辗轧的；刺耳的；不调和的；震惊的 n. 辗轧声；震动；冲突 动词jar的现在分词形式.
389 jersey 1 ['dʒə:zi] n.运动衫，毛线衫 n.(Jersey)人名；(英)泽西；(德)耶尔赛
390 Jill 1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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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392 justice 1 ['dʒʌstis] n.司法，法律制裁；正义；法官，审判员 n.(Justice)人名；(英)贾斯蒂斯，贾斯蒂丝(女名)
393 kids 1 [kɪd] n. 小孩；年轻人；小山羊；小山羊皮制品 vi. (山羊等)下崽；捉弄 vt. 开玩笑；哄骗；嘲弄 adj. 较年幼的
394 killed 1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395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396 king 1 [英[kɪŋ] 美[kɪŋ]] n.国王；最有势力者；王棋 vi.统治；做国王 vt.立…为王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最大的 n.(King)人名；
391

(德、英、葡、捷、西)金；(中)金(普通话·威妥玛)；(泰)京；(东南亚国家华语)京
397

1 ['leidən] adj.负载的；装满的；苦恼的 vt.装载（等于lade） vi.装载（等于lade） v.装载（lade的过去分词） n.(Laden)人
名；(阿拉伯)拉丹；(德、罗)拉登；(法)拉当

laden

lady 1 ['leidi] n.女士，夫人；小姐；妻子
399 lar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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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leaders 1 [liː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401 leave 1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402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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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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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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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406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

(英)卢克

looked 1 [lʊkt]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408 loving 1 ['lʌviŋ] adj.亲爱的；钟情的；忠诚的 n.(Loving)人名；(英、瑞典)洛文
409 ma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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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mark 1 n.标志；马克；符号；痕迹；分数 vi.作记号 vt..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n..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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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413 memory 1 ['meməri] n.记忆，记忆力；内存，[计]存储器；回忆 n.(Memory)人名；(英)梅默里
414 moments 1 英 ['məʊmənt] 美 ['moʊmənt] n. 片刻 名词moment的复数形式.
415 monitor 1 n.监视器；监听器；监控器；显示屏；班长 vt.监控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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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

法、芬、捷、英)莫斯特

movie 1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418 ms 1 abbr.毫秒（millisecond）；手稿（manuscript）；女士（Ms.）；蒙塞拉特岛（Montserrat）；微软公司（Microsoft）；军标
417

（MilitaryStandard）

m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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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myself 1 [mai'self] pron.我自己；我亲自；我的正常的健康状况和正常情绪
421 naming 1 ['neɪmɪŋ] n. 命名 动词name的现在分词形式.
422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423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424 nd 1 abbr.国债（NationalDebt）；国防（NationalDefence）；核装置（NuclearDevice）
425 needed 1 ['niː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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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 night 1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428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429 notoriety 1 [,nəutə'raiəti] n.恶名；声名狼藉；丑名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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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432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433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434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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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436 operate 1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437 osama 1 乌萨马
438 others 1 pron.其他人
439 pearl 1 [pə:l] n.珍珠；珍珠色；杰出者；珍品 adj.镶珍珠的；珍珠状的 vi.采珍珠；成珍珠状 vt.使成珠状；用珍珠装饰；使呈珍
435

珠色

pet 1 [pet] n.宠物；生气；受宠爱的人 vt.宠爱 vi.生气；爱抚 adj.宠爱的 n.(Pet)人名；(俄)佩特；(柬)贝
441 pH 1 [,pi: 'eitʃ] abbr.酸碱度符号（描述氢离子活度的）
442 planes 1 [pleɪns] n. 位面；飞机 名词plane的复数形式.
443 planning 1 ['plæniŋ] n.规划；计划编制 v.计划；设计；预期（plan的ing形式）
444 pledging 1 [p'ledʒɪŋ] n. 抵押；保证 动词pledge的现在分词.
445 pm 1 [,pi: 'em] abbr.（拉）下午（PostMeridiem，等于afternoon）；调相（PhaseModulation）
446 point 1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447 poli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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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 port 1 [pɔ:t, pəut] n.港口，口岸；（计算机的）端口；左舷；舱门 vi.转向左舷 vt.持（枪）；左转舵 n.(Port)人名；(英)波特；(法)
440

波尔；(德、俄、匈、捷)波尔特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450 presented 1 ['preznt] n. 礼物；现在 adj. 出席的；现在的；当前的；存在的 v. 提出；赠送；呈现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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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泰、缅)布

read 1 [ri:d] vt.阅读；读懂，理解 vi.读；读起来 n.阅读；读物 adj.有学问的 n.(Read)人名；(英)里德
453 reading 1 ['ri:diŋ] n.阅读，朗读；读物；读数 adj.阅读的 v.阅读（read的ing形式）
454 readings 1 n. 读物 名词reading的复数形式.
455 real 1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452

尔

remembrance 1 [ri'membrəns] n.回想，回忆；纪念品；记忆力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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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 reports 1 英 [rɪ'pɔːt] 美 [rɪ'pɔː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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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 rerouted 1 v.变更旅程( rerou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
460 resolve 1 [ri'zɔlv] vt.决定；溶解；使…分解；决心要做… vi.解决；决心；分解 n.坚决；决定要做的事
461 response 1 [ri'spɔns] n.响应；反应；回答
462 responsible 1 [ri'spɔnsəbl] adj.负责的，可靠的；有责任的
463 rest 1 [rest] vt.使休息，使轻松；把…寄托于 n.休息，静止；休息时间；剩余部分；支架 vi.休息；静止；依赖；安置 n.(Rest)人
456

名；(英、德、俄、捷、荷)雷斯特
464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right

rolled 1 [rəuld] adj.轧制的；滚制的 v.使…转动；摇摆（roll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
466 rural 1 ['ruərəl] adj.农村的，乡下的；田园的，有乡村风味的
467 rush 1 [rʌʃ] n.冲进；匆促；急流；灯心草 adj.急需的 vt.使冲；突袭；匆忙地做；飞跃 vi.冲；奔；闯；赶紧；涌现 n.(Rush)人
465

名；(英)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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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 Saturday 1 ['sætədi; -dei] n.星期六
470 save 1 vt.节省；保存；储蓄；解救 vi.节省；挽救 prep.除...之外 n.救援 n.(Save)人名；(法)萨夫；(意、保、西、罗、塞、瑞典)
468

萨薇(女名)，萨韦

saw 1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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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

塞伊；(匈、罗)绍伊

scheduled 1 英 ['ʃedjuːld] 美 ['skedʒəld] adj. 预定的；预先安排的 动词schedu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74 scores 1 英 [skɔː(r)] 美 [skɔː] vt. 得分；获胜；刻划；划线；批评；给 ... 谱曲 n. 得分；刻痕；二十；乐谱 vi. 得分；记分；得胜
475 screens 1 [skriːnz] n. 屏幕 名词screen的复数形式.
476 sending 1 ['sendɪŋ] 发送； 派遣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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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478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479 share 1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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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shutdown 1 ['ʃʌtdaun] n.关机；停工；关门；停播
482 shutdowns 1 n.关闭，倒闭( shutdown的名词复数 )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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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 sight 1 [sait] n.视力；景象；眼界；见解 vt.看见；瞄准 vi.瞄准；观看 adj.见票即付的；即席的
485 sign 1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486 silence 1 ['sailəns] n.沉默；寂静；缄默；不谈；无声状态 vt.使沉默；使安静；压制；消除噪音 int.安静！；别作声！
487 sites 1 [saɪt] n. 地点；位置；现场 vt. 使 ... 位于
488 sitting 1 ['sitiŋ] n.入席，就坐；开庭；孵卵；坐着的一段时间 adj.坐着的；孵卵中的；在任期中的 v.坐；坐落（sit的ing形式） n.
477

(Sitting)人名；(英)西廷

slash 1 [slæʃ] vt.猛砍；鞭打；严厉批评；大幅度裁减或削减 vi.猛砍；严厉批评 n.削减；斜线；猛砍；砍痕；沼泽低地
490 smoke 1 [sməuk] n.烟；抽烟；无常的事物 vi.冒烟，吸烟；抽烟；弥漫 vt.吸烟；抽
491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492 somewhere 1 ['sʌmhwεə] adv.在某处；到某处 n.某个地方
493 sort 1 [sɔ:t] n.种类；方式；品质 vi.分类；协调；交往 vt.将…分类；将…排序；挑选出某物
494 speak 1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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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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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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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 stopped 1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499 summerset 1 ['sʌməset] n.翻筋斗 vi.翻筋斗
500 supported 1 [sə'pɔː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501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502 sympathy 1 ['simpəθi] n.同情；慰问；赞同
503 take 1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496

的）售得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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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 taliban 1 n. 塔利班
506 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507 talked 1 [tɔːk] v. 交谈；商讨；演讲；阐述；劝服 n. 谈话；会谈；讨论；讲话；空谈
508 teachers 1 ['titʃə:s] n.教师（teacher的复数形式）
509 teams 1 [tiːm] n. 队；组 v. 使相配；使合作；结成一队 adj. 团队的
510 terrorists 1 ['terərɪsts] n. 恐怖分子 名词terrorist的复数形式.
511 thank 1 [θæŋk] vt.感谢 n.感谢 int.谢谢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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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514 though 1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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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517 tone 1 [təun] n.语气；色调；音调；音色 vt.增强；用某种调子说 vi.颜色调和；呈现悦目色调 n.(Tone)人名；(罗、塞、乍)托内；
504

(英)托恩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519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518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520

transcript

1 ['trænskript, 'trænz-, 'trɑ:n-] n.成绩单；抄本，副本；文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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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bute 1 n.礼物；[税收]贡物；颂词；（尤指对死者的）致敬，悼念，吊唁礼物
522 try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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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524 tunnels 1 ['tʌnl] n. 隧道；地道；洞穴 v. 挖地道；挖隧道
525 turned 1 adj.被转动的；变质的；车削的 v.使变成（turn的过去式）；转动
526 twenty 1 ['twenti] n.二十；二十年代 num.二十 adj.二十的
527 unconfirmed 1 ['ʌnkən'fə:md] adj.未证实的；未最后认可的；未受坚信礼的
528 unity 1 ['ju:niti] n.团结；一致；联合；个体 n.(Unity)人名；(英)尤妮蒂
529 updated 1 [ʌp'deɪtɪd] adj. 更新的；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30 Virginia 1 [və(:)'dʒinjə] n.弗吉尼亚（女子名）；弗吉尼亚州 adj.弗吉尼亚州的
531 virtually 1 ['və:tʃuəli] adv.事实上，几乎；实质上
532 visited 1 v.拜访，访问（visit的过去式）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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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 voted 1 英 [vəʊt] 美 [voʊt] n. 选举权；投票；选举；投票结果 v. 表决；选举；投票
535 waiting 1 ['weitiŋ] n.等待；服侍 adj.等待的；服侍的 v.等待；伺候（wait的ing形式）；延缓 n.(Waiting)人名；(英)韦廷
536 walk 1 [wɔ:k] n.步行，走；散步 vt.散步；走过 vi.走，步行；散步 n.(Walk)人名；(德、葡)瓦尔克；(英)沃克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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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 warm 1 [wɔ:m] adj.温暖的；热情的 vi.同情；激动；变温暖 vt.使…兴奋；使…温暖；使…感兴趣 n.取暖；加热 n.(Warm)人名；
521

(英)沃姆；(德)瓦姆

warning 1 ['wɔ:niŋ] n.警告；预兆；预告 adj.警告的；引以为戒的 v.警告（warn的ing形式） n.(Warning)人名；(德)瓦宁
540 watched 1 英 [wɒtʃ] 美 [wɑːtʃ] v. 注视；看守；观看 n. 手表；监视；看守；值班
541 watching 1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542 western 1 ['westən] adj.西方的，西部的；有西方特征的 n.西方人；西部片，西部小说 n.(Western)人名；(英)韦斯顿
543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544 whispered 1 ['hwispəd] adj.低声的；耳语的 v.窃窃私语（whisper的过去分词）；低声地说
545 white 1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546 whose 1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547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548 word 1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549 wow 1 n.极大的成功；一鸣惊人之举；魔兽世界(WorldofWarcraft)；失真 int.（表示极大的惊奇或钦佩）哇，呀
550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551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552 zero 1 ['ziərəu, 'zi:rəu] n.零点，零度 num.零 n.(Zero)人名；(意)泽罗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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