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9-08 [As It Is] Former Vice President Biden Making 3rd
Attempt for US Presidency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he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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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in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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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nd 2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5 to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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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biden 26 n. 拜登(姓氏)

7 of 2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8 a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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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president 15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0 for 1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1 his 1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2 ha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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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vic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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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5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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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7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8 senate 6 ['senit] n.参议院，上院；（古罗马的）元老院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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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two 6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1 b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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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cour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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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nominee 5 [,nɔmi'ni:] n.被任命者；被提名的人；代名人

24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5 part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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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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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8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29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0 candidate 4 n.候选人，候补者；应试者

31 fir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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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hearing 4 ['hiəriŋ] n.听力；审讯，听讯 v.听见（hear的ing形式） n.(Hearing)人名；(英)希尔林

33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34 senator 4 ['senətə] n.参议员；（古罗马的）元老院议员；评议员，理事 n.(Senator)人名；(瑞典、斯威)塞纳托尔

35 suppor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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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supported 4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7 supreme 4 [sju'pri:m, sə-] adj.最高的；至高的；最重要的 n.至高；霸权



38 Thomas 4 ['tɔməs] n.托马斯（男子名）；多马（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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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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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Delaware 3 ['deləwɛə] n.特拉华州（位于美国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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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form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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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helped 3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45 h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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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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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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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led 3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49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50 military 3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51 office 3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52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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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policy 3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54 political 3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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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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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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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trum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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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until 3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60 Washington 3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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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year 3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63 ac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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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65 against 2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66 assault 2 [ə'sɔ:lt] n.攻击；袭击 vt.攻击；袭击 vi.袭击；动武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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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ban 2 [bæn] vt.禁止，取缔 n.禁令，禁忌 n.(Ban)人名；(日)蕃(名)；(缅、老、柬)班；(东南亚国家华语)万；(法)邦；(中)饼(广东
话·威妥玛)；(德、塞、罗、阿拉伯)巴恩；(英)班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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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aty 2 卡蒂

71 chaired 2 英 [tʃeə(r)] 美 [tʃer] n. 椅子；(会议的)主席 vt. 主持；当 ... 的主席

72 closely 2 ['kləusli] adv.紧密地；接近地；严密地；亲近地

73 committee 2 [kə'miti] n.委员会

74 condition 2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75 confusion 2 [kən'fju:ʒən] n.混淆，混乱；困惑

76 conservative 2 [kən'sə:vətiv] adj.保守的 n.保守派，守旧者

77 coronavirus 2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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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音乐
的



79 crime 2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80 criticized 2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81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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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lected 2 v.（进行）选举(el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推举； 选择；决定（做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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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tended 2 [ik'stendid] adj.延伸的；扩大的；长期的；广大的 v.延长；扩充（extend的过去分词）

86 Feder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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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fight 2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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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government 2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90 groups 2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91 harassment 2 ['hærəsmənt, hə'ræsmənt] n.骚扰；烦恼

92 hill 2 [hil] n.小山；丘陵；斜坡；山冈 n.(Hill)人名；(法、西)伊尔；(德、英、匈、捷、罗、芬、瑞典)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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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intervention 2 [,intə'venʃən] n.介入；调停；妨碍

95 Iraq 2 [i'rɑ:k; i'ræk] n.伊拉克（西南亚国家）

96 Joe 2 [dʒəu] n.乔（男子名）

97 lasted 2 ['lɑːstɪd] adj. 持续的 动词la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98 law 2 [lɔ:] n.法律；规律；法治；法学；诉讼；司法界 vi.起诉；控告 vt.控告；对…起诉 n.(La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
(英、缅、柬)劳

99 lawmaker 2 ['lɔ:,meikə] n.立法者

100 leadership 2 ['li:dəʃip] n.领导能力；领导阶层

101 mate 2 [meit] n.助手，大副；配偶；同事；配对物 vt.使配对；使一致；结伴 vi.交配；成配偶；紧密配合 n.(Mate)人名；(日)蛏
(姓)；(西、意、塞)马特；(波黑)马特；(罗、俄)马泰

102 most 2 [məust] adv.最；非常，极其；最多；几乎 adj.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n.大部分，大多数 n.(Most)人名；(德、俄、
法、芬、捷、英)莫斯特

103 nato 2 ['neitəu] abbr.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AtlanticTreatyOrganization） n.(Nato)人名；(意)纳托

104 nominated 2 ['nɒmɪneɪtɪd] adj. 被提名的；被任命的 动词nom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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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November 2 [nəu'vembə] n.十一月

107 Obama 2 n. 巴拉克- 奥巴马(1961-)；美国第44任总统(2009-)

108 old 2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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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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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policies 2 英 ['pɒləsi] 美 ['pɑːl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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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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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running 2 ['rʌniŋ] n.运转；赛跑；流出 adj.连续的；流动的；跑着的；运转着的 v.跑；运转（run的ing形式）；行驶 n.(Running)
人名；(英)朗宁

115 s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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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serving 2 ['sə:viŋ] n.服务；上菜；一份食物 v.服务（serve的ing形式） adj.用于上菜的 n.(Serving)人名；(瑞典)塞尔温

117 shape 2 [ʃeip] n.形状；模型；身材；具体化 vt.形成；塑造，使成形；使符合 vi.形成；成形；成长 n.(Shape)人名；(瑞典)沙佩

118 single 2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119 sons 2 [sʌnz] n.儿子们（son的复数）；子弟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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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times 2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122 unfit 2 [,ʌn'fit] adj.不适宜的；不合格的；不健康的 vt.使不合格；使不相宜；使不胜任

123 university 2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124 us 2 pron.我们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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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weaver 2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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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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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wins 2 视窗网际网路名称服务

130 women 2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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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write 2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133 accident 1 ['æksidənt] n.事故；意外；[法]意外事件；机遇

134 accusation 1 [,ækju:'zeiʃən] n.控告，指控；谴责

135 accused 1 [ə'kju:zd] n.被告 adj.被控告的 v.指责；控告（accuse的过去式）

136 accuses 1 [ə'kjuːz] v. 谴责；控告；指责

137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138 activists 1 ['æktɪvɪsts] 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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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affordable 1 [ə'fɔ:dəbl] adj.负担得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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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age 1 [eidʒ] n.年龄；时代；寿命，使用年限；阶段 vi.成熟；变老 vt.使成熟；使变老，使上年纪 n.(Age)人名；(瑞典)阿格；(日)
扬(姓)；(西、荷)阿赫

143 aggressive 1 [ə'gresiv] adj.侵略性的；好斗的；有进取心的；有闯劲的

144 agreements 1 [əɡ'riː mənts] n. 协定

145 alliances 1 会盟

146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147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48 anita 1 [ə'ni:tə] n.安尼塔（女子名）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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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anti 1 ['ænti, -tai] adj.反对的 n.反对者，反对论者 n.(Anti)人名；(意)安蒂；(阿拉伯)安提

151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152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3 argues 1 英 ['ɑːɡjuː] 美 ['ɑːrɡjuː] v. 说服；争论；辩论

154 Asia 1 ['eiʃə] n.亚洲

155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156 attack 1 [ə'tæk] n.攻击；抨击；疾病发作 vt.攻击；抨击；动手干 vi.攻击；腐蚀 n.(Attack)人名；(瑞典)阿塔克

157 attempt 1 [ə'tempt] n.企图，试图；攻击 vt.企图，试图；尝试

158 avoided 1 [ə'vɔɪdɪd] adj. 避免了 动词avoi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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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barred 1 [bɑ:d] adj.被禁止的；有条纹的 v.（用栅栏）阻挡（bar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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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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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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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166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167 bills 1 [bɪls] n. 账单；纸钞；汇票；法案 名词bill的复数形式.

168 bl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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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bork 1 ['bɔː k] n. 撤消的任命; 诋毁

170 Bosnia 1 ['bɔzniə] n.波斯尼亚；波士尼亚

171 boys 1 n.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

172 breakdown 1 ['breikdaun] n.故障；崩溃；分解；分类；衰弱；跺脚曳步舞

173 bredemeier 1 布雷德迈尔

174 briefly 1 ['bri:fli] adv.短暂地；简略地；暂时地

175 brown 1 [braun] adj.棕色的，褐色的；太阳晒黑的 vi.变成褐色 n.褐色，棕色 vt.使变成褐色 n.(Brown)人名；(英、意、芬、捷、
德、法、西、葡)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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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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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car 1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179 care 1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180 chair 1 [tʃεə] n.椅子；讲座；（会议的）主席位；大学教授的职位 vt.担任（会议的）主席；使…入座；使就任要职 n.(Chair)人
名；(法)谢尔

181 chairman 1 ['tʃεəmən] n.主席，会长；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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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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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86 clarence 1 ['klærəns] n.一种双座四轮马车 n.(Clarence)人名；(英、西、南非)克拉伦斯；(法)克拉朗斯；(葡)克拉伦塞

187 climate 1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188 closure 1 ['kləuʒə] n.关闭；终止，结束 vt.使终止

189 co 1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190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191 com 1 abbr.组件对象模型（ComponentObjectModel）；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Computer-OutputMicro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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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companies 1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194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195 compromise 1 ['kɔmprəmaiz] vt.妥协；危害 vi.妥协；让步 n.妥协，和解；折衷

196 confirmed 1 [kən'fə:md] adj.确认的；保兑的；坚定的；惯常的 v.确证；使坚定（confirm的过去分词）；批准

197 congress 1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198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199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200 considers 1 英 [kən'sɪdə(r)] 美 [kən'sɪdər] v. 考虑；思考；认为；体谅；注视

201 continued 1 [kən'tinju:d] adj.继续的；持久的 v.继续；逗留；维持原状（continu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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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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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205 custom 1 n.习惯，惯例；风俗；海关，关税；经常光顾；[总称]（经常性的）顾客 adj.（衣服等）定做的，定制的

206 daily 1 ['deili] adj.日常的；每日的 n.日报；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日常地；每日；天天 n.(Daily)人名；(英)戴利

207 daughter 1 ['dɔ:tə] n.女儿；[遗][农学]子代 adj.女儿的；子代的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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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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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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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decided 1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212 democrats 1 ['deməkræts] n.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

213 denied 1 [dɪ'naɪəd] adj. 被否认的；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4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5 dignified 1 ['dignifaid] adj.庄严的；有尊严的；高贵的 v.使高贵（dignify的过去式）

216 dignify 1 ['dignifai] vt.使高贵；增威严；授以荣誉

217 discrimination 1 [dis,krimi'neiʃən] n.歧视；区别，辨别；识别力

218 discussions 1 [dɪs'kʌʃnz] 讨论

219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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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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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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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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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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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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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pect 1 [ik'spekt] vt.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期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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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pired 1 adj. 到期的 动词exp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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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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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father 1 ['fɑ:ðə] n.父亲，爸爸；神父；祖先；前辈 vt.发明，创立；当…的父亲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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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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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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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Geor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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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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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graduate 1 ['grædʒuət, -eit, 'grædjueit, -dʒu-] vt.授予…学位；分等级；标上刻度 vi.毕业；渐变 n.研究生；毕业生 adj.毕业的；研究生
的

240 graduated 1 ['grædjueitid, -dʒu-] adj.累进的；分等级的；毕了业的；为毕业生设立的 v.使毕业；毕业（graduate的过去分词）；
使…升级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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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guide 1 [gaid] n.指南；向导；入门书 vt.引导；带领；操纵 vi.担任向导 n.(Guide)人名；(法、葡)吉德

243 guidelines 1 ['ɡaɪdlaɪnz] n. 指导方针；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

244 gulf 1 [gʌlf] n.海湾；深渊；分歧；漩涡 vt.吞没

245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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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heightened 1 ['haɪtn] v. 增加；升高；加强

248 Herzegovina 1 [,hə:tsəgəu'vi:nə] n.黑塞哥维那（南斯拉夫中西部一地区）

249 high 1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250 historic 1 [his'tɔrik] adj.有历史意义的；历史上著名的

251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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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imprisons 1 [ɪm'prɪzn] v. 监禁；关押；束缚

254 increase 1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255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256 invasion 1 [in'veiʒən] n.入侵，侵略；侵袭；侵犯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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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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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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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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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263 join 1 [dʒɔin] vt.参加；结合；连接 vi.加入；参加；结合 n.结合；连接；接合点 n.(Join)人名；(法)茹安

264 judge 1 [dʒʌdʒ] vt.判断；审判 n.法官；裁判员 vi.审判；判决 n.(Judge)人名；(英)贾奇

265 ju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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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ken 1 n.视野范围，见地，知识范围

267 killed 1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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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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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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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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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lawyer 1 ['lɔ:jə] n.律师；法学家 n.(Lawyer)人名；(英)劳耶

273 lead 1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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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leaving 1 ['li:viŋ] n.离开；残余；渣滓 v.离开；留下；舍弃（leave的ing形式）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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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legal 1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278 legislation 1 [,ledʒis'leiʃən] n.立法；法律

279 lesser 1 ['lesə] adj.较少的；次要的；更小的 adv.较少地；更小地；不及 n.(Lesser)人名；(英、德)莱塞

280 liberal 1 ['libərəl] adj.自由主义的；慷慨的；不拘泥的；宽大的 n.自由主义者 n.(Liberal)人名；(葡)利贝拉尔

281 Libya 1 ['libiə] n.埃及以西的北非地方古名；利比亚

282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83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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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longtime 1 ['lɔŋtaim, 'lɔ:ŋ-] adj.长时间的；为时甚久的 adv.长久地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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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mainly 1 ['meinli] adv.主要地，大体上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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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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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291 manufacturing 1 [,mænju'fæktʃəriŋ] adj.制造的；制造业的 n.制造业；工业 v.制造；生产（manufacture的ing形式）

292 marked 1 [mɑ:kt] adj.显著的；有记号的 v.表示（mark的过去分词）；作记号；打分数

293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294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295 men 1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296 mike 1 n.扩音器，麦克风；话筒；休息,游手好闲 vi.使用扩音器；偷懒,游手好闲 vt.用扩音器传送；用窃听器窃听

297 misinformation 1 [,misinfə'meiʃən] n.误报；错误的消息

298 modern 1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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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1 narrowly 1 ['nærəuli] adv.仔细地；勉强地；狭窄地；严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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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nearby 1 ['niə'bai] adj.附近的，邻近的 adv.在附近 prep.在…附近

304 necessary 1 ['nesisəri]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必需品 n.(Necessary)人名；(英)内塞瑟里

305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306 night 1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307 nominees 1 [nɒmɪ'niː z] 被提名者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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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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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obamacare 1 奥巴马医改计划

311 oldest 1 ['əuldist] adj.最老的（old的最高级）；最旧的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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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opponent 1 [ə'pəunənt] n.对手；反对者；敌手 adj.对立的；敌对的

314 opposed 1 [ə'pəuzd] adj.相反的；敌对的 v.反对（oppose的过去分词）；使对立

315 order 1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316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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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pence 1 [pens] n.便士（penny的复数） n.(Pence)人名；(英)彭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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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Persian 1 猫老大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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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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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physical 1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324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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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position 1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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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pressure 1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329 program 1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330 proposing 1 英 [prə'pəʊz] 美 [prə'poʊz] v. 打算；计划；向 ... 提议；求婚；提名

331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332 punishment 1 ['pʌniʃmənt] n.惩罚；严厉对待，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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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335 raid 1 n.袭击；突袭；搜捕；抢劫 vi.突袭 vt.袭击，突袭 n.(Raid)人名；(阿拉伯)拉伊德

336 rd 1 abbr. (DOS命令) 删除空的子目录(=remove directory) abbr. 注册营养师(=Registered Dietitian) abbr. 乡村投递（=rural delivery）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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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record 1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339 reelect 1 [,ri:i'lekt] vt.改选；重选

340 rejection 1 [ri'dʒekʃən] n.抛弃；拒绝；被抛弃的东西；盖帽

341 relations 1 [ri'leʃənz] n.关系；交往；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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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republicans 1 n.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

344 respected 1 [ri'spektid] adj.受尊敬的 v.尊敬；重视（re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45 Robert 1 ['rɔbət] n.罗伯特（男子名）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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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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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349 seat 1 [si:t] n.座位；所在地；职位 vt.使…坐下；可容纳…的；使就职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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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seem 1 [si:m] vi.似乎；像是；装作 n.(Seem)人名；(英)西姆

352 ser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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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served 1 英 [sɜːv] 美 [sɜːr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354 serves 1 英 [sɜːv] 美 [sɜːr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355 s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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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sexual 1 ['seksjuəl, -ʃuəl] adj.性的；性别的；有性的

357 sharply 1 ['ʃa:pli] adv.急剧地；锐利地

358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359 slogan 1 ['sləugən] n.标语；呐喊声

360 small 1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
人名；(英)斯莫尔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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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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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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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speaking 1 ['spi:kiŋ] adj.演讲的；富于表情的，雄辩的 n.说话；演讲 v.讲（speak的ing形式）

365 speeches 1 [s'piː tʃɪz] 言语

366 stage 1 [steidʒ] n.阶段；舞台；戏剧；驿站 vt.举行；上演；筹划 vi.举行；适于上演；乘驿车旅行 n.(Stage)人名；(英)斯特奇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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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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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stay 1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370 steps 1 n.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台阶，步骤（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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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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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strengthen 1 ['streŋθən, 'streŋkθən] vt.加强；巩固 vi.变强；变坚挺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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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study 1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376 successes 1 [sək'sesɪz] 成功

377 successfully 1 [sək'sesfəli] adv.成功地；顺利地

378 surrendering 1 英 [sə'rendə(r)] 美 [sə'rendər] v. 投降；屈服；放弃 n. 投降；屈服；放弃

379 Syracuse 1 ['sairəkju:z; 'si-; -kju:s] n.锡拉库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部一港市）

380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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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383 terms 1 [tə:mz] n.地位，关系；[法]条款；术语；措辞；价钱（term的复数形式） v.把…称为（term的三单形式）

384 theater 1 ['θiətə, 'θi:ə-] n.电影院，戏院，剧场；戏剧；手术室

385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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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through 1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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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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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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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toward 1 [英 [tɔ:d, təʊrd, tə̍ wɔ:d] 美 [tɔrd, tord, təˈwɔrd]] prep.向；对于；为了；接近 adj.即将来到的，进行中的 n.(Toward)人名；
(英)特沃德

393 tragedy 1 ['trædʒidi] n.悲剧；灾难；惨案

394 train 1 [trein] n.火车；行列；长队；裙裾 v.培养；训练；瞄准 n.(Train)人名；(英)特雷恩；(法)特兰；(意)特拉因

395 traveled 1 ['trævəld] adj.富有旅行经验的；旅客多的；旅客使用的 v.旅行（travel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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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understanding 1 [,ʌndə'stændiŋ] n.谅解，理解；理解力；协议 adj.了解的；聪明的；有理解力的 v.理解；明白（understand的ing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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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 unlike 1 [,ʌn'laik] adj.不同的，不相似的 prep.和…不同，不像

400 uproot 1 [ʌp'ru:t] vt.根除，连根拔起；迫使某人离开出生地或定居处 vi.迁离；改变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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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violence 1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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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 visits 1 ['vɪzɪt] v. 拜访；参观；闲谈 n. 拜访；参观；聊天

405 voters 1 ['vəʊtəz] 选民

406 war 1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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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 weapons 1 n.武器（weapon的复数）；武装切换；斗争工具 v.武装（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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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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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when 1 conj.考虑到；既然；当…时；在…时；如果 adv.什么时候，何时；（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在那时；其时；当时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412 wife 1 [waif] n.妻子，已婚妇女；夫人



413 willful 1 ['wilful] adj.有意的；任性的；故意的

414 Wilmington 1 ['wilmiŋtən] n.威明顿市（美国城市）

415 withdrawal 1 [wið'drɔ:əl, wiθ-] n.撤退，收回；提款；取消；退股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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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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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worker 1 ['wə:kə] n.工人；劳动者；职蚁 n.(Worker)人名；(英)沃克

420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421 worthy 1 ['wə:ði] adj.值得的；有价值的；配得上的，相称的；可尊敬的；应…的 n.杰出人物；知名人士 n.(Worthy)人名；(英)沃
西

422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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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