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9-06 [Education Report] Groups Face Difficulty in Registering
Young Voters During Pandemic 词汇表词汇表

1 able 1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2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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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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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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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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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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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dults 1 [æ'dʌlts] n. 成年人；成年动物；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

9 adv 1 ['ædvɜːb] abbr. 副词（=adverb）

10 advertising 1 ['ædvətaiziŋ] n.广告；广告业；登广告 adj.广告的；广告业的 v.公告；为…做广告（advertise的ing形式）

11 advisor 1 [əd'vaizə] n.顾问；指导教师；劝告者

12 aged 1 ['eidʒid] adj.年老的；…岁的；老年人特有的 v.老化（age的过去式）；成熟；变老

13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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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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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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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8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9 and 2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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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nswer 1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22 a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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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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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rkansas 1 ['ɑ:kənsɔ:] n.（美国）阿肯色州

25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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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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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tlanta 2 [ət'læntə] n.亚特兰大（美国城市）

29 August 1 ['ɔː gəst]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n.八月（简写为Aug） n.(August)人名；(法、葡、西、俄、罗、英、德、瑞典、挪)奥
古斯特

30 ball 2 [bɔ:l] n.球；舞会 vi.成团块 vt.捏成球形 n.(Ball)人名；(土)巴勒；(英、西)鲍尔；(法、德、俄、罗、捷)巴尔

31 ballot 1 ['bælət] n.投票；投票用纸；投票总数 vi.投票；抽签决定 vt.使投票表决；拉选票 n.(Ballot)人名；(英)巴洛特；(法)巴洛

32 balloting 1 ['bælət] n. 投票；投票用纸 vi. 投票

33 battle 1 ['bætl] n.战役；斗争 vi.斗争；作战 vt.与…作战 n.(Battle)人名；(英)巴特尔；(法)巴特勒；(西)巴特莱

34 battleground 1 ['bætlgraund] n.战场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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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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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39 begin 1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40 behind 2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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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below 1 [bi'ləu] adv.在下面，在较低处；在本页下面 prep.在…下面 n.(Below)人名；(英、德、芬、瑞典)贝洛

43 biden 3 n. 拜登(姓氏)

44 both 2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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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businessman 1 ['biznismæn] n.商人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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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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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50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51 campaign 7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52 campaigns 2 [kæm'peɪn] n. 运动；战役；活动；竞选运动 v. 参加竞选；从事运动

53 campus 3 ['kæmpəs] n.（大学）校园；大学，大学生活；校园内的草地 n.(Campus)人名；(英)坎帕斯；(意、罗)坎普斯；(法)康皮
斯

54 campuses 3 ['kæmpəs] n. 校园；场地 adj. 校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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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celed 1 ['kænsl] v. 取消；作废；注销；抵消；删除 n. 取消；删除

57 candidate 1 n.候选人，候补者；应试者

58 candidates 1 ['kændɪdeɪts] n. 申请求职者；候选人；投考者 名词candidate的复数形式.

59 Carolina 3 [,kærə'lainə] n.卡罗莱纳州（在美国东南部）

60 Caty 1 卡蒂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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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er)人名；(英)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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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hase 1 [tʃeis] vt.追逐；追捕；试图赢得；雕镂 vi.追逐；追赶；奔跑 n.追逐；追赶；追击 n.(Chase)人名；(英)蔡斯；(法)沙斯

64 civic 1 ['sivik] adj.市的；公民的，市民的

65 classes 1 [kla:siz] n.级别，阶级（class复数形式）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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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losing 1 ['kləuziŋ] adj.收盘的；结束的；结尾的 n.结尾辞 v.关闭（close的ing形式）

68 collects 1 [kə'lekt] v. 收集；聚集；募捐；运走；使（自己）镇定

69 college 5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70 colleges 1 ['kɒlɪdʒɪz] 高校

71 committee 1 [kə'miti] n.委员会

72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73 connect 1 [kə'nekt] vt.连接；联合；关连 vi.连接，连结；联合

74 contacts 1 英 ['kɒntækts] 美 ['kɑntækts] n. 联系人；触体 名词contact的复数形式.

75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76 coronavirus 3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77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78 count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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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音乐
的

79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80 creative 1 [kri'eitiv] adj.创造性的

81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82 Dakota 1 [də'kəutə] n.达科他（美国过去一地区名，现分为南、北达科他州） adj.达科他人的

83 Daniel 1 ['dænjəl] n.丹尼尔（男子名）

84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85 democratic 4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86 dependable 1 [di'pendəbl] adj.可靠的，可信赖的；可信任的

87 desires 1 英 [dɪ'zaɪə(r)] 美 [dɪ'zaɪər] n. 渴望；愿望；欲望 v. 渴望；向往；要求

88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89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90 difficulties 1 ['dɪfɪkəlti] n. 困难；争议；麻烦

91 difficulty 2 ['difikəlti] n.困难，困境

92 direct 1 [di'rekt, dai-] adj.直接的；直系的；亲身的；恰好的 vt.管理；指挥；导演；指向 vi.指导；指挥 adv.直接地；正好；按直系
关系

93 disadvantage 1 [disəd'vɑ:ntidʒ] n.缺点；不利条件；损失

94 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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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doors 1 [dɔ:z] n.大门；入口；通道（door的复数）

96 d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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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n.(Down)人名；(英)唐

97 drives 2 n. 驱动程序；驱动器 名词drive的复数形式.

98 drop 1 [drɔp] vt.滴；使降低；使终止；随口漏出 vi.下降；终止 n.滴；落下；空投；微量；滴剂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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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101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102 effectively 1 [i'fektivli] adv.有效地，生效地；有力地；实际上

103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04 eight 3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105 elect 1 [i'lekt] adj.选出的；当选的；卓越的 n.被选的人；特殊阶层；上帝的选民 vt.选举；选择；推选 vi.作出选择；进行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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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mail 1 ['i:'meil] n.电子信函 vt.给…发电子邮件 n.(Email)人名；(法)埃马伊

108 employee 1 [,emplɔi'i:, em'plɔii:] n.雇员；从业员工

109 employees 1 [ˌemplɔɪ'iː ] n. 受雇者；雇工；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

110 empt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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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nding 2 ['endiŋ] n.结局；结尾

112 engagement 3 n.婚约；约会；交战；诺言 n.参与度（指用户点赞、转发、评论、下载文档、观看视频、咨询等交互行为）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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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vans 1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115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116 experienced 1 [ik'spiəriənst] adj.老练的，熟练的；富有经验的

117 face 2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118 fellman 1 n. 费尔曼

119 festival 1 ['festəvəl] n.节日；庆祝，纪念活动；欢乐 adj.节日的，喜庆的；快乐的

120 festivals 1 岁时节庆

121 fewer 2 ['fju:ə] adj.较少的 pron.较少数 int.较少数



122 Florida 1 ['flɔridə] n.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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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forced 1 adj.被迫的；强迫的；用力的；不自然的 v.强迫（force的过去式）

125 form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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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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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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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29 Gaines 1 盖恩斯（人名）

130 gatherings 1 ['ɡæðərɪŋz] n. 聚集，集会（名词gathering的复数形式）

131 Georgia 2 ['dʒɔ:dʒjə] n.乔治亚州；格鲁吉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乔治娅（女子名）

132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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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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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ing)人名；(英)戈因

136 greatly 1 ['greitli] adv.很，大大地；非常

137 group 5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38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39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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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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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hal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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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handwriting 1 ['hænd,raitiŋ] n.笔迹；书法；书写；手稿 v.亲手写（handwrite的ing形式）

143 hart 2 [hɑ:t] n.雄赤鹿（复数harts） n.(Hart)人名；(匈)豪尔特；(西、法)阿特；(英、罗、捷、芬、德)哈特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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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hav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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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h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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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helping 1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148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149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50 h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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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152 hoping 1 ['həʊpɪŋ] n.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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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英)豪斯

154 houses 1 ['hauziz] n.住宅；家园；洋房（house的复数）；房子的总称

155 housing 1 ['hausiŋ] n.房屋；住房供给；[机]外壳；遮盖物；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

156 Illinois 1 [,ili'nɔi(z)] n.伊利诺斯州（美国州名）

157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58 in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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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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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increases 1 [ɪn'kriː s] v. 增加；提高 n. 增加；增强；提高

162 information 4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63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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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6 island 1 ['ailənd] n.岛；岛屿；安全岛；岛状物 adj.岛的 vt.孤立；使成岛状 n.(Island)人名；(英)艾兰

167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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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69 jersey 1 ['dʒə:zi] n.运动衫，毛线衫 n.(Jersey)人名；(英)泽西；(德)耶尔赛

170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171 Jonathan 1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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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kate 1 [keit] n.凯特（女子名，等于Catherine）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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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knowledge 1 ['nɔlidʒ] n.知识，学问；知道，认识；学科 n.(Knowledge)人名；(南非)诺利奇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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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lar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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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laurel 1 ['lɔrəl, 'lɔ:-] n.桂冠，殊荣；月桂树 vt.授予荣誉，使戴桂冠 n.(Laurel)人名；(法)洛雷尔；(英、西、意)劳雷尔

179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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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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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levels 1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84 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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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86 mail 4 [meil] n.邮件；邮政，邮递；盔甲 vt.邮寄；给…穿盔甲 vi.邮寄；寄出 n.(Mail)人名；(法)马伊

187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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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188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89 march 1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190 Maryland 1 ['mεərilænd] n.马里兰（美国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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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messaging 1 n.消息传送；通知；信息传送 v.发送；报信（message的ing形式）

193 methods 1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194 Mexico 1 ['meksikəu] n.墨西哥

195 mid 1 [mid] adj.中间的；中央的 prep.在…之中 n.(Mid)人名；(柬)米

196 mi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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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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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莫雷

199 morehouse 1 n. 莫尔豪斯

200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201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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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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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nominee 1 [,nɔmi'ni:] n.被任命者；被提名的人；代名人



205 nonpartisan 2 [,nɔnpɑ:ti'zæn, nɔn'pɑ:tizən] adj.无党派的；超党派的 n.无党派的人

206 north 3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207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08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9 November 2 [nəu'vembə] n.十一月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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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occurring 1 [ə'kə:riŋ] n.事件；事故；事变

212 of 1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13 Ohio 1 [əu'haiəu] n.俄亥俄州（美国一个州）

214 olds 1 n.老者（old的复数形式）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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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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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online 3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18 only 1 ['əunli] adv.只，仅仅；不料 adj.唯一的，仅有的；最合适的 conj.但是；不过；可是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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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operate 1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221 operations 1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222 opposite 1 ['ɔpəzit, -sit] adj.相反的；对面的；对立的 n.对立面；反义词 prep.在…的对面 adv.在对面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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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225 organized 1 ['ɔ:gənaizd] adj.有组织的；安排有秩序的；做事有条理的 v.组织（organiz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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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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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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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own 1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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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parent 1 ['pεərənt] n.父亲（或母亲）；父母亲；根源 n.(Parent)人名；(法)帕朗；(英、西)帕伦特

233 part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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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people 5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35 percent 1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236 performances 1 [pə'fɔː mənsɪz] 性能

237 pers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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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persuade 1 [pə'sweid] vt.说服，劝说；使某人相信；劝某人做（不做）某事 vi.说服；被说服 adj.空闲的，有闲的

239 phrase 1 [freiz] n.短语,习语,措辞,乐句 vt.措词,将(乐曲)分成乐句

240 policies 1 英 ['pɒləsi] 美 ['pɑːl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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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politics 1 ['pɔlitiks] n.政治，政治学；政治活动；政纲

243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44 presidential 2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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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247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248 processes 1 n.过程；[计]进程（process的复数） v.处理（proces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加工

249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250 public 1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251 question 1 ['kwestʃən] n.问题，疑问；询问；疑问句 vt.询问；怀疑；审问 vi.询问；怀疑；审问

252 raises 1 ['reɪzɪz] n. 加薪；增加 名词raise的复数形式.

253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254 reaching 1 [riː tʃ] v. 到达；伸出；达成；取得联系；延伸；（伸手）去够 n. 范围；影响力；河段；等级

255 register 2 ['redʒistə] vt.登记；注册；记录；挂号邮寄；把…挂号；正式提出 vi.登记；注册；挂号 n.登记；注册；记录；寄存
器；登记簿 n.(Register)人名；(英)雷吉斯特

256 registered 3 ['redʒistəd] adj.注册的；记名的；登记过的；（家畜等）附有血统证明的

257 registering 4 ['redʒistəriŋ] adj.登记的；套版 vt.登记，注册；记录（register的现在分词）；寄存

258 registration 7 [,redʒi'streiʃən] n.登记；注册；挂号

259 rejections 1 [rɪd'ʒekʃnz] 排斥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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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republi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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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research 1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263 restricted 1 [ri'striktid] adj.受限制的；保密的 v.限制（restr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4 rhode 1 [rəud] n.罗德岛

265 rick 1 [rik] vt.把…堆成垛；（英）扭伤 vi.扭伤 n.干草堆；扭伤；人力车 adj.伪装的 n.(Rick)人名；(瑞典)里克；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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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amantha 1 [sə'mænθə] n.萨曼莎（女子名）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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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anders 1 ['sændəz] n.檀香；砂纸 n.(Sanders)人名；(英)桑德斯(教名Alasdair、Alastair、Alexander、Alister、Elshender的昵称)；
(英、法、德、西、荷、瑞典)桑德斯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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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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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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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76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277 s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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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sharp 1 adj.急剧的；锋利的；强烈的；敏捷的；刺耳的 adv.急剧地；锐利地；突然地 n.尖头 vt.磨快；把音调升高 vi.升音演奏
n.(Sharp)人名；(英)夏普

279 s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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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hut 1 [ʃʌt] vt.关闭；停业；幽禁 vi.关上；停止营业 n.关闭 adj.关闭的；围绕的 n.(Shut)人名；(俄)舒特；(中)室(广东话·威妥玛)

281 sides 1 [saɪdz] n.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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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smith 1 [smiθ] n.铁匠；锻工；制作者 vt.锻制 vi.锻打金属；当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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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solutions 1 [sə'lu ʃːnz] n. 解答



286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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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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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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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pokeswoman 1 ['spəuks,wumən] n.女代言人，女代言人

290 sporting 1 ['spɔ:tiŋ] adj.运动的；冒险性的；公正的；喜好运动的 v.娱乐；玩弄（sport的ing形式）

291 sta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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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State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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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steyer 1 施泰尔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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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stops 1 英 [stɒp] 美 [stɑːp] v. 停止；阻止；停留 n. 停止；逗留；车站

296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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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streets 1 [st'riː ts] 街道

298 strong 1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299 struggling 1 ['strʌgliŋ] adj.奋斗的；努力的；苦斗的 v.努力；斗争；竞争（struggle的ing形式）

300 student 1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301 students 4 [st'juːdnts] 学生

302 studied 1 ['stʌdid] adj.有计划的；故意的 v.学习（study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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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supporting 1 [sə'pɔ:tiŋ] adj.支持的；辅助性的；次要的 n.支持；支承面 v.支持；供养（support的ing形式）

305 target 1 n.目标，指标；（攻击的）对象；靶子 v.把...作为目标；面向，对准（某群体） n.（Target）美国塔吉特公司

306 th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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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t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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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the 4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09 thei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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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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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12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13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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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315 to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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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tom 1 n.雄性动物（尤指雄猫）；汤姆（人名） v.〈美口〉(像汤姆叔一样)逆来顺受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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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318 travel 1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319 trum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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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tufts 1 [tʌfts] n. 簇；丛 名词tuft的复数形式.

321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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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unexpected 1 [,ʌnik'spektid] adj.意外的，想不到的

324 universities 1 英 [ˌjuːnɪ'vɜːsəti] 美 [ˌjuːnɪ'vɜːrsəti] n. 大学

325 university 4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326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327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28 Vermont 1 [və:'mɔnt] n.佛蒙特州（美国州名，略作VT）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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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virtually 2 ['və:tʃuəli] adv.事实上，几乎；实质上

331 vot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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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voter 6 ['vəutə] n.选举人，投票人；有投票权者

333 voters 9 ['vəʊtəz] 选民

334 voting 4 ['vəutiŋ] adj.投票的 n.投票；选举 v.投票（vote的ing形式）；选举

335 wants 2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36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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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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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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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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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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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who 2 pron.谁；什么人

345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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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willing 1 ['wiliŋ] adj.乐意的；自愿的；心甘情愿的 v.决心；用意志力驱使；将（财产等）遗赠某人（will的现在分词） n.(Willing)
人名；(德、芬、瑞典)维林；(英)威林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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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wishes 1 [wɪʃ] v. 希望；想要 n. 愿望；命令；渴望；祝颂（表达这个意思时，常用复数）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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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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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353 worse 1 [wə:s, 'wə:s] adj.更坏的；更差的；更恶劣的（bad的比较级）；（病情）更重的（ill的比较级） adv.更糟；更坏；更恶劣
地；更坏地 n.更坏的事；更恶劣的事

354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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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young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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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younger 1 ['jʌŋə, 'jʌŋgə] n.年纪较小者；幼辈 adj.较年轻的 n.(Younger)人名；(英)扬格

358 youth 1 n.青年；青春；年轻；青少年时期 n.(Youth)《芳华》（电影名）

359 zag 1 [zæg] n.急转；急变；锯齿形转角 vi.急转；急变；急弯 n.(Zag)人名；(罗)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