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9-12 [As It Is] Jill Biden_ Teacher and Political Wif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she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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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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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2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and 2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6 her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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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biden 19 n. 拜登(姓氏)

8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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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Jill 16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0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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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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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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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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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college 9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15 degree 9 [di'gri:] n.程度，等级；度；学位；阶层

16 firs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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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husband 9 ['hʌzbənd] vt.节约地使用（或管理） n.丈夫 n.(Husband)人名；(英)赫斯本德

18 community 8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19 English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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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president 8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1 years 8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22 from 7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3 ha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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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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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teaching 7 ['ti:tʃiŋ] n.教学；教义 v.教学；教导（teach的ing形式）

27 university 7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28 lady 6 ['leidi] n.女士，夫人；小姐；妻子

29 two 6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0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1 wife 6 [waif] n.妻子，已婚妇女；夫人

32 Joe 5 [dʒəu] n.乔（男子名）

33 teacher 5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34 tim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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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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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ab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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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lasses 4 [kla:siz] n.级别，阶级（class复数形式）



38 Delaware 4 ['deləwɛə] n.特拉华州（位于美国东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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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arned 4 ['ɜːnd] adj. 挣得的；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1 if 4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42 later 4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43 master 4 ['mɑ:stə, 'mæstə] vt.控制；精通；征服 n.硕士；主人；大师；教师 adj.主人的；主要的；熟练的 n.(Master)人名；(英)马斯
特

44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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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secon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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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us 4 pron.我们

48 who 4 pron.谁；什么人

49 wrote 4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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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bachelor 3 ['bætʃələ] n.学士；单身汉；（尚未交配的）小雄兽 n.(Bachelor)人名；(英)巴彻勒

52 began 3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53 colleges 3 ['kɒlɪdʒɪz] 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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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dress 3 [dres] vt.给…穿衣 vi.穿衣 n.连衣裙；女装 n.(Dress)人名；(法、德、西)德雷斯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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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giv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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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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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health 3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60 heels 3 ['hiː lz] n. 鞋后跟；脚后跟；高跟鞋； 名词heel的复数形式.

61 hig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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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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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jacobs 3 n. 雅各布斯

64 nation 3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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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pers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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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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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school 3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69 schools 3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70 student 3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71 taught 3 [tɔ:t] v.教授（teach的过去分词）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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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usually 3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74 vi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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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whi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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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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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work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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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your 3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79 advanced 2 [əd'vɑ:nst, -'vænst] adj.先进的；高级的；晚期的；年老的 v.前进；增加；上涨（adva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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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82 Ashley 2 n.艾希莉（人名）

83 attending 2 adj.（医生）主治的 v.参加（attend的现在分词）；注意，听；照顾；[常用被动语态]（作为结果、情况）伴随

84 attention 2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85 become 2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86 becomes 2 [bɪ'kʌm] v. 变成；成为；变得；适合（某人）；使（人）显得漂亮

87 bring 2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88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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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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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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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cocktail 2 n.鸡尾酒；开胃食品 n.混合物 adj.鸡尾酒的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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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described 2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4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95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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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ducation 2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97 fami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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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fashion 2 ['fæʃən] n.时尚；时装；样式；时髦人物 vt.使用；改变；做成…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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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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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help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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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ho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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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introvert 2 [,intrəu'və:t, 'intrəuvə:t] vt.使内向；使内倾；使内弯 vi.成为内弯；成为性格内向的人 n.内向的人；内翻的东西

104 issues 2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105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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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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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loc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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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09 mark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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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marriage 2 ['mæridʒ] n.结婚；婚姻生活；密切结合，合并 n.(Marriage)人名；(英)马里奇

111 marri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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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memoir 2 ['memwɑ:] n.回忆录；研究报告；自传；实录

113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14 northern 2 ['nɔ:ðən] adj.北部的；北方的 n.北部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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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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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part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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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Pennsylvania 2 [,pensil'veinjə] n.宾夕法尼亚州（美国州名）

119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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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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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publi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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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served 2 英 [sɜːv] 美 [sɜːr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124 short 2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125 speak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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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Stevenson 2 ['sti:vnsn] n.史蒂文森（姓氏）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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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stud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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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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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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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132 Thompson 2 ['tɔmpsn] n.汤普森（姓）

133 three 2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134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135 Virginia 2 [və(:)'dʒinjə] n.弗吉尼亚（女子名）；弗吉尼亚州 adj.弗吉尼亚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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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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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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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40 white 2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141 women 2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142 you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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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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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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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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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148 advice 1 [əd'vais] n.建议；忠告；劝告；通知

149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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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ag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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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Aides 1 n. 助手；副官 名词aide的复数形式.

153 air 1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54 airplane 1 ['εəplein] n.飞机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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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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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am 1 abbr.调频，调谐，调幅（amplitudemodulation） vi.（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 aux.（与v-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与v-
ed连用构成被动语态） n.（柬）安（人名）

158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9 archives 1 ['a:kaivz] n.档案，档案室；案卷（archive的复数） v.把…收集归档；把…存档（archive的三单形式）

160 associated 1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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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autumn 1 ['ɔ:təm] n.秋天；成熟期；渐衰期，凋落期 adj.秋天的，秋季的 n.(Autumn)人名；(英)奥特姆

163 baby 1 ['beibi] n.婴儿，婴孩；孩子气的人 vt.纵容，娇纵；把……当婴儿般对待 adj.婴儿的；幼小的 n.(Baby)人名；(法、葡)巴
比；(英)巴比，芭比(女名)；(俄)巴贝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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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basic 1 ['beisik] adj.基本的；基础的 n.基础；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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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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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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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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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beyond 1 [bi'jɔnd] prep.超过；越过；那一边；在...较远的一边 adv.在远处；在更远处 n.远处

171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172 bill 1 [bil] n.[法]法案；广告；账单；[金融]票据；钞票；清单 vt.宣布；开账单；用海报宣传

173 book 1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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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bo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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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boys 1 n.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

177 breast 1 [brest] n.乳房，胸部；胸怀；心情 vt.以胸对着；与…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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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cancer 1 ['kænsə] n.癌症；恶性肿瘤

180 candidacy 1 ['kændidəsi] n.候选资格；候选状态

181 career 1 n.生涯；职业；事业；速度，全速 adj.作为毕生职业的 vi.全速前进，猛冲

182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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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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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186 Chester 1 ['tʃestə] n.切斯特（美国港口城市）；切斯特（英国一城市）

187 child 1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188 classrooms 1 [k'læsruːmz] 教室

189 clothes 1 [kləuðz] n.衣服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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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considerable 1 [kən'sidərəbl] adj.相当大的；重要的，值得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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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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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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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convention 1 [kən'venʃən] n.大会；[法]惯例；[计]约定；[法]协定；习俗

196 coronavirus 1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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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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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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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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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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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degrees 1 英 [di'ɡri:z] 美 [dɪ'ɡri:z] n. 度；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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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divorce 1 [di'vɔ:s] vt.使离婚，使分离；与…离婚 n.离婚；分离 vi.离婚

205 divorced 1 英 [dɪ'vɔːst] 美 [dɪ'vɔːrst] adj. 离婚的；不受影响的 动词divorc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



206 doctoral 1 ['dɔktərəl] adj.博士的；博士学位的；有博士学位的 n.博士论文

207 doctorate 1 ['dɔktərit] n.博士学位；博士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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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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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asy 1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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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ducated 1 ['edju:keitid] adj.受过教育的；有教养的 v.训练；教导；培育（educate的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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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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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motional 1 [i'məuʃənəl] adj.情绪的；易激动的；感动人的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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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218 entrust 1 [in'trʌst] vt.委托，信托

219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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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ventually 1 [i'ventʃuəli] adv.最后，终于

222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223 expertise 1 [,ekspə:'ti:z] n.专门知识；专门技术；专家的意见

224 extensively 1 [ik'stensivli] adv.广阔地；广大地

225 families 1 ['fæməlɪz] n.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

226 feel 1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227 felt 1 [felt] n.毡；毡制品 vi.粘结 vt.使粘结；把…制成毡 v.感觉（feel的过去式） n.(Felt)人名；(英、罗、芬、捷、瑞典)费尔特

228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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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football 1 ['fut,bɔ:l] n.足球，橄榄球 vi.踢足球；打橄榄球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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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formal 1 ['fɔ:məl] adj.正式的；拘谨的；有条理的 n.正式的社交活动；夜礼服 n.(Formal)人名；(法)福马尔

233 form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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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forward 1 ['fɔ:wəd] adj.向前的；早的；迅速的 adv.向前地；向将来 vt.促进；转寄；运送 n.前锋 n.(Forward)人名；(英)福沃德

235 full 1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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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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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rl 1 n.女孩；姑娘，未婚女子；女职员，女演员；（男人的）女朋友 n.（捷）吉尔

239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240 grading 1 ['greidiŋ] n.分阶段；定等级；坡度缓和 v.定等级；减缓坡度（grade的现在分词形式）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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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grove 1 [grəuv] n.小树林；果园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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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happy 1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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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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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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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hospital 1 ['hɔspitəl] n.医院 n.(Hospital)人名；(英)霍斯皮特尔

250 importance 1 [im'pɔ:təns] n.价值；重要；重大；傲慢

251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252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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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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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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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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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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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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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last 1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持，够用；持久 vt.度过，拖过；使维持 adv.最后地；上次，最近；最后一点 n.(Last)人名；(英、德、葡、罗、瑞典)拉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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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laughter 1 ['lɑ:ftə, 'læf-] n.笑；笑声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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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legally 1 ['li:gəli] adv.合法地；法律上

263 level 1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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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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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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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me 1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268 meetings 1 ['miː tɪŋz] n. 会议 名词meeting的复数形式.

269 mental 1 ['mentəl] 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n.精神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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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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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73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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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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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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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279 nervous 1 ['nə:vəs] adj.神经的；紧张不安的；强健有力的

280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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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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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284 occasions 1 [ə'keɪʒn] n. 场合；时机；理由；机会；盛大场面 vt. 引起；致使

285 offered 1 ['ɒfəd] v. 提供；奉献；提议 vbl. 提供；奉献；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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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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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90 ours 1 ['auəz, 弱ɑ:z] pron.我们的 n.(Ours)人名；(法)乌尔斯

291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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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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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papers 1 ['peɪpəz] n. 文件；资料；证书 名词paper的复数形式.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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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Philadelphia 1 [,filə'delfjə; -fiə] n.费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港市）

297 picture 1 ['piktʃə] n.照片，图画；影片；景色；化身 vt.画；想像；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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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player 1 n.运动员，比赛者；游戏者，做游戏的人；演奏者，表演者；演员；播放器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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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possibility 1 [,pɔsə'biləti] n.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302 pregnant 1 ['pregnənt] adj.怀孕的；富有意义的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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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prevention 1 [pri'venʃən, pri:-] n.预防；阻止；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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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programs 1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307 projects 1 [p'rədʒekts] [ projected ]的第三人称单数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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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promised 1 英 ['prɒmɪs] 美 ['prɑːmɪs] n. 诺言；预示；约定；(有)希望 v. 允诺；发誓；答应；有希望

310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311 quiet 1 adj.安静的；安定的；不动的；温顺的 n.安静；和平 vt.使平息；安慰 vi.平静下来

312 raise 1 [reiz] vt.提高；筹集；养育；升起 vi.上升 n.高地；上升；加薪 n.(Raise)人名；(英)雷兹

313 raised 1 [[reizd] adj.凸起的；发酵的；浮雕的 v.提高（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举起；抚育，抚养

314 raising 1 ['reiziŋ] n.高地；提高；举；浮雕装饰 v.饲养；升起；举起（raise的ing形式）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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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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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restroom 1 n.厕所；洗手间

319 ring 1 [riŋ] vi.按铃；敲钟；回响；成环形 n.戒指；铃声，钟声；拳击场；环形物 vt.按铃；包围；敲钟；套住 n.(Ring)人名；
(英、西、德、匈、瑞典、芬)林

320 role 1 [rəul] n.角色；任务 n.(Role)人名；(意、塞、赤几)罗莱

321 run 1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322 runn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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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s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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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sales 1 [seilz] adj.销售的，售货的；有关销售的 n.销售（sale的复数）；销售额 n.(Sales)人名；(意、西、葡)萨莱斯；(法)萨勒；
(英)塞尔斯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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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secrets 1 n. 秘密 名词secre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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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self 1 [self] n.自己，自我；本质；私心 adj.同一的 vt.使自花授精；使近亲繁殖 vi.自花授精 n.(Self)人名；(英)塞尔夫



329 selling 1 ['seliŋ] n.销售；出售 v.出售（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 n.(Selling)人名；(英、德、瑞典)塞林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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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separated 1 ['sepəreitid] adj.分开的；分居；不在一起生活的 v.分开；隔开（sepa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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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shoes 1 ['ʃuːz] n. 鞋子 名词shoe的复数形式.

334 shy 1 [ʃai] adj.害羞的；畏缩的，胆怯的 vi.投；畏缩；惊退；厌恶 vt.投；乱掷 n.投掷；惊跳 n.(Shy)人名；(英)夏伊

335 sick 1 adj.厌恶的；病态的；不舒服；渴望的；恶心的；生病的 n.病人 n.(Sick)人名；(德、西)西克 vt.使狗去咬；呕吐；追击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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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sisters 1 ['sɪstəz] 名词sister的复数形式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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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340 speech 1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341 speeches 1 [s'piː tʃɪz] 言语

342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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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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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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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styles 1 [staɪls] n. 风格；样式；模式 名词style的复数形式.

347 suitable 1 ['sju:təbl] adj.适当的；相配的

348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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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tall 1 [tɔ:l] adj.高的；长的；过分的；夸大的 adv.夸大地 n.(Tall)人名；(马里、阿拉伯)塔勒；(芬、罗、瑞典)塔尔；(英)托尔；
(土)塔勒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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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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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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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355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56 Tracy 1 ['treisi] n.特蕾西（女子名）

357 traffic 1 ['træfik] n.交通；运输；贸易；[通信]通信量 vt.用…作交换；在…通行 vi.交易，买卖

358 tragedy 1 ['trædʒidi] n.悲剧；灾难；惨案

359 trail 1 vt.追踪；拖；蔓延；落后于 n.小径；痕迹；尾部；踪迹；一串，一系列 vi.飘出；蔓生；垂下；拖曳 n.(Trail)人名；(英)
特雷尔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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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trips 1 [trɪp] n. 旅行；摔倒；差错；轻快的步伐 vt. 使跌倒；使失败；使犯错；起锚；竖帆 vi. 绊倒；旅行；轻快地走；失误；
结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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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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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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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villanova 1 比利亚诺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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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voters 1 ['vəʊtəz] 选民

368 Washington 1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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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west 1 [west] n.西；西方；西部 adj.西方的；朝西的 adv.在西方；向西方；自西方 n.(West)人名；(英、德、芬、瑞典)韦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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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whole 1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373 willow 1 ['wiləu] n.[林]柳树；[木]柳木制品 adj.柳木制的 n.(Willow)人名；(英)威洛，薇洛(女名)

374 wish 1 [wiʃ] n.希望；祝福；心愿 vt.祝愿；渴望；向…致问候语 vi.愿望；需要 n.(Wish)人名；(英)威什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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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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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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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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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