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9-09 [As It Is]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a Loyal
Conservativ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6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3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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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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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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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ce 24 [pens] n.便士（penny的复数） n.(Pence)人名；(英)彭斯

6 to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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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he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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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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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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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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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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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vic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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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was 10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4 president 9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5 from 8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6 ha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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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n 7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8 conservative 7 [kən'sə:vətiv] adj.保守的 n.保守派，守旧者

19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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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republica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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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coronavirus 6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22 Indiana 6 [,indi'ænə] n.印第安纳州（美国中部的州）

23 law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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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trum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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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virus 6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26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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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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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hous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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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30 mik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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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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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gainst 4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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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een 4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35 cases 4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36 during 4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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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ov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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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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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who 4 pron.谁；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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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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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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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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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meetings 3 ['miː tɪŋz] n. 会议 名词meeting的复数形式.

46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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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48 rising 3 ['raiziŋ] n.上升；起床；造反 adj.上升的；上涨的；新兴的 adv.接近 v.上升（rise的ing形式） n.(Rising)人名；(瑞典)里辛；
(英)赖辛

49 signed 3 [saind] adj.有符号的；已签字的；有正负之分的 v.署名；写下；预示；示意（sign的过去分词）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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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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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sta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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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Stat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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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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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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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58 vo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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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won 3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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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administration 2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62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63 ag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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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became 2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65 businesses 2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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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omments 2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68 condone 2 [kən'dəun] vt.宽恕；赦免

69 congress 2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70 conservatives 2 [kən'sɜːvətɪvz] 守旧派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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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crisis 2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73 customers 2 ['kʌstəməz] n. 顾客；<口>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

74 degree 2 [di'gri:] n.程度，等级；度；学位；阶层

75 democratic 2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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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ffort 2 ['efət] n.努力；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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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lectorate 2 [i'lektərət] n.选民；选区

80 encouraging 2 [in'kʌridʒiŋ] adj.令人鼓舞的；鼓励的，奖励的 v.鼓励，支持（encourage的ing形式）

81 evangelical 2 [,i:væn'dʒelikəl,-ik] adj.福音的；福音派教会的；新教会的 n.福音派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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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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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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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governor 2 ['gʌvənə] n.主管人员；统治者，管理者；[自]调节器；地方长官

86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87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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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89 host 2 [həust] n.[计]主机；主人；主持人；许多 vt.主持；当主人招待 vi.群集；做主人

90 influential 2 adj.有影响的；有势力的 n.有影响力的人物

91 jr 2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92 June 2 n.六月；琼（人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年轻气盛的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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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lawmaker 2 ['lɔ:,meikə] n.立法者

95 mario 2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96 measure 2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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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no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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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numb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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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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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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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panic 2 ['pænik] n.恐慌，惊慌；大恐慌 adj.恐慌的；没有理由的 vt.使恐慌 vi.十分惊慌 n.(Panic)人名；(罗)帕尼克

103 politician 2 [,pɔli'tiʃən] n.政治家，政客

104 posi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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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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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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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radio 2 ['reidiəu] n.收音机；无线电广播设备 vi.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用无线电发送 n.(Radio)人名；(西)拉迪奥

108 recor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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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religious 2 [ri'lidʒəs] adj.宗教的；虔诚的；严谨的；修道的 n.修道士；尼姑

110 reported 2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111 representatives 2 [reprɪ'zentətɪvz] n. 众议院议员；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

112 required 2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113 ritter 2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114 sa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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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six 2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116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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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support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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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television 2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120 TENS 2 十位

121 term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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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testing 2 ['testiŋ] n.[试验]测试 adj.试验的；棘手的 v.测验；考查；受考验（test的ing形式）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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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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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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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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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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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voters 2 ['vəʊtəz] 选民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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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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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workers 2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134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135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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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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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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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aid 1 [eid] n.援助；帮助；助手；帮助者 vt.援助；帮助；有助于 vi.帮助 n.(Aid)人名；(阿拉伯、印、英)艾德

140 aimed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41 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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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amended 1 [ə'mendɪd] adj. 修正的 动词am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3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144 answered 1 英 ['ɑːnsə(r)] 美 ['ænsər] v. 回答；答复；接电话 n. 答案；回答；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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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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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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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argued 1 英 ['ɑːɡjuː] 美 ['ɑːrɡjuː] v. 说服；争论；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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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152 bar 1 n.条，棒；酒吧；障碍；法庭 vt.禁止；阻拦 prep.除……外 n.(Bar)人名；(阿拉伯、德、法、俄、罗、捷、波、葡、以)巴
尔

153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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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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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57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158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159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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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blamed 1 [bleimd] adj.混蛋的，该死的 v.谴责

162 blocking 1 ['blɔkiŋ] n.阻塞；封闭；大块 v.阻塞（block的ing形式）

163 bredemeier 1 布雷德迈尔

164 brother 1 ['brʌðə] n.兄弟；同事；战友 int.我的老兄！ n.(Brother)人名；(英)布拉泽

165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166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167 buys 1 [baɪ] vt. 购买；买；获得；收买；<俚>相信 vi. 买 n. 购买；便宜货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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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campaign 1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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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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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73 capital 1 ['kæpitə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Capital)人名；(法)卡皮塔尔

174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175 cen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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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chaired 1 英 [tʃeə(r)] 美 [tʃer] n. 椅子；(会议的)主席 vt. 主持；当 ... 的主席

177 chairman 1 ['tʃεəmən] n.主席，会长；董事长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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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children 1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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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Christian 1 ['kristjən; -tʃən] n.基督徒，信徒 adj.基督教的；信基督教的

182 christians 1 克里斯蒂安斯；Christian的复数形式，基督徒

183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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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186 committee 1 [kə'miti] n.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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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completed 1 [kəm'pliː tɪd] adj. 已完成的 v. 完成（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9 compromised 1 adj.妥协的；妥协让步的，缺乏抵抗力的 vt.妥协；连累（compromise的过去分词）

190 conferences 1 ['kanfərəns] n. 会议；研讨会；商讨会 名词conference的复数形式.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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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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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continues 1 [kən'tɪnju ]ː v. 继续；连续；维持；持续

194 controll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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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creating 1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196 criticize 1 [ˈkrɪtɪsaɪz] vt.批评；评论；非难 vi.批评；评论；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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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199 curve 1 [kə:v] n.曲线；弯曲；曲线球；曲线图表 vt.弯；使弯曲 vi.成曲形 adj.弯曲的；曲线形的

200 cutting 1 ['kʌtiŋ] n.[机]切断；剪辑；开凿 adj.锋利的；严寒的；尖酸刻薄的 v.削减（cut的ing形式）；采伐；切开 n.(Cutting)人
名；(英)卡廷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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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deaths 1 ['deθs] 死亡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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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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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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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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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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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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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document 1 n.文件，公文；[计]文档；证件 vt.记录，记载

212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213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214 earliest 1 英 ['ɜːliɪst] 美 ['ɜːrliɪst] n. 最早 adj. 最早的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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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arned 1 ['ɜːnd] adj. 挣得的；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7 east 1 [i:st] n.东方；东风；东方国家 adj.东方的；向东的；从东方来的 adv.向东方，在东方 n.(East)人名；(英)伊斯特

218 elected 1 v.（进行）选举(el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推举； 选择；决定（做某事）

219 e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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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nemy 1 ['enimi] n.敌人，仇敌；敌军 adj.敌人的，敌方的

221 engineering 1 [,endʒi'niəriŋ] n.工程，工程学 v.设计；管理（engineer的ing形式）；建造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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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stablished 1 [i'stæbliʃt] adj.确定的；已制定的，已建立的

224 existing 1 [ig'zistiŋ] adj.目前的；现存的 v.存在（exist的现在分词）

225 expand 1 [ik'spænd] vt.扩张；使膨胀；详述 vi.发展；张开，展开

226 f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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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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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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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230 fear 1 [fiə] n.害怕；恐惧；敬畏；担心 vt.害怕；敬畏；为…担心 vi.害怕；敬畏；为…担心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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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233 flatten 1 ['flætn] vt.击败，摧毁；使……平坦 vi.变平；变单调 n.(Flatten)人名；(德)弗拉滕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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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force 1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236 forgive 1 [fə'giv] vt.原谅；免除（债务、义务等） vi.表示原谅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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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fre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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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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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fright 1 [frait] n.惊吓；惊骇 vt.使惊恐

241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242 gender 1 ['dʒendə] n.性；性别；性交 vt.生（过去式gendered，过去分词gendered，现在分词gendering，第三人称单数genders，形
容词genderless）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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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245 goods 1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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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248 governments 1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249 governorship 1 ['gʌvənəʃip] n.州长或总督等的职位；州长或总督等的任期

250 greg 1 [greg] n.格雷格（男子名，等于Gregory）

251 grew 1 [gru:] v.成长，种植（grow的过去式） n.(Grew)人名；(芬)格雷夫；(英、葡)格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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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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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Harris 1 ['hæris] n.哈里斯（英国苏格兰一地区）；哈里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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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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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himself 1 [him'self] pron.他自己；他亲自，他本人

258 hopeful 1 ['həupful] adj.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n.有希望成功的人

259 Hopkins 1 ['hɔpkinz] n.霍普金（姓氏）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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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hurt 1 [hə:t] vt.使受伤；损害；使疼痛；使痛心 vi.感到疼痛；有坏处；带来痛苦 n.痛苦；危害；痛苦的原因 adj.受伤的；痛苦
的；受损的 n.(Hurt)人名；(德、匈、捷)胡特；(英)赫特

262 identity 1 [ai'dentəti] n.身份；同一性，一致；特性；恒等式

263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64 ignores 1 英 [ɪɡ'nɔː(r)] 美 [ɪɡ'nɔːr] vt. 忽视；不理；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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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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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Indianapolis 1 [,indiə'næpəlis] n.印第安纳波利斯（美国印第安纳州首府）

268 individuals 1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269 insulting 1 [in'sʌltiŋ] adj.侮辱的，无礼的；污蔑的；损害人体的 v.侮辱；损害（insult的ing形式）

270 invisible 1 [in'vizəbl] adj.无形的，看不见的；无形的；不显眼的，暗藏的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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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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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jobs 1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274 Johns 1 [dʒɔnz] n.约翰斯（姓氏）

275 journal 1 ['dʒə:nəl] n.日报，杂志；日记；分类账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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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kamala 1 [kə'mɑ:lə, 'kʌmələ] n.粗糠柴；卡马拉；吕宋楸荚粉 n.(Kamala)人名；(印、毛里塔)卡玛拉(女名)，卡马拉

278 Karen 1 ['ka:rən] n.凯伦（人名）；克伦邦（缅甸邦名）

279 ken 1 n.视野范围，见地，知识范围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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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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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largely 1 ['lɑ:dʒli] adv.主要地；大部分；大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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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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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leading 1 ['li:diŋ] adj.领导的；主要的 n.领导；铅板；行距 v.领导（lead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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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legalization 1 [,li:gəlai'zeiʃən, -li'z-] n.[法]合法化；法律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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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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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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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local 1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292 loyal 1 ['lɔiəl] adj.忠诚的，忠心的；忠贞的 n.效忠的臣民；忠实信徒 n.(Loyal)人名；(英、德、西、匈、法)洛亚尔

293 loyalty 1 n.忠诚；忠心；忠实；忠于…感情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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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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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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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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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marriages 1 n. 婚姻；结合；兼并（marriage的复数）

299 married 1 ['mærid] adj.已婚的，有配偶的；婚姻的，夫妇的；密切结合的 n.已婚者 v.结婚，与…结婚（marry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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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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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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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million 1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305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306 minority 1 n.少数民族；少数派；未成年

307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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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mu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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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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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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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nationally 1 ['næʃənəli] adv.全国性地；以国民立场地；举国一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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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315 nomination 1 [,nɔmi'neiʃən] n.任命，提名；提名权

316 none 1 [nʌn] pron.没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任何东西 adj.没有的，一点没有的 adv.决不，一点也不 n.(None)人名；(葡、罗)诺
内；(日)野根(姓)

317 observers 1 [əb'zɜːvəz] 观测器

318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319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320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321 Older 1 ['əʊldər] adj. 年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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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opinion 1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324 oppose 1 [ə'pəuz] vt.反对；对抗，抗争 vi.反对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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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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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328 overpowering 1 [,əuvə'pauəriŋ] adj.压倒性的；无法抵抗的

329 oversee 1 [,əuvə'si:] vt.监督；审查；俯瞰；偷看到，无意中看到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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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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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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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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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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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permission 1 [pə'miʃən] n.允许，许可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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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339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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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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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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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praised 1 [preɪz] vt. 赞美；称赞 n. 赞美；称赞；崇拜 vi. 赞美

344 pregnancy 1 ['pregnənsi] n.怀孕；丰富，多产；意义深长

345 pr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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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private 1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
的，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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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progress 1 ['prəugres, 'prɔ-, prəu'gres] n.进步，发展；前进 vi.前进，进步；进行 n.(Progress)人名；(赞)普罗格雷斯

349 proposed 1 英 [prəʊ'pəʊzd] 美 [prə'poʊzd] adj. 被提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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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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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353 reached 1 到达

354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355 refuse 1 [ri'fju:z, ri:-] n.垃圾；废物 vt.拒绝；不愿；抵制 vi.拒绝

356 release 1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357 remarks 1 [rɪ'maː ks] n. 附记；备注 名词remark的复数形式.

358 repeated 1 [ri'pi:tid] adj.再三的，反复的 v.重复；复述（repeat的过去分词）

359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360 reporting 1 英 [rɪ'pɔːtɪŋ] 美 [rɪ'pɔː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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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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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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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requiring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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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resolutions 1 [ˌrezə'lu ʃːn] n. 决心；决定；解决；决议；坚决；分辨率

367 restoration 1 [,restə'reiʃən] n.恢复；复位；王政复辟；归还

368 restricting 1 [rɪs'trɪktɪŋ] adj. 限制的，约束的 v. 限制，约束，束缚（restrict的现在分词）

369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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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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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schoolteacher 1 ['sku:l,ti:tʃə] n.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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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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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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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sen 1 [sen] n.仙（印度尼西亚等的辅币单位）；钱（日本硬币，等于1/100日元） n.(Sen)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生；(中)沈(普
通话·威妥玛)；(中)冼(广东话·威妥玛)；(英、印、柬、孟、波、罗、不丹)森

377 senat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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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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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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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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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382 sex 1 [seks] n.性；性别；性行为；色情 vt.引起…的性欲；区别…的性别

383 sexuality 1 [,seksju'æliti, -ʃu] n.[胚]性别；性欲；性征；性方面的事情（比如性行为或性能力）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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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386 slowed 1 英 [sləʊ] 美 [sloʊ] adj. 慢的 adv. 慢慢地 v. 放慢；减速

387 solid 1 ['sɔlid] adj.固体的；可靠的；立体的；结实的；一致的 n.固体；立方体 n.(Solid)人名；(瑞典)索利德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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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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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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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street 1 [stri:t] n.街道 adj.街道的 n.(Street)人名；(英、葡)斯特里特；(德)施特雷特

392 stronger 1 [英[strɒŋə(r)] 美[strɒŋə]] adj.更强壮的

393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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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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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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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sup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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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99 systems 1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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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talks 1 ['tɔː ks] 会谈

402 task 1 [tɑ:sk, tæsk] vt.分派任务 n.工作，作业；任务

403 taxes 1 [tæksi:z] n.税收，税金；税务；[税收]税捐

404 televised 1 ['telɪvaɪz] v. 用电视放映

405 ter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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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test 1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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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409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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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ties 1 [taɪz] ti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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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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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415 treat 1 [tri:t] vt.治疗；对待；探讨；视为 vi.探讨；请客；协商 n.请客；款待 n.(Treat)人名；(英)特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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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turning 1 ['tə:niŋ] n.转向；旋转；回转；转弯处 v.旋转（turn的ing形式）

418 urged 1 ['ɜːdʒd] v. 催促；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19 us 1 pron.我们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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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vaccine 1 ['væksi:n] n.疫苗；牛痘苗 adj.疫苗的；牛痘的

422 victory 1 ['viktəri] n.胜利；成功；克服 n.(Victory)人名；(西)维多利；(英)维克托里

423 vide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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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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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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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voice 1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427 voting 1 ['vəutiŋ] adj.投票的 n.投票；选举 v.投票（vote的ing形式）；选举

428 wages 1 ['weɪdʒɪz] n. 工资；报酬；代价 名词wage的复数；动词wage的第三人称单数.

429 w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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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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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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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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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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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 white 1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436 wife 1 [waif] n.妻子，已婚妇女；夫人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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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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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440 women 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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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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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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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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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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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