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1-10 [As It Is] Biden Works on COVID-19, Trump Dismisses
Election Result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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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nd 23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4 O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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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biden 11 n. 拜登(姓氏)

6 h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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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lection 10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8 i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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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of 1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0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 president 9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2 sai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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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trum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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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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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for 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6 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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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wi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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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dministration 6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19 results 6 [rɪ'zʌlts] n. 结果

20 elect 5 [i'lekt] adj.选出的；当选的；卓越的 n.被选的人；特殊阶层；上帝的选民 vt.选举；选择；推选 vi.作出选择；进行选举

21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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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health 5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23 proces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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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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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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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covid 4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27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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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Monday 4 ['mʌndi] n.星期一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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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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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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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would 4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4 your 4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35 American 3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36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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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ampaign 3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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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college 3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40 electoral 3 [i'lektərəl] adj.选举的；选举人的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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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Harris 3 ['hæris] n.哈里斯（英国苏格兰一地区）；哈里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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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lives 3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45 mee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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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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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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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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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vot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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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actions 2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52 agreement 2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53 already 2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54 announced 2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5 any 2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56 bush 2 [buʃ] n.灌木；矮树丛 vt.以灌木装饰；使…精疲力竭 vi.丛生；浓密地生长 adj.如灌木般长得低矮的；粗野的

57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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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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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aty 2 卡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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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limate 2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62 concede 2 [kən'si:d] vt.承认；退让；给予，容许 vi.让步

63 continues 2 [kən'tɪnju ]ː v. 继续；连续；维持；持续

64 December 2 [di'sembə] n.十二月

65 dismissed 2 [dɪs'mɪst] adj. 解散的；摒弃的；解雇的 动词dismi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6 dismisses 2 [dɪs'mɪs] vt. 开除；解散；屏除；（法律）驳回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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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dr 2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69 electors 2 n. 选举人；选民（elector的复数）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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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general 2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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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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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hi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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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January 2 ['dʒænjuəri] n.一月

76 le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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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legal 2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78 mask 2 [mɑ:sk, mæsk] n.面具；口罩；掩饰 vi.掩饰；戴面具；化装 vt.掩饰；戴面具；使模糊

79 mill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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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months 2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81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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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my 2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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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nex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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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offered 2 ['ɒfəd] v. 提供；奉献；提议 vbl. 提供；奉献；提议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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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partisanship 2 ['pa:ti,zænʃip] n.党派性；党派偏见；对党派的忠诚

87 pledge 2 [pledʒ] n.保证，誓言；抵押；抵押品，典当物 vt.保证，许诺；用……抵押；举杯祝……健康 n.(Pledge)人名；(英)普莱
奇

88 policies 2 英 ['pɒləsi] 美 ['pɑ lː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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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receiv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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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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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rhetoric 2 ['retərik] n.修辞，修辞学；华丽的词藻 adj.花言巧语的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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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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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twitter 2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96 vaccine 2 ['væksi:n] n.疫苗；牛痘苗 adj.疫苗的；牛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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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who 2 pron.谁；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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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wrote 2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101 you 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02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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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admit 1 [əd'mit] vt.承认；准许进入；可容纳 vi.承认；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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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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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allies 1 ['ælaiz] n.（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同盟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协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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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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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argue 1 ['ɑgju:] vi.争论，辩论；提出理由 vt.辩论，争论；证明；说服 n.(Argue)人名；(英、法)阿格

110 Arizona 1 [,æri'zəunə] n.美国亚利桑那州

111 aside 1 [ə'said] adv.离开，撇开；在旁边 n.旁白；私语，悄悄话；离题的话 prep.在…旁边

112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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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114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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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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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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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besides 1 [bi'saidz] adv.此外；而且 prep.除…之外

119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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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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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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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cheered 1 [tʃiəd] 欢呼，动词che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3 choose 1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124 com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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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commissioner 1 [kə'miʃənə] n.理事；委员；行政长官；总裁

126 congratulate 1 [kən'grætʃu,leit] vt.祝贺；恭喜；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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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congress 1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128 constitution 1 n.宪法；体制；章程；构造；建立，组成；体格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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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cou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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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coun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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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cou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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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courts 1 英 [kɔː t] 美 [kɔː rt] n. 法院；庭院；宫廷；球场；奉承 v. 献殷勤；追求；招致；设法获得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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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covering 1 ['kʌvəriŋ] adj.掩盖的，掩护的 n.遮盖物，覆盖物 v.覆盖；穿（cover的ing形式）；代替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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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current 1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
特

138 David 1 ['deivid] n.大卫；戴维（男子名）

139 defeated 1 [dɪ'fiː t] n. 挫败；败北 vt. 战胜；击败；使...不能实现

140 defense 1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141 Delaware 1 ['deləwɛə] n.特拉华州（位于美国东部）

142 demanding 1 [di'mɑ:ndiŋ] adj.苛求的；要求高的；吃力的 v.要求；查问（demand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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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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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discuss 1 [dis'kʌs] vt.讨论；论述，辩论

146 dismiss 1 vt.解散；解雇；开除；让...离开；不予理会、不予考虑 vi.解散

147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148 drug 1 [drʌg] n.药；毒品；麻醉药；滞销货 vt.使服麻醉药；使服毒品；掺麻醉药于 vi.吸毒 n.(Drug)人名；(罗)德鲁格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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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conomic 1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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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53 emphasize 1 ['emfəsaiz] vt.强调，着重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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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nsure 1 [in'ʃuə] vt.保证，确保；使安全

156 entire 1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157 equality 1 [i:'kwɔləti] n.平等；相等；[数]等式

158 esper 1 n. 埃斯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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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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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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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163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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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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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167 fast 1 [fɑ:st, fæst] adj.快速的，迅速的；紧的，稳固的 adv.迅速地；紧紧地；彻底地 vi.禁食，斋戒 n.斋戒；绝食 n.(Fast)人名；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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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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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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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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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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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fully 1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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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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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Georgia 1 ['dʒɔ:dʒjə] n.乔治亚州；格鲁吉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乔治娅（女子名）

177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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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goals 1 ['ɡəʊlz] n.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

180 govern 1 ['gʌvən] vt.管理；支配；统治；控制 vi.居支配地位；进行统治 n.(Govern)人名；(英)戈文

181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182 guidance 1 ['gaidəns] n.指导，引导；领导

183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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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helping 1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186 honest 1 ['ɔnist] adj.诚实的，实在的；可靠的；坦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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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immigration 1 [,imi'greiʃən] n.外来移民；移居

189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90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91 increasing 1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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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intended 1 [in'tendid] adj.故意的，有意的；打算中的 n.已订婚者 v.打算；准备（intend的过去分词）

194 Iranian 1 [i'reinjən] adj.伊朗的；伊朗人的；伊朗语的 n.伊朗人；伊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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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job 1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197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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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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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kessler 1 喀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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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language 1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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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laws 1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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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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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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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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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marcella 1 [mɑ:'selə] n.凹凸纹细布；玛塞拉（女名）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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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matter 1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213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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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meeting 1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216 mouth 1 [mauθ] n.口，嘴；河口 vt.做作地说，装腔作势地说；喃喃地说出 vi.装腔作势说话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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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219 murthy 1 n. 默西

220 nato 1 ['neitəu] abbr.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AtlanticTreatyOrganization） n.(Nato)人名；(意)纳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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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23 noon 1 [nu:n] n.中午；正午；全盛期 n.(Noon)人名；(朝)嫩；(英、巴基)努恩

224 nor 1 [nɔ:, 弱 nə] conj.也不；也不是 adv.也不；也没有 n.(Nor)人名；(中)挪(广东话·威妥玛)；(马来、俄)诺尔；(柬)诺

225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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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nuclear 1 ['nju:kliə, 'nu:-] adj.原子能的；[细胞]细胞核的；中心的；原子核的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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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Nunez 1 n. 努涅斯

230 Obama 1 n. 巴拉克- 奥巴马(1961-)；美国第44任总统(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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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officially 1 [ə'fiʃəli] adv.正式地；官方地；作为公务员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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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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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236 overall 1 ['əuvərɔ:l, ,əuvə'rɔ:l] adj.全部的；全体的；一切在内的 adv.全部地；总的说来 n.工装裤；罩衫

237 Paris 1 ['pæris] n.巴黎（法国首都）；帕里斯（特洛伊王子）

238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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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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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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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pfizer 1 n.辉瑞（美国制药公司）

243 place 1 [pleis] n.地方；住所；座位 vt.放置；任命；寄予 vi.名列前茅；取得名次 n.(Place)人名；(罗)普拉切；(法)普拉斯；(英)普
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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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point 1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246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47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48 prayers 1 ['preɪəz] n. 祈祷；祝福 名词prayer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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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presidents 1 [p'rezɪdənts] n. 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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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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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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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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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putting 1 ['putiŋ] n.投掷；（高尔夫球）打球入洞 v.放置（put的ing形式）；轻击球；使球入洞的轻击（putt的ing形式）

257 ques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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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59 racial 1 ['reiʃəl] adj.种族的；人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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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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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ran 1 [ræn] v.跑（run的过去式） n.(Ran)人名；(俄、瑞典、塞)拉恩；(柬)兰

262 reasonable 1 ['ri:zənəbl] adj.合理的，公道的；通情达理的

263 rebuild 1 [,ri:'bild, 'ri:,bild] vt.重建；改造，重新组装；复原 vi.重建

264 recounts 1 [rɪ'kaʊnt] vt. 详述；列举；重新计算 n. 重新计算

265 recovery 1 [ri'kʌvəri] n.恢复，复原；痊愈；重获

266 reiterate 1 [ri:'itəreit] vt.重申；反复地做

267 reiterated 1 [riː 'ɪtəreɪt] v. 重申（动词reit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8 rejected 1 ['riː dʒekt] vt. 拒绝；排斥；驳回；丢弃 n. 不合格产品；被拒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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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repeat 1 [ri'pi:t] vt.重复；复制；背诵 n.重复；副本 vi.重做；重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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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responsible 1 [ri'spɔnsəbl] adj.负责的，可靠的；有责任的

273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274 revisit 1 [,ri:'vizit] vt.重游；再访；重临 n.再访问

275 rightful 1 ['raitful] adj.合法的；正当的；公正的；正直的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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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ave 1 vt.节省；保存；储蓄；解救 vi.节省；挽救 prep.除...之外 n.救援 n.(Save)人名；(法)萨夫；(意、保、西、罗、塞、瑞典)
萨薇(女名)，萨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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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scientists 1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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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seated 1 ['si:tid] adj.就座的；固定的；根深蒂固的 v.使坐下；为…提供座位（seat的过去分词）

282 secretary 1 ['sekrətəri] n.秘书；书记；部长；大臣

283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284 service 1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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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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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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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289 smith 1 [smiθ] n.铁匠；锻工；制作者 vt.锻制 vi.锻打金属；当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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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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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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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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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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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6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97 strongly 1 ['strɔŋli, 'strɔ:ŋ-] adv.强有力地；坚强地；激烈地；气味浓地

298 success 1 [sək'ses] n.成功，成就；胜利；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

299 Sunday 1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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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supports 1 [sə'pɔː ts] n. 支持

302 surgeon 1 ['sə:dʒən] n.外科医生 n.(Surgeon)人名；(法)叙尔容

303 sworn 1 [swɔ:n] adj.发过誓的；宣誓过的 v.发誓（swear的过去分词）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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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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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售得金额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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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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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TENS 1 十位

308 terminate 1 ['tə:mineit] vt.使终止；使结束；解雇 vi.结束，终止；结果 adj.结束的

309 terminated 1 ['tɜːmɪneɪtɪd] v. 终止，终结（动词term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10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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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thank 1 [θæŋk] vt.感谢 n.感谢 int.谢谢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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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314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315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316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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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trial 1 ['traiəl] n.试验；审讯；努力；磨炼 adj.试验的；审讯的 n.(Trial)人名；(法)特里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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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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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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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upheld 1 [ʌp'held] v.支持（uphold的过去式）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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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vi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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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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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view 1 [vju:] n.观察；视野；意见；风景 vt.观察；考虑；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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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warned 1 英 [wɔː n] 美 [wɔː 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328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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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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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wealthy 1 ['welθi] adj.富有的；充分的；丰裕的 n.富人

332 wear 1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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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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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widely 1 ['waidli] adv.广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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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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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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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40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41 Yale 1 [jeil] n.耶鲁（男子名）；（美）耶鲁大学；耶鲁弹簧锁（等于Yale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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