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10 [As It Is] More Than 4 Million Americans Have Already
Voted 词汇表词汇表

1 able 2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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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bsentee 2 [,æbsən'ti:] n.缺席者 缺席投票的 缺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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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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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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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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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he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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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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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lready 5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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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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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5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6 and 6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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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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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shley 2 n.艾希莉（人名）

20 assistance 1 [ə'sistəns] n.援助，帮助；辅助设备

21 attacks 1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22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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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allots 1 ['bælət] n. 投票；投票用纸 vi. 投票

25 battleground 3 ['bætlgraund] n.战场

26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7 been 3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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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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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biden 2 n. 拜登(姓氏)

31 Bryan 1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32 but 4 [强 bʌt, 弱 bət, bʌt] conj.但是；而是；然而 adv.仅仅，只 prep.除…以外 n.(But)人名；(俄、罗)布特；(越)笔

33 b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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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andidate 1 n.候选人，候补者；应试者

35 carried 1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36 cast 2 [kɑ:s, kæst] vt.投，抛；计算；浇铸；投射（光、影、视线等） n.投掷，抛；铸件，[古生]铸型；演员阵容；脱落物 vi.投，
抛垂钓鱼钩；计算，把几个数字加起来 n.(Cast)人名；(法)卡斯特

37 closer 1 ['kləuzə] adj.靠近的 n.[自]闭合器；最后的节目

38 come 2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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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ommission 1 [kə'miʃən] n.委员会；佣金；犯；委任；委任状 vt.委任；使服役；委托制作

41 compared 2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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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oronavirus 1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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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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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ritical 1 ['kritikəl] adj.鉴定的；[核]临界的；批评的，爱挑剔的；危险的；决定性的；评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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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Dakota 1 [də'kəutə] n.达科他（美国过去一地区名，现分为南、北达科他州） adj.达科他人的

48 data 2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49 d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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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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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democratic 1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52 democrats 2 ['deməkræts] n.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

53 desire 1 [di'zaiə] n.欲望；要求，心愿；性欲 vt.想要；要求；希望得到… vi.渴望 n.(Desire)人名；(刚(布)、英)德西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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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56 doubled 1 ['dʌbld] adj. 两倍的；快步走的；加倍努力的 动词doub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57 dri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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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drops 1 [drɒps] n. 珠；滴剂（名词drop的复数形式） v. 滴，滴下，滴落（动词dr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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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arly 9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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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lection 11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63 elections 2 n. 选举，选举制；投票（election的复数形式）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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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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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pansion 1 [ik'spænʃən] n.膨胀；阐述；扩张物

67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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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fa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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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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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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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for 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3 formally 1 ['fɔ:məli] adv.正式地；形式上

74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75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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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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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gathers 1 英 ['ɡæðəz] 美 ['ɡæðərz] n. 衣褶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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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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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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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hav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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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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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87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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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hi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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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highest 1 ['haiist] adj.最高的

90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91 in 21 [in] prep.按照（表示方式）；从事于；在…之内 adv.进入；当选；（服装等）时髦；在屋里 adj.在里面的；时髦的 n.执政
者；门路；知情者 n.(In)人名；(中)演(广东话·威妥玛)；(柬)殷(用于名字第一节)，因；(日)寅(名)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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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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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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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98 judgment 1 ['dʒʌdʒmənt] n.判断；裁判；判决书；辨别力

99 ju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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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101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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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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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leads 2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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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led 2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07 levels 1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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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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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Lynn 1 [lin] n.林恩（姓氏）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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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mai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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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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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m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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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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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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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mcdonald 6 n. 麦克唐纳（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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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Michael 1 ['maikəl] n.迈克尔（男子名）

120 milli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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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minds 2 [maɪnd] n. 头脑；精神；心；想法；意见；心思；注意力；有才智的人；记忆；心情；理智；[宗]追思弥撒；上帝 v. 留
心；注意；专心于；介意；照顾

122 month 2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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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25 nearly 4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26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127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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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129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30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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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Numbers 4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133 nuts 1 [nʌts] adj.发狂的；热衷的；狂热的 int.胡说；呸 n.坚果；螺母（nut的复数）；核心 v.采坚果；用头撞（nut的三单形式）

134 occurs 1 [ə'kɜːz] 动词occur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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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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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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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opinion 2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139 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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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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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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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parties 1 英 ['pɑ tːi] 美 ['pɑ rːti] n. 聚会；宴会；政党；一伙人；[律]当事人 vi. 开派对

144 people 5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45 percent 8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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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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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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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planned 1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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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predict 1 [pri'dikt] vt.预报，预言；预知 vi.作出预言；作预料，作预报

152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153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54 presidential 1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155 project 2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156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157 r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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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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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rate 1 [reit] n.比率，率；速度；价格；等级 vt.认为；估价；责骂 vi.责骂；被评价 n.(Rate)人名；(法、塞)拉特

160 rates 1 [reɪt] n. 比率；速度；价格；费用；等级 v. 认为；估价；定等级；值得；怒斥；责骂

161 reached 1 到达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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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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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report 1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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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republican 2 [ri'pʌblikən] adj.共和国的；共和政体的；共和主义的；拥护共和政体的 n.共和主义者

167 republicans 2 n.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

168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69 rise 1 [raiz, rais] vi.上升；增强；起立；高耸 vt.使…飞起；使…浮上水面 n.上升；高地；增加；出现

170 ris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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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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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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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173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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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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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176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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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179 shown 1 ['ʃəun] v.解释（show的过去分词）；给予；表露

180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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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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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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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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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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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south 1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187 starts 1 [s'tɑ tːs] v. 开始；启动；开创（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 开始；开创（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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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State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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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st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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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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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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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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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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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submitted 1 [səb'mɪt] vt. 使服从；使屈服；提交；递交；认为 vi. 屈从

196 suggest 1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197 suggests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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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t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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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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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t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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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the 2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03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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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205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06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07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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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Thompson 2 ['tɔmpsn] n.汤普森（姓）

209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10 to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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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total 4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212 totals 1 英 ['təʊtl] 美 ['toʊtl] adj. 总的；全体的；完全的 n. 总数；合计 v. 共计；总计

213 trum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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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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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turnout 5 n.产量；出席者；参加人数；出动；清除；[公路]岔道

216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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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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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us 2 pron.我们

220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21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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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224 very 1 ['veri] adj.恰好是，正是；甚至；十足的；特有的 adv.非常，很；完全 n.(Very)人名；(英)维里

225 Virginia 1 [və(:)'dʒinjə] n.弗吉尼亚（女子名）；弗吉尼亚州 adj.弗吉尼亚州的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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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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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vot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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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voted 4 英 [vəʊt] 美 [voʊt] n. 选举权；投票；选举；投票结果 v. 表决；选举；投票

230 voter 2 ['vəutə] n.选举人，投票人；有投票权者

231 voters 2 ['vəʊtəz] 选民

232 vo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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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voting 10 ['vəutiŋ] adj.投票的 n.投票；选举 v.投票（vote的ing形式）；选举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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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36 way 1 [wei] n.方法；道路；方向；行业；习惯 adv.大大地；远远地 adj.途中的 n.(Way)人名；(中)见Wei；(英、缅)韦

237 we 3 [wi:弱 wi] pron.我们（主格）；笔者，本人（作者或演讲人使用）；朕，寡人 n.(We)人名；(缅)韦

238 week 1 [wi:k] n.周，星期

239 Weeks 2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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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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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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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44 will 1 [wɪl] n.意志；决心；情感；遗嘱；意图；心愿 vt.决心要；遗赠；用意志力使 vi.愿意；下决心 aux.将；愿意；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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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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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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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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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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