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9-16 [As It Is] 'Blue Shift' From US Mail Ballots Might Cause
Election Week Unrest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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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o 23 [强 tu:, 弱 tu, 辅音前弱tə, t] adv.向前；（门等）关上 prep.到；向；（表示时间、方向）朝…方向 n.(To)人名；(柬)多；(中)脱(普
通话·威妥玛)

4 election 22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5 is 1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that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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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of 1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8 and 1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9 ballots 11 ['bælət] n. 投票；投票用纸 vi. 投票

10 results 11 [rɪ'zʌlts] n. 结果

11 trum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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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States 9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13 da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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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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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mail 7 [meil] n.邮件；邮政，邮递；盔甲 vt.邮寄；给…穿盔甲 vi.邮寄；寄出 n.(Mail)人名；(法)马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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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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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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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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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hav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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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officials 6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22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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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republica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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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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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before 5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26 b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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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could 5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28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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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if 5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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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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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voting 5 ['vəutiŋ] adj.投票的 n.投票；选举 v.投票（vote的ing形式）；选举

33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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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campaign 4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36 counting 4 ['kaʊntɪŋ] n. 计算

37 Florida 4 ['flɔridə] n.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州）

38 migh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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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more 4 [mɔ:] adv.更多；此外；更大程度地 adj.更多的；附加的 pron.更多的数量 n.更多 n.(More)人名；(英、法)莫尔；(意、西、
以)莫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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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person 4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42 presidential 4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43 s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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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votes 4 [vəuts] v.投票；提倡（vo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选票；选举；得票数（vote的复数形式）

45 wi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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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47 ahead 3 adj.向前；在前的；领先 adv.向前地；领先地；在（某人或某事物的）前面；预先；在将来，为未来

48 blue 3 n.蓝色；[复数]（美国海、陆、空三军穿的）蓝色制服；蓝颜料；[theblue(s)][用作单数或复数]布鲁斯（歌曲）（一种伤
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蓝色的；沮丧的，忧郁的；下流的 vt.把…染成蓝色；使成蓝色；给…用上蓝剂；用上蓝剂于 vi.变成
蓝色，呈蓝色 n.（英、西、意）布卢（人名）

49 but 3 [强 bʌt, 弱 bət, bʌt] conj.但是；而是；然而 adv.仅仅，只 prep.除…以外 n.(But)人名；(俄、罗)布特；(越)笔

50 candidate 3 n.候选人，候补者；应试者

51 count 3 [kaunt] vt.计算；认为 vi.计数；有价值 n.计数；计算；伯爵 n.(Count)人名；(法、德、南非)伯爵(欧洲贵族头衔)，康特(人
名)

52 days 3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53 democrats 3 ['deməkræts] n.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

54 fraud 3 [frɔ:d] n.欺骗；骗子；诡计 n.(Fraud)人名；(法)弗罗

55 h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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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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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know 3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58 le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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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mcdonald 3 n. 麦克唐纳（姓氏）

60 mcsally 3 n. 麦克萨利

61 Michigan 3 ['miʃigən] n.美国密歇根州；密歇根

62 mo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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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president 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64 process 3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65 republicans 3 n.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

66 reuters 3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67 s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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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shift 3 [ʃift] n.移动；变化；手段；轮班 vi.移动；转变；转换 vt.转移；改变；替换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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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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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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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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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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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voters 3 ['vəʊtəz] 选民

75 who 3 pron.谁；什么人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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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adv 2 ['ædvɜːb] abbr. 副词（=adv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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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agency 2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80 among 2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81 Arizona 2 [,æri'zəunə] n.美国亚利桑那州

82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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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Ashley 2 n.艾希莉（人名）

84 based 2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85 battleground 2 ['bætlgraund] n.战场

86 begin 2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87 biden 2 n. 拜登(姓氏)

88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89 clo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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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comes 2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91 considered 2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92 counts 2 [kaʊnt] v. 计算；视为；依赖；重要，有价值 n. 计数；总数 n. 伯爵（欧洲国家的贵族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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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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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arly 2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96 electoral 2 [i'lektərəl] adj.选举的；选举人的

97 etc 2 adv.等等，及其他

98 even 2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99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00 howe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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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Johnson 2 ['dʒɔnsən] n.约翰逊（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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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likely 2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04 loses 2 [luːz] vt. 丢失；失败；削减；丧生；看不到；亏损；迷失 vi. 失败；经受损失；走慢

105 narrative 2 ['nærətiv] n.叙述；故事；讲述 adj.叙事的，叙述的；叙事体的

106 needs 2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107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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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plan 2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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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potentially 2 [pə'tenʃəli] adv.可能地，潜在地

112 priority 2 [prai'ɔrəti] n.优先；优先权；[数]优先次序；优先考虑的事

113 processing 2 n. 进程；步骤；数据处理；整理；配制

114 professor 2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115 question 2 ['kwestʃən] n.问题，疑问；询问；疑问句 vt.询问；怀疑；审问 vi.询问；怀疑；审问



116 race 2 n.属，种；种族，人种；家庭，门第；赛事，赛跑 vt.使参加比赛；和…竞赛；使急走，使全速行进 vi.比速度，参加竞
赛；全速行进 n.(Race)人名；(英)雷斯；(塞)拉采

117 scenario 2 n.方案；情节；剧本；设想

118 senate 2 ['senit] n.参议院，上院；（古罗马的）元老院

119 slower 2 英 [sləʊər] 美 [sloʊər] adj. 慢一点 形容词slow的比较级.

120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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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stations 2 ['steɪʃn] n. 站；火车站；电视台；社会地位；牧羊场；驻地；岗位 v. 驻扎；安置

122 strategist 2 ['strætidʒist] n.战略家；军事家

123 take 2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124 tally 2 ['tæli] n.计数器；标签；记账 vt.使符合；计算；记录 vi.一致；记分 n.(Tally)人名；(英)塔利

125 thea 2 ['θi:ə; θiə] n.西娅（女子名）

126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27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28 Thompson 2 ['tɔmpsn] n.汤普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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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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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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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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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unrest 2 [,ʌn'rest] n.不安；动荡的局面；不安的状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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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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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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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winner 2 ['winə] n.胜利者 n.(Winner)人名；(英、德、瑞典)温纳

139 absentee 1 [,æbsən'ti:] n.缺席者 缺席投票的 缺席的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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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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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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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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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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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attempting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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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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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49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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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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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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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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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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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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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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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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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capable 1 ['keipəbl] adj.能干的，能胜任的；有才华的

160 card 1 [kɑ:d] n.卡片；纸牌；明信片 vt.记于卡片上 n.(Card)人名；(英)卡德

161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162 changes 1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163 claim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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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closed 1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165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166 competition 1 [,kɔmpi'tiʃən] n.竞争；比赛，竞赛

167 competitive 1 [kəm'petitiv] adj.竞争的；比赛的；求胜心切的

168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169 concerned 1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170 confirm 1 [kən'fə:m] vt.确认；确定；证实；批准；使巩固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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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confirming 1 英 [kən'fɜːm] 美 [kən'fɜːrm] v. 证实；批准；确定

173 conspiracy 1 [kən'spirəsi] n.阴谋；共谋；阴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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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corruption 1 [kə'rʌpʃən] n.贪污，腐败；堕落

176 cover 1 vt.包括；采访，报导；涉及；行走（一段路程）；掩护；翻唱 n.封面，封皮；盖子；掩蔽物;幌子，借口 vi.覆盖；代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177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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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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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dealt 1 [delt] v.处理（dea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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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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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delays 1 [dɪ'leɪ] v. 耽搁；推迟；延误 n. 耽搁；延期；推迟

184 demand 1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185 democrat 1 ['deməkræt] n.民主党人；民主主义者；民主政体论者

186 dennis 1 ['denis] n.丹尼斯（男子名）

187 description 1 [di'skripʃən] n.描述，描写；类型；说明书

188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89 direction 1 [di'rekʃən, dai-] n.方向；指导；趋势；用法说明

190 disappeared 1 [dɪsə'piəd] adj. 消失的 动词disapp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1 dishonest 1 [dis'ɔnist] adj.不诚实的；欺诈的

192 disorder 1 [dis'ɔ:də] n.混乱；骚乱 vt.使失调；扰乱

193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194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195 down 1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196 driven 1 adj.被动的，受到驱策的；有紧迫感的；（人）发愤图强的 v.驾驶，开车（drive的过去分词）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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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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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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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201 elections 1 n. 选举，选举制；投票（election的复数形式）

202 electors 1 n. 选举人；选民（elector的复数）

203 enclosing 1 英 [ɪn'kləʊz] 美 [ɪn'kloʊz] vt. 圈起；围住；附上；封入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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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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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nvelope 1 ['envələup] n.信封，封皮；包膜；[天]包层；包迹

207 envelopes 1 ['envələʊps] 包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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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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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211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212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213 failed 1 [feild] adj.已失败的，不成功的 v.失败，不成功（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4 fair 1 [fεə] adj.公平的；美丽的，白皙的；[气象]晴朗的 adv.公平地；直接地；清楚地 vi.转晴 n.展览会；市集；美人 n.(Fair)人
名；(英、芬)费尔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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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fighting 1 ['faitiŋ] adj.战斗的；好战的；适于格斗的 n.战斗，搏斗 v.奋斗（fight的ing形式）；打仗；与…进行拳击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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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219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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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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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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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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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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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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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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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228 Hasen 1 n. 哈森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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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historically 1 [his'tɔrikəli] adv.历史上地；从历史观点上说

231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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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identities 1 [aɪ'dentəti] n. 一致；身份；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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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236 infection 1 [in'fekʃən] n.感染；传染；影响；传染病

237 influence 1 ['influəns] n.影响；势力；感化；有影响的人或事 vt.影响；改变

238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239 inspect 1 [in'spekt] vt.检查；视察；检阅 vi.进行检查；进行视察

240 ipsos 1 Inmates' Perception of Significant Others Scale 犯人对重要他人知觉量表



241 Irvine 1 ['ə:vin] n.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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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244 knowing 1 ['nəuiŋ] adj.博学的；狡猾的；心照不宣的 n.认知 v.知道；认识；确信（know的ing形式）

245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246 la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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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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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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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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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251 letter 1 ['letə] n.信；字母，文字；证书；文学，学问；字面意义 vt.写字母于 vi.写印刷体字母 n.(Letter)人名；(英)莱特

252 like 1 [laik] vt.喜欢；想；愿意 vi.喜欢；希望 prep.像；如同 adj.同样的；相似的 n.爱好；同样的人或物 adv.可能 conj.好像

253 ll 1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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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long 1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256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257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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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majority 1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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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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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mark 1 n.标志；马克；符号；痕迹；分数 vi.作记号 vt..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n..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263 Martha 1 ['mɑ:θə] n.玛莎（女子名）；马大（马利亚和拉撒路之姊）

264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265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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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Michael 1 ['maikəl] n.迈克尔（男子名）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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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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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71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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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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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no 1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275 nominees 1 [nɒmɪ'niː z] 被提名者

276 notes 1 英 [nəʊt] 美 [noʊt] n. 笔记；便条；纸币；音符；票据；注解；音调 vt. 注意；记录；注解

277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278 number 1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279 observers 1 [əb'zɜːvəz] 观测器

280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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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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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284 opening 1 ['əupəniŋ] n.开始；机会；通路；空缺的职位 adj.开始的 v.开放（open的ing形式）；打开；公开

285 opinion 1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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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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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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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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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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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part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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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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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294 permitted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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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play 1 [plei] vt.游戏；扮演；演奏；播放；同…比赛 vi.演奏；玩耍；上演；参加比赛 n.游戏；比赛；剧本 n.(Play)人名；(法、瑞
典)普莱

297 polling 1 ['pəuliŋ] n.投票；轮询 v.获得…票（poll的ing形式）

298 polls 1 n. 投票区 abbr. 议会联机图书馆研究(=Parliamentary On Line Library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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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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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sibly 1 ['pɔsəbli] adv.可能地；也许；大概

302 preparing 1 [prɪ'peərɪŋ] adj. 准备的；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

303 proof 1 [pru:f] n.证明；证据；校样；考验；验证；试验 adj.防…的；不能透入的；证明用的；耐…的 vt.试验；校对；使不被穿
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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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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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publish 1 ['pʌbliʃ] vt.出版；发表；公布 vi.出版；发行；刊印

307 pushing 1 ['puʃiŋ] adj.奋斗的；莽撞的；有精力的；富有进取心的 n.推挤；推人犯规（篮球术语） v.推；促进；逼迫（push的ing
形式）

308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309 races 1 abbr.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国内应急通信业务(=Radio Amateur Civil Emergency Service)

310 rare 1 adj.稀有的；稀薄的；半熟的 adj.杰出的；极度的；非常好的 adv.非常；极其 vi.用后腿站起；渴望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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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re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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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received 1 [ri'si:vd] adj.被一般承认的；被认为标准的 v.收到；接受；迎接（receiv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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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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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reportedly 1 [ri'pɔ:tidli] adv.据报道；据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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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respect 1 [ri'spekt] n.尊敬，尊重；方面；敬意 vt.尊敬，尊重；遵守

319 returns 1 [rɪ'tɜːnz] n. 报告；统计表；研究成果 名词retur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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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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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ruth 1 [ru:θ] n.露丝（女子名）；路得；路得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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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scores 1 英 [skɔː(r)] 美 [skɔː] vt. 得分；获胜；刻划；划线；批评；给 ... 谱曲 n. 得分；刻痕；二十；乐谱 vi. 得分；记分；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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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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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shortly 1 ['ʃɔ:tli] adv.立刻；简短地；唐突地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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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330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331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332 skilled 1 [skild] adj.熟练的；有技能的；需要技能的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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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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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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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stolen 1 ['stəulən] adj.偷走的 v.偷窃；剽窃（steal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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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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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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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suggestion 1 [səg'dʒestʃən] n.建议；示意；微量，细微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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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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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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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theories 1 ['θɪərɪz] n. 理论 名词theory的复数形式

345 thick 1 [θik] n.最拥挤部分；活动最多部分；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厚的；浓的；粗大的 adv.密集地；浓浓地，厚厚地 n.
(Thick)人名；(英)西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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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true 1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348 twitter 1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349 unfavorable 1 [,ʌn'feivərəbl] adj.不宜的；令人不快的；不顺利的

350 unproven 1 [ʌn'pruːvn] a. 未经证明的；未经检验的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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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us 1 pron.我们

353 use 1 [ju:z] n.使用；用途；发挥 vt.利用；耗费 vi.使用，运用 n.(Use)人名；(德)乌泽

354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55 valid 1 adj.有效的；有根据的；合法的；正当的

356 valuable 1 ['væljuəbl] adj.有价值的；贵重的；可估价的 n.贵重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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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voter 1 ['vəutə] n.选举人，投票人；有投票权者

359 waiting 1 ['weitiŋ] n.等待；服侍 adj.等待的；服侍的 v.等待；伺候（wait的ing形式）；延缓 n.(Waiting)人名；(英)韦廷

360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61 week 1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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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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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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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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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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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Wisconsin 1 [wis'kɔnsin] n.威斯康星州（美国州名）

369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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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worry 1 ['wʌri, 'wə:ri] n.担心；烦恼；撕咬 vt.担心；发愁；折磨 vi.担心；烦恼；撕咬

372 written 1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373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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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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