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02-15 [As It Is] Death of Supreme Court Justice Becomes
Campaign Issue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rtion 1 n.流产，堕胎，小产；流产的胎儿；（计划等）失败，夭折

2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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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4 agree 1 [ə̍ ɡriː ] vt.同意，赞成；承认；约定，商定 vi.vi.同意，意见一致；约定，商定

5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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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nd 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8 antonin 1 安东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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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pproval 1 [ə'pru:vəl] n.批准；认可；赞成

11 approve 1 [ə'pru:v] vt.批准；赞成；为…提供证据 vi.批准；赞成；满意

12 approved 1 [ə'pru:vd] adj.被认可的；经过检验的 v.核准；认可（approve的过去式）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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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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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verage 1 n.平均；平均数；海损 adj.平均的；普通的；通常的 vt.算出…的平均数；将…平均分配；使…平衡 vi.平均为；呈中
间色

16 be 6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7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18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9 becomes 1 [bɪ'kʌm] v. 变成；成为；变得；适合（某人）；使（人）显得漂亮

20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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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believe 2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23 bigger 1 [bɪgə] adj.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

24 block 1 n.块；街区；大厦；障碍物 vt.阻止；阻塞；限制；封盖 adj.成批的，大块的；交通堵塞的 n.(Block)人名；(英、法、
德、西、葡、芬、罗)布洛克

25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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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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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call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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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calling 2 ['kɔ:liŋ] n.职业；欲望；点名；召集；邀请 v.召；呼唤（call的现在分词）；称之为

29 campaign 2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30 campaigning 1 [kæm'peɪn] n. 运动；战役；活动；竞选运动 v. 参加竞选；从事运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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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candidate 1 n.候选人，候补者；应试者

33 cannot 2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34 cases 5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35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36 Clinton 1 n.克林顿

37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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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onfirm 1 [kən'fə:m] vt.确认；确定；证实；批准；使巩固

40 conservatives 2 [kən'sɜːvətɪvz] 守旧派

41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42 constitution 1 n.宪法；体制；章程；构造；建立，组成；体格

43 constitutional 1 [,kɔnsti'tju:ʃənəl] adj.宪法的；本质的；体质上的；保健的 n.保健散步；保健运动

44 court 11 [kɔ:t] n.法院；球场；朝廷；奉承 vt.招致（失败、危险等）；向…献殷勤；设法获得 vi.求爱 n.(Court)人名；(英)考特；
(法)库尔

45 death 2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46 decide 1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47 decided 2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48 delay 3 [di'lei] vi.延期；耽搁 vt.延期；耽搁 n.延期；耽搁；被耽搁或推迟的时间 n.(Delay)人名；(英)迪莱；(法)德莱

49 democracy 1 [di'mɔkrəsi] n.民主，民主主义；民主政治

50 democrat 1 ['deməkræt] n.民主党人；民主主义者；民主政体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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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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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depending 1 [dɪ'pendɪŋ] n. 依赖；信任；决定于 动词depend的现在分词形式.

54 die 1 [dai] vi.死亡；凋零；熄灭 vt.死，死于… n.冲模，钢模；骰子 n.(Die)人名；(西)迭；(阿拉伯)迪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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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57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58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59 due 1 [dju:, du:] adj.到期的；预期的；应付的；应得的 n.应付款；应得之物 adv.正（置于方位词前） n.(Due)人名；(英)迪尤

60 duty 1 ['dju:ti, 'du:-] n.责任；[税收]关税；职务 n.(Duty)人名；(英)迪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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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lection 2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63 empty 2 ['empti] adj.空的；无意义的；无知的；徒劳的 vt.使失去；使…成为空的 vi.成为空的；流空 n.空车；空的东西

64 e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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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vans 1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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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68 experts 2 英 ['ekspɜːt] 美 ['ekspɜːr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69 facebook 1 ['feɪsbʊk] n. 肖像影集；脸谱网或脸书网（知名社交网站） v.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

70 fair 1 [fεə] adj.公平的；美丽的，白皙的；[气象]晴朗的 adv.公平地；直接地；清楚地 vi.转晴 n.展览会；市集；美人 n.(Fair)人
名；(英、芬)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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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3 four 2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74 freedom 1 ['fri:dəm] n.自由，自主；直率 n.(Freedom)人名；(英)弗里德姆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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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front 1 [frʌnt] n.前面；正面；前线 vt.面对；朝向；对付 vi.朝向 adj.前面的；正面的 adv.在前面；向前 n.(Front)人名；(法)弗龙

77 fulfill 1 [ful'fil] vt.履行；实现；满足；使结束（等于fulfil）

78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79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80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81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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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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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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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85 hearing 1 ['hiəriŋ] n.听力；审讯，听讯 v.听见（hear的ing形式） n.(Hearing)人名；(英)希尔林

86 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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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Hillary 1 ['hiləri:] n.希拉里（美国现任国务卿）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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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his 3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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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if 3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92 immigration 1 [,imi'greiʃən] n.外来移民；移居

93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94 i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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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including 2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96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7 issue 1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98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99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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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101 Jonathan 1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102 justic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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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justices 5 [d'ʒʌstɪsɪz] 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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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leaders 1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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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leaves 4 [li:vz] n.树叶；花瓣（leaf的复数） v.离开（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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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liberals 1 n. 自由派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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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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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majority 1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113 many 5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14 matter 1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115 mcconnell 1 麦康内尔(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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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mitch 1 [mitʃ] vi.逃学 n.(Mitch)人名；(英)米奇

118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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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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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name 2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122 named 2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123 new 6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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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nominate 3 ['nɔmineit, 'nɔminət, -neit] vt.推荐；提名；任命；指定

126 nomination 2 [,nɔmi'neiʃən] n.任命，提名；提名权

127 nominee 2 [,nɔmi'ni:] n.被任命者；被提名的人；代名人

128 not 6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29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30 Obama 3 n. 巴拉克- 奥巴马(1961-)；美国第44任总统(2009-)

131 of 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32 office 5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133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34 O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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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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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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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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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39 page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杰；(法)帕日

140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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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泰)巴；(法)帕尔

141 part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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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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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plan 1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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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politician 1 [,pɔli'tiʃən] n.政治家，政客

147 positions 1 [pə'ziʃənz] n.[水运]位置（position的复数）；定位

148 power 1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149 presidency 2 ['prezidənsi] n.总统（或董事长、会长、大学校长等）的职位（任期）；管辖；支配

150 president 7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51 presidential 6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152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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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religious 1 [ri'lidʒəs] adj.宗教的；虔诚的；严谨的；修道的 n.修道士；尼姑

155 replace 1 [ri'pleis] vt.取代，代替；替换，更换；归还，偿还；把…放回原处

156 replaced 1 [rɪ'pleɪsd] adj. 被替换的 动词re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7 republican 4 [ri'pʌblikən] adj.共和国的；共和政体的；共和主义的；拥护共和政体的 n.共和主义者

158 republicans 2 n.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

159 responsibilities 2 英 [rɪˌspɒnsə'bɪləti] 美 [rɪˌspɑːnsə'bɪləti] n. 责任；职责；责任心

160 responsibility 2 [ri.spɔnsə'biliti] n.责任，职责；义务

161 runner 1 ['rʌnə] n.跑步者；走私者；推销员；送信人 n.(Runner)人名；(英)朗纳

162 sai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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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164 Saturday 2 ['sætədi; -dei] n.星期六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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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Scalia 3 斯卡利亚（人名）

167 seat 2 [si:t] n.座位；所在地；职位 vt.使…坐下；可容纳…的；使就职

168 section 1 n.截面；部分；部门；地区；章节 vi.被切割成片；被分成部分 vt.把…分段；将…切片；对…进行划分

169 seek 1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170 senate 8 ['senit] n.参议院，上院；（古罗马的）元老院

171 seriously 1 ['siəriəsli, 'si:r-] adv.认真地；严重地，严肃地

172 serve 2 [sə:v]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n.发球，轮到发
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173 should 4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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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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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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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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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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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successor 1 [sək'sesə] n.继承者；后续的事物

181 sudden 1 ['sʌdən] adj.突然的，意外的；快速的 n.突然发生的事

182 supported 1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83 supporters 1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184 supreme 6 [sju'pri:m, sə-] adj.最高的；至高的；最重要的 n.至高；霸权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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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售得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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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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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t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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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the 3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90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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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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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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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94 they 8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95 thi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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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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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timely 1 ['taimli] adj.及时的；适时的 adv.及时地；早

199 to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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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01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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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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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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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us 1 pron.我们

208 voluntarily 1 ['vɔləntərili] adv.自动地；以自由意志

209 vot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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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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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12 w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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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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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215 whi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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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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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win 1 vt.赢得；在…中获胜 vi.赢；获胜；成功 n.赢；胜利 n.(Win)人名；(德、荷、缅)温；(英)温(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

219 winning 1 ['winiŋ] adj.胜利的；获胜的 n.胜利；获得；成功 v.获胜（win的ing形式） n.(Winning)人名；(英、瑞典、法)温宁

220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21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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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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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would 3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25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226 year 4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27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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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