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9-07 [As It Is] President Trump Seeks 2nd Term, After
Overcoming Impeachment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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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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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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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dvised 1 [əd'vaizd] adj.考虑过的；细想过的 v.建议（advise的过去分词）；劝告

5 African 1 ['æfrikən] adj.非洲的，非洲人的 n.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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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gain 3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8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9 agreement 2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10 agreements 1 [əɡ'riː mənts] n. 协定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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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lliance 1 [ə'laiəns] n.联盟，联合；联姻

13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4 America 3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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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mericans 2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17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8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9 and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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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a 1 ['ændʒilə] n.安吉拉（女子名）

21 appointed 1 [ə'pɔintid] adj.约定的，指定的 v.任命；指定；约定时间，地点（appoint的过去分词形式）

22 apprentice 1 [ə'prentis] n.学徒；生手 vt.使…当学徒 vi.当学徒

23 approval 1 [ə'pru:vəl] n.批准；认可；赞成

24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25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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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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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28 a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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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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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tlantic 1 [ət'læntik] n.大西洋 adj.大西洋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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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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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ankruptcy 2 ['bæŋkrəptsi] n.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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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ame 3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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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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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ehind 1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40 belief 1 [bi'li:f] n.相信，信赖；信仰；教义

41 beliefs 1 n.信仰；信�（belief的复数）

42 best 1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43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44 biden 4 n. 拜登(姓氏)

45 billion 3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46 birth 1 [bɑ:θ] n.出生；血统，出身；起源

47 black 3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48 border 1 ['bɔ:də] n.边境；边界；国界 vt.接近；与…接壤；在…上镶边 vi.接界；近似 n.(Border)人名；(英)博德

49 born 1 [bɔ:n] v.出世（bear的过去分词） adj.天生的 n.(Born)人名；(柬)邦；(英、西、俄、捷、德、瑞典、匈)博恩

50 broadcast 1 ['brɔ:dkɑ:st, -kæst] vt.播送，播放；（无线电或电视）广播；播撒（种子） vi.广播，播送；播放 n.广播；播音；广播
节目 adj.广播的

51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52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53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54 business 2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55 businesses 1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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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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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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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ampaign 3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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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anada 1 ['kænədə] n.加拿大（北美洲国家）

62 casino 1 [kə'si:nəu] n.俱乐部，赌场；娱乐场 n.(Casino)人名；(西、法)卡西诺

63 casinos 1 英 [kə'siː nəʊ] 美 [kə'siː noʊ] n. 娱乐场；赌场；一种牌戏

64 challenge 1 n.挑战；怀疑 vt.向…挑战；对…质疑

65 challenges 2 ['tʃælɪndʒ] n. 挑战；邀请比赛；盘问；质疑 v. 向 ... 挑战；盘问；质疑

66 chancellor 1 ['tʃɑ:nsələ, 'tʃæn-] n.总理（德、奥等的）；（英）大臣；校长（美国某些大学的）；（英）大法官；（美）首席法官
n.(Chancellor)人名；(英)钱塞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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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charge 1 [tʃɑ:dʒ] n.费用；电荷；掌管；控告；命令；负载 vt.使充电；使承担；指责；装载；对…索费；向…冲去 vi.充电；控
告；索价；向前冲；记在账上 n.(Charge)人名；(法)沙尔热；(英)查奇

69 charges 2 [t'ʃɑːdʒɪz] n. 费用

70 check 1 vt.检查，核对；制止，抑制；在…上打勾 vi.核实，查核；中止；打勾；[象棋]将一军 n.<美>支票；制止，抑制；检
验，核对 n.（英）切克（人名）

71 china 2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72 choice 1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73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74 claimed 2 [kleɪm] n. 要求；要求权；主张；断言；声称；要求物 vt. 要求；请求；主张；声称；断言

75 cleared 1 [klɪəd] adj. 清除的 动词cl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76 climate 1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77 command 1 [kə'mɑ:nd] vi.命令，指挥；控制 vt.命令，指挥；控制；远望 n.指挥，控制；命令；司令部 n.(Command)人名；(法)科
芒



78 commercial 1 [kə'mə:ʃəl] adj.商业的；营利的；靠广告收入的 n.商业广告

79 company 1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80 completing 1 [kəm'pliː t] adj. 完整的；完成的；彻底的 vt. 完成；使完美；使圆满；填（表格等）

81 congressional 2 [kən'greʃənəl] adj.国会的；会议的；议会的

82 conspiracy 2 [kən'spirəsi] n.阴谋；共谋；阴谋集团

83 contagious 1 [kən'teidʒəs] adj.感染性的；会蔓延的

84 controlled 2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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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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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countries 2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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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course 1 n.科目；课程；过程；进程；道路；路线，航向；一道菜 vt.追赶；跑过 vi.指引航线；快跑

90 courses 1 ['kɔː sɪz] n. 课程；路线（course的复数）

91 cou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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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courts 1 英 [kɔːt] 美 [kɔːrt] n. 法院；庭院；宫廷；球场；奉承 v. 献殷勤；追求；招致；设法获得

93 covering 1 ['kʌvəriŋ] adj.掩盖的，掩护的 n.遮盖物，覆盖物 v.覆盖；穿（cover的ing形式）；代替

94 credit 1 ['kredit] n.信用，信誉；[金融]贷款；学分；信任；声望 vt.相信，信任；把…归给，归功于；赞颂

95 creditors 1 [k'redɪtəz] 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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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crisis 1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98 criticized 1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99 crosses 1 英 [krɒs] 美 [krɔːs] v. 穿过；交叉；杂交；反对；勾掉；碰见；阻挠 n. 十字架；十字形；杂交动植物；苦难 adj. 交叉
的；相反的；生气的；杂交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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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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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deal 1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
西)迪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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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debts 1 ['dets] n. 债券 名词debt的复数形式.

105 declare 1 [di'klεə] vt.宣布，声明；断言，宣称 vi.声明，宣布

106 declared 1 [di'klεəd] adj.公然的；公开宣布的

107 defend 1 [di'fend] vt.辩护；防护 vi.保卫；防守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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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democratic 3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110 demonstrations 1 [demənst'reɪʃnz] n. 课堂演示；示范 名词demonstration的复数形式.

111 detention 1 [di'tenʃən] n.拘留；延迟；挽留

112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113 developer 1 [di'veləpə] n.开发者；[摄]显影剂

114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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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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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118 dismissed 1 [dɪs'mɪst] adj. 解散的；摒弃的；解雇的 动词dismi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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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donald 2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121 dropped 1 [drɒpt] v. 降下(减少；划线；停止；除去)

122 during 3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123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124 early 3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125 economic 2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126 economy 1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127 editor 2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128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29 election 3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130 emergency 1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131 emmanuel 1 [i'mænjuəl] n.以马内利（耶稣基督的别称）；伊曼纽尔（男子名，等于Immanuel）

132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133 enemies 1 ['enəmɪz] n. 敌人；敌军；有害物（名词enemy的复数形式）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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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ntering 1 ['entəriŋ] v.进入（enter的ing形式）；录入；键入

136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37 estate 3 n.房地产；财产；身份

138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139 expanded 1 [ik'spendid] adj.扩充的；展开的 vt.扩大（expand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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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perts 1 英 ['ekspɜːt] 美 ['ekspɜːr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42 expressed 1 [ɪk'spres] n. 快车；快递；专使 adj. 明确的；急速的；直接的 adv. 用快递 vt. 表达；表示；挤压出；快递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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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faced 1 [feist] adj.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有…表面的 v.面对（face的过去分词）

145 falsely 1 ['fɔ:lsli] adv.错误地；虚伪地；不实地

146 family 1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147 Federal 1 ['fedərəl] adj.联邦的；同盟的 n.北部联邦同盟盟员；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148 finance 1 [fai'næns] n.财政，财政学；金融 vt.负担经费，供给…经费 vi.筹措资金 n.(Finance)人名；(法)菲南斯

149 finish 1 ['finiʃ] vt.完成；结束；用完 vi.结束，终止；终结 n.结束；完美；回味（葡萄酒）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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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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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floyd 2 [flɔid] n.弗洛伊德（男子名）

153 for 1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54 forbes 1 ['fɔ:bəz] n.福布斯（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美国出版及媒体集团）；福布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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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157 foreign 2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158 formed 1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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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free 2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161 French 1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162 friendly 1 ['frendli] adj.友好的；亲切的；支持的；融洽的，和睦的 adv.友善地；温和地 n.(Friendly)人名；(英)弗兰德利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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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65 gamble 1 ['gæmbl] vi.赌博；孤注一掷；投机；打赌 vt.赌博；孤注一掷；冒险假设 n.赌博；冒险；打赌 n.(Gamble)人名；(英)甘
布尔；(瑞典)甘布勒

166 game 1 [geim] n.游戏；比赛 adj.勇敢的 vi.赌博 n.(Game)人名；(英)盖姆；(法)加姆；(西)加梅

167 Geor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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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German 1 ['dʒə:mən]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n.德语；德国人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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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golf 3 [gɔlf] n.高尔夫球；高尔夫球运动 vi.打高尔夫球 n.(Golf)人名；(西、挪)戈尔夫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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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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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grassy 1 ['grɑ:si] adj.长满草的；草绿色的 n.(Grassy)人名；(英、法、西)格拉西

174 great 2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175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176 growth 1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177 h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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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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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ha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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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hate 1 [heit] vt.憎恨；厌恶；遗憾 vi.仇恨 n.憎恨；反感 n.(Hate)人名；(法)阿特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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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h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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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84 help 1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普

185 highs 1 ['haɪz] n. 高频分量(高处)

186 hi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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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his 13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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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hotels 1 霍特尔斯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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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hunter 1 ['hʌntə] n.猎人；猎犬；搜寻者

192 II 1 abbr.微光（ImageIntensification）

193 illegal 1 adj.[法]非法的；违法的；违反规则的 n.非法移民，非法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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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impeach 1 [im'pi:tʃ] vt.弹劾；归咎；怀疑 n.控告，检举；弹劾；怀疑

196 impeached 2 [ɪm'piː tʃ] v. 归咎；怀疑；控告；弹劾

197 impeachment 1 [im'pi:tʃmənt] n.弹劾；控告；怀疑；指摘

198 in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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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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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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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international 1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202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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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investigate 1 [in'vestigeit] v.调查；研究

204 investment 1 [in'vestmənt] n.投资；投入；封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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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Iran 1 [i'rɑ:n; i'ræn] n.伊朗（亚洲国家）

207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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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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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job 1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211 jobless 1 ['dʒɔblis] adj.失业的，无业的；（关于）失业者的 n.失业者

212 Joe 2 [dʒəu] n.乔（男子名）

213 john 1 [dʒɔn] n.厕所

214 Jong 1 [jɔŋ] n.小伙子；（旧时的）青年男奴 n.(Jong)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永；(德、荷)容

215 Judges 1 ['dʒʌdʒiz] n.士师记（又译《民长记》，旧约全书之一卷）

216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217 June 1 n.六月；琼（人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年轻气盛的六月”）

218 justices 1 [d'ʒʌstɪsɪz] 公平

219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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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kill 1 [kil] vt.杀死；扼杀；使终止；抵消 vi.杀死 n.杀戮；屠杀 adj.致命的；致死的 n.(Kill)人名；(德)基尔

222 Kim 1 [kim] n.金姆（人名）

223 known 2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224 Korean 1 [kə'riən] adj.韩国人的；韩国语的；朝鲜人的；朝鲜语的 n.韩国人；韩国语；朝鲜人；朝鲜语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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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227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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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launching 1 ['lɔ:ntʃiŋ, 'lɑ:n] n.发射；下水；创设 v.发射；发动；开始从事（launch的ing形式）

230 lawmaker 1 ['lɔ:,meikə] n.立法者

231 leader 2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232 leadership 1 ['li:dəʃip] n.领导能力；领导阶层

233 leading 2 ['li:diŋ] adj.领导的；主要的 n.领导；铅板；行距 v.领导（lead的ing形式）

234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235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236 legally 2 ['li:gəli] adv.合法地；法律上

237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238 limit 1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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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lower 1 ['ləuə] vt.减弱，减少；放下，降下；贬低 vi.降低；减弱；跌落 adj.下游的；下级的；下等的 n.(Lower)人名；(英、意)洛
厄

241 lowest 1 ['ləuist] adj.最低的；最小的（low的最高级）；最底下的

242 macron 1 ['mækrɔn, 'mei-] n.长音符号（加于元音上） n.(Macron)人名；(法)马克龙

243 magazine 1 n.杂志；弹药库；胶卷盒



244 major 1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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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man 1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247 mask 1 [mɑ:sk, mæsk] n.面具；口罩；掩饰 vi.掩饰；戴面具；化装 vt.掩饰；戴面具；使模糊

248 masks 1 英 [mɑːsk] 美 [mæsk] n. 伪装；面罩；面具；[计算机]掩码 v. 掩饰；戴面具；遮盖

249 matter 2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250 measures 1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251 Merkel 1 n. 默克尔

252 met 1 [met] v.遇见（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et)人名；(瑞典)梅特

253 Mexican 1 ['meksikən] adj.墨西哥的；墨西哥人的 n.墨西哥人；墨西哥语

254 Mexico 2 ['meksikəu] n.墨西哥

255 military 1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256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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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movement 1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259 mu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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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must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261 nam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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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nation 1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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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nationwide 1 ['neiʃənwaid] adj.全国范围的；全国性的 adv.在全国

265 nato 1 ['neitəu] abbr.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AtlanticTreatyOrganization） n.(Nato)人名；(意)纳托

266 nbc 1 [ˌenbiː 'siː ] abbr.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267 nd 1 abbr.国债（NationalDebt）；国防（NationalDefence）；核装置（NuclearDevice）

268 nearly 2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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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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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north 2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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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note 1 [nəut] n.笔记；音符；票据；注解；纸币；便笺；照会；调子 vt.注意；记录；注解 n.(Note)人名；(英)诺特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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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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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nuclear 1 ['nju:kliə, 'nu:-] adj.原子能的；[细胞]细胞核的；中心的；原子核的

277 Numbers 1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278 Obama 1 n. 巴拉克- 奥巴马(1961-)；美国第44任总统(2009-)

279 of 2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80 officially 1 [ə'fiʃəli] adv.正式地；官方地；作为公务员

281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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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once 2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283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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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oneself 1 [wʌn'self, -zelf] pron.自己；亲自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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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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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Orlando 1 [ɔ:'lændəu] n.奥兰多（美国城市名，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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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oust 1 [aust] vt.驱逐；剥夺；取代

290 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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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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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土)奥韦尔

292 overcome 1 [,əuvə'kʌm] vt.克服；胜过 vi.克服；得胜

293 overcoming 1 英 [ˌəʊvə'kʌm] 美 [ˌoʊvər'kʌm] vt. 战胜；克服；使受不了；(感情等)压倒 vi. 获胜；赢

294 pacific 1 adj.和平的；温和的；平静的 n.太平洋 adj.太平洋的

295 pandemic 2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296 Paris 1 ['pæris] n.巴黎（法国首都）；帕里斯（特洛伊王子）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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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partnership 1 ['pɑ:tnəʃip] n.合伙；[经管]合伙企业；合作关系；合伙契约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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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pay 1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301 peaceful 1 ['pi:sful] adj.和平的，爱好和平的；平静的

302 Pennsylvania 1 [,pensil'veinjə] n.宾夕法尼亚州（美国州名）

303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304 perc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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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percentage 1 [pə'sentidʒ] n.百分比；百分率，百分数

306 personal 1 ['pə:sənl] adj.个人的；身体的；亲自的 n.人事消息栏；人称代名词

307 personality 1 [,pə:sə'næləti] n.个性；品格；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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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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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斯

310 played 1 v.演奏；播放；玩耍；参加竞赛（play的过去分词） adj.比赛的

311 points 1 [英[pɒɪnts] 美[pɔints]] n.点；目的（point的复数）；见解 v.指引；瞄准（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 n.(Points)人名；(英)波因
茨

312 poli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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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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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policy 2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315 political 1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316 politics 2 ['pɔlitiks] n.政治，政治学；政治活动；政纲

317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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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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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president 1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321 presidential 3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322 prices 1 [praɪs] n. 价格；代价；价值 v. 给…定价；估价；贴价格标签；比较价格

323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324 producer 1 [prəu'dju:sə] n.制作人，制片人；生产者；发生器

325 profile 2 ['prəufail] n.侧面；轮廓；外形；剖面；简况 vt.描…的轮廓；扼要描述 vi.给出轮廓



326 promise 1 ['prɔmis] n.许诺，允诺；希望 vt.允诺，许诺；给人以…的指望或希望 vi.许诺；有指望，有前途

327 properties 1 [p'rɒpətɪz] n. 道具；属性；性能；资产；地产 property的复数形式.

328 property 1 ['prɔpəti] n.性质，性能；财产；所有权

329 protection 1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330 protester 1 [prəu'testə] n.抗议者；反对者；持异议者

331 protests 1 英 ['prəʊtest] 美 ['proʊtest] n. 抗议；反对 v. 抗议；反对；申明；断言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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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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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pushed 1 [puʃt] adj.处于窘境的；为难的；推挤现象的 v.推；挤；逼迫（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35 Putin 1 ['putin] n.普京（人名）

336 questioned 2 ['kwestʃən] n. 问题；疑问 v. 询问；怀疑

337 rate 2 [reit] n.比率，率；速度；价格；等级 vt.认为；估价；责骂 vi.责骂；被评价 n.(Rate)人名；(法、塞)拉特

338 re 3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339 reached 1 到达

340 re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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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

341 reality 1 [ri'æləti, ri:-] n.现实；实际；真实

342 rebuilt 1 [ri:'bilt] v.重新组装（rebuil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重建

343 recorded 1 [ri'kɔ:did] adj.记录的 v.记录；录音（record的过去分词）

344 reform 1 [ri'fɔ:m] n.改革，改良；改正 vt.改革，革新；重新组成 vi.重组；改过 adj.改革的；改革教会的

345 relationship 1 [ri'leiʃənʃip] n.关系；关联

346 relationships 1 [rɪ'leɪʃnʃɪps] 关系[式]

347 renegotiate 1 [,ri:ni'gəuʃieit] vt.重新谈判；重新协商 vi.重新谈判

348 reorganize 1 [,ri:'ɔ:gənaiz] vt.整理；改组；重新制定 vi.整顿；改编

349 repay 1 [ri:'pei, ri-] vi.偿还；报答；报复 vt.回报；报复；付还

350 repeatedly 1 [rɪ'piː tɪdli] adv. 重复地；再三地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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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353 representatives 1 [reprɪ'zentətɪvz] n. 众议院议员；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

354 represents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355 republi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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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residential 1 [,rezi'denʃəl] adj.住宅的；与居住有关的

357 rose 1 n.玫瑰；粉红色；蔷薇（花）；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玫瑰花的；玫瑰色的；粉红色的；带有玫瑰香味的 vt.使成玫瑰色，
使（面颊）发红；使有玫瑰香味 vi.起义(rise的过去式)；升起；（数量）增加；休会

358 Russian 1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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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伯)赛义德

360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361 seco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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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363 seeks 1 [siː k] vt. 寻求；追求；试图 vi. 寻找

364 senate 1 ['senit] n.参议院，上院；（古罗马的）元老院

365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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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several 3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368 shand 2 n. 尚德

369 shouting 1 ['ʃəutiŋ] n.大喊大叫 vi.大喊大叫（shout的现在分词）

370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371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372 slogan 3 ['sləugən] n.标语；呐喊声

373 slowly 1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374 son 1 [sʌn] n.儿子；孩子（对年轻人的称呼）；男性后裔 n.(Son)人名；(土、老、柬)松；(法、罗)索恩；(日)存(名)；(日)孙
(姓)；(越)山

375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376 sought 1 [sɔ:t] v.寻找（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77 spends 1 [s'pendz] n. 开支，花费（spend的复数形式） v. 花费（动词spen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78 spread 3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379 sta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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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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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 State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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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stayed 1 [steɪ] v. 停留；逗留；保持 n. 停留；逗留

383 stock 1 n.股份，股票；库存；血统；树干；家畜 adj.存货的，常备的；平凡的 vt.进货；备有；装把手于… vi.囤积；办货；出
新芽 n.(Stock)人名；(德、匈、捷)施托克；(英、法、葡、瑞典)斯托克

384 stop 1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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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studies 2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387 succeed 1 [sək'si:d] vi.成功；继承；继任；兴旺 vt.继承；接替；继…之后

388 success 1 [sək'ses] n.成功，成就；胜利；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

389 successes 1 [sək'sesɪz]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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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support 2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392 supporter 1 [sə'pɔ:tə] n.支持者；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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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 supreme 1 [sju'pri:m, sə-] adj.最高的；至高的；最重要的 n.至高；霸权

395 susan 2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396 swept 1 [swept] v.扫除（sw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扫频的

397 symbol 1 ['simbəl] n.象征；符号；标志

398 Syria 1 ['si:riə; 'si-] n.叙利亚共和国

399 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400 tax 1 [tæks] vt.向…课税；使负重担 n.税金；重负 n.(Tax)人名；(英、匈、捷)塔克斯

401 television 3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402 term 2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403 th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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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 the 5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405 then 3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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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408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409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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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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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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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to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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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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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416 tomorrow 1 [tə'mɔrəu, -'mɔ:-] n.明天；未来 adv.明天；未来地（等于to-morrow）

417 took 2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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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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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trans 1 [træns, trænz, trɑ:ns, trɑ:nz] abbr.翻译（translate） pref.表“横穿”；表“进入” n.传动装置；变速箱

421 treatment 1 ['tri:tmənt] n.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422 troops 1 n.[军]部队；[军]军队（troop的复数形式）

423 trum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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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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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TV 2 ['ti:'vi:] abbr.电视（television）

426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427 Ukraine 1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428 un 1 [ʌn, ən] pron.家伙，东西 n.(Un)人名；(柬)温

429 unable 1 [ʌn'eibl] adj.不会的，不能的；[劳经]无能力的；不能胜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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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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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unemployment 1 [,ʌnim'plɔimənt] n.失业；失业率；失业人数

433 united 6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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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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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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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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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 ve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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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 vi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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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 videos 1 英 ['vɪdiəʊ] 美 ['vɪdioʊ] n. 录像；视频 v. 录制电视节目 adj. 视频的；录像的

441 virus 3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442 visit 1 ['vizit] n.访问；参观；逗留 vt.访问；参观；视察 vi.访问；暂住；闲谈 n.(Visit)人名；(老)维西；(泰)威实

443 Vladimir 1 ['vlædimə] n.弗拉基米尔（古罗斯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的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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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voters 1 ['vəʊtəz] 选民

446 wall 2 [wɔ:l] n.墙壁，围墙；似墙之物 vt.用墙围住，围以墙 adj.墙壁的 n.(Wall)人名；(英)沃尔；(德、芬、捷、瑞典)瓦尔

447 war 2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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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was 1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450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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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wear 2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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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 well 1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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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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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 Wharton 1 ['(h)wɔ:tn] n.沃顿（姓氏）；沃顿商学院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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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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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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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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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 whi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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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 who 1 pron.谁；什么人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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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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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 with 7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466 with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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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 wit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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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 wording 1 ['wə:diŋ] n.[语]措辞；用语；语法 v.用词语表达；讲话（word的ing形式）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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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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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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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 world 3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473 worth 1 [wə:θ] adj.值…的 n.价值；财产 n.(Worth)人名；(英)沃思；(德)沃特

474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475 wrongdoing 1 ['rɔŋ'du:ŋ, 'rɔ:ŋ-] n.坏事；不道德的行为

476 years 4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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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 York 2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