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10 [As It Is] How Disputed Elections Have Changed
American Democracy 词频表
the 7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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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通话·威妥玛)

of 3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that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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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n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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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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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1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7 election 16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8 sai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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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伯)赛义德

vote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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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Cohen 9 ['kəuən] 科恩（姓氏）
11 voting 9 ['vəutiŋ] adj.投票的 n.投票；选举 v.投票（vote的ing形式）；选举
12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3 were 9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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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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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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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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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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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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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ha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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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led 6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22 people 6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3 political 6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24 sa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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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塞伊；(匈、罗)绍伊

south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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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7 americans 5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28 card 5 [kɑ:d] n.卡片；纸牌；明信片 vt.记于卡片上 n.(Card)人名；(英)卡德
29 democracy 5 [di'mɔkrəsi] n.民主，民主主义；民主政治
30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31 som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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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稍微

somethin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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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speel 5 [spi:l] v.爬，攀爬
34 stat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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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system 5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6 there 5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37 united 5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38 you 5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9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40 American 4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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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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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ballots 4 ['bælət] n. 投票；投票用纸 vi. 投票
43 because 4 [bi'kɔz] conj.因为
44 democrat 4 ['deməkræt] n.民主党人；民主主义者；民主政体论者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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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gore 4 [gɔ:] vt.刺伤；缝以补裆；顶 n.淤血；三角形布；流出的血 n.(Gore)人名；(英、法)戈尔；(德、西、罗、塞)戈雷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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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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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law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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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50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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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punch 4 [pʌntʃ] n.冲压机；打洞器；钻孔机 vt.开洞；以拳重击 vi.用拳猛击 n.(Punch)人名；(马来)蓬芝；(英)庞奇
52 vo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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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accusations 3 n.指责( accusation的名词复数 ); 指控; 控告; （被告发、控告的）罪名
54 again 3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55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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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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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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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been 3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58 candidate 3 n.候选人，候补者；应试者
59 civil 3 ['sivəl] adj.公民的；民间的；文职的；有礼貌的；根据民法的 n.(Civil)人名；(土)吉维尔；(法)西维尔
60 decided 3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61 electoral 3 [i'lektərəl] adj.选举的；选举人的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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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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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65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66 Nixon 3 ['niksn] n.尼克松（美国第37任总统）
67 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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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灭；驱逐

part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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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presidential 3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70 re 3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71 rule 3 [ru:l] vi.统治；管辖；裁定 n.统治；规则 vt.统治；规定；管理；裁决；支配 n.(Rule)人名；(英)鲁尔；(塞)鲁莱
72 s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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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systems 3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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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told 3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76 university 3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77 used 3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78 voters 3 ['vəʊtəz] 选民
79 wa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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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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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action 2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82 adoption 2 [ə'dɔpʃən] n.采用；收养；接受
83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84 al 2 [ɑ:l] abbr.美国联盟（AmericanLeague）；美国军团（AmericanLegion）；阿尔巴尼亚（Albania，欧洲一国家名）；美国亚拉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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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州（Alabama） n.(Al)人名；(英)阿尔(Albert在美国的昵称)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86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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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ballo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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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being 2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89 between 2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90 bo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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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匈)博特

cause 2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92 college 2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93 considering 2 [kən'sidəriŋ] prep.考虑到；就...而论 conj.考虑到 v.考虑到（consider的ing形式）
94 contested 2 英 ['kɒntest] 美 ['kɑːntest] n. 竞赛；比赛 vt. 驳斥；争取 vi. 奋斗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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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的
96

cou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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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ocratic 2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98 discriminatory 2 [dis'kriminətəri] adj.有辨识力的；差别对待的
99 dispute 2 [dis'pju:t, 'dis-] vt.辩论；怀疑；阻止；抗拒 vi.争论 n.辩论；争吵
100 disputed 2 [dɪsp'juːtɪd] adj. 争议 动词dispu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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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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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d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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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ctions 2 n. 选举，选举制；投票（election的复数形式）
104 e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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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fa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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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名；(英、芬)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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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few 2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08 forces 2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109 fraudulent 2 ['frɔ:djulənt] adj.欺骗性的；不正的
110 happen 2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11 Hayes 2 [heiz] n.海耶斯（男子名）
112 historians 2 [hɪs'tɔːriənz] 历史学家
113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14 integrity 2 [in'tegrəti] n.完整；正直；诚实；廉正
115 jr 2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116 Kennedy 2 ['kenidi] n.肯尼迪（姓氏，美国第35任总统）
117 lawmakers 2 n.立法者(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
118 laws 2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119 legitimacy 2 [li'dʒitiməsi] n.合法；合理；正统
120 loss 2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121 machines 2 [mə'ʃiːn] n. 机器；做事效率高的人；工具；车辆 v. 以机器制造
122 majority 2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123 malfunctioning 2 [mæl'fʌŋkʃənɪŋ] adj. 不正常工作的 动词malfunction的现在分词形式.
124 mario 2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125 modern 2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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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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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莫雷
12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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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t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29 once 2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130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31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32 parties 2 英 ['pɑːti] 美 ['pɑːrti] n. 聚会；宴会；政党；一伙人；[律]当事人 vi. 开派对
133 p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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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Penn 2 [pen] abbr.宾夕法尼亚大学（Pennsylvania） n.(Penn)人名；(英、俄)佩恩；(柬)宾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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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37 professor 2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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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results 2 [rɪ'zʌlts] n. 结果
140 Richard 2 ['ritʃəd] n.理查德（男子名）
141 rights 2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142 ritter 2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143 science 2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144 secret 2 ['si:krit] n.秘密；秘诀；机密 adj.秘密的；机密的 n.(Secret)人名；(法)塞克雷
145 several 2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146 specific 2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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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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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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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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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151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152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153 trum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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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union 2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155 war 2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156 went 2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157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58 who 2 pron.谁；什么人
159 won 2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0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161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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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的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accept 1 [ək'sept] vt.接受；承认；承担；承兑；容纳 vi.承认；同意；承兑
164 according 1 adj.相符的；一致的；相应的；和谐的；调和的 adv.依照；根据；按照 v.给予(accord的现在分词)；使和谐一致；
163

使符合；使适合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166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7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168 admit 1 [əd'mit] vt.承认；准许进入；可容纳 vi.承认；容许
169 Africa 1 ['æfrikə] n.非洲
170 African 1 ['æfrikən] adj.非洲的，非洲人的 n.非洲人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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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1 [,ælig'za:ndə] n.亚历山大（男子名）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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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74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175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76 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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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178 approve 1 [ə'pru:v] vt.批准；赞成；为…提供证据 vi.批准；赞成；满意
179 argued 1 英 ['ɑːɡjuː] 美 ['ɑːrɡjuː] v. 说服；争论；辩论
180 arguing 1 ['ɑrgjʊɪŋ] n. 争吵 动词argue的现在分词形式.
181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82 asking 1 ['ɑ:skiŋ] n.请求 v.问（ask的现在分词）
183 assistant 1 [ə'sistənt] n.助手，助理，助教 adj.辅助的，助理的；有帮助的
184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185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186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187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188 begin 1 [bɪˈ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189 behaving 1 [bɪ'heɪv] v. 表现；行为；举止
190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191 benjamin 1 ['bendʒəmin] n.本杰明（男子名）；受宠爱的幼子
192 black 1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171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blames 1 [bleɪm] vt. 责备；把 ... 归咎于 n. 责备；过失
194 bribing 1 [braɪb] n. 贿赂；贿赂物 v. 贿赂
195 bus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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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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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buying 1 n.买进 v.购买；获得；收买（buy的ing形式）
198 called 1 [kɔː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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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200 campaign 1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201 candidates 1 ['kændɪdeɪts] n. 申请求职者；候选人；投考者 名词candidate的复数形式.
202 capture 1 vt.俘获；夺得；捕捉，拍摄,录制 n.捕获；战利品，俘虏
203 centered 1 ['sentəd] adj.居中的；有圆心的 v.集中；居中（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04 certain 1 ['sə:tən] adj.某一；必然的；确信；无疑的；有把握的 pron.某些；某几个 n.(Certain)人名；(葡)塞尔塔因；(法)塞尔坦
205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6 changes 1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207 cheating 1 英 [tʃiːtɪŋ] 美 ['tʃɪtɪŋ] n. 欺骗行为 动词cheat的现在分词.
208 Chicago 1 [ʃi'kɑ:gəu] n.芝加哥（美国中西部城市）
209 chose 1 [英[tʃəʊz] 美[tʃoz]] v.choose的过去式,选择 n.【法律】物体；动产 n.(Chose)人名；(法)肖兹
210 clai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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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clarkson 1 n.克拉克森（男子名）
212 clearly 1 ['kliəli] adv.清晰地；明显地；无疑地；明净地
213 Cleveland 1 ['kli:vlənd] n.克利夫兰（美国城市）
214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215 committee 1 [kə'miti] n.委员会
216 concede 1 [kən'si:d] vt.承认；退让；给予，容许 vi.让步
217 conceded 1 [kən'siːd] vt. 承认；给予；让步；认输 vi. 让步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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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se 1 [kən'fju:z] vt.使混乱；使困惑
219 confusing 1 [kən'fju:ziŋ] adj.混乱的；混淆的；令人困惑的 v.使迷惑；使混乱不清；使困窘（confuse的ing形式）
220 congress 1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221 constitution 1 n.宪法；体制；章程；构造；建立，组成；体格
222 corruption 1 [kə'rʌpʃən] n.贪污，腐败；堕落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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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人名)

counties 1 ['kaʊnti] n. 郡；县 adj. 有郡中豪绅习气的
225 Daley 1 n.戴利（男子名）
226 damage 1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227 damaging 1 ['dæmidʒiŋ] adj.有破坏性的，损害的；诽谤的 v.破坏（damage的现在分词形式）；损害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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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deal 1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
224

西)迪尔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231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232 defeat 1 vt.击败，战胜；挫败；使…失败 n.失败的事实；击败的行为
233 democracies 1 英 [dɪ'mɒkrəsi] 美 [dɪ'mɑːkrəsi] n. 民主国家；民主；民主制
234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235 divide 1 [di'vaid] vt.划分；除；分开；使产生分歧 vi.分开；意见分歧 n.[地理]分水岭，分水线
236 divisive 1 [di'vaisiv] adj.分裂的；区分的；造成不和的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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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dominating 1 ['dɒmɪneɪtɪŋ] adj. 主要的；专横的；独裁的 动词dominate的现在分词形式.
239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240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241 dora 1 ['dɔ:rə] abbr.运筹学与分析局（DirectorateofOperationalandAnalysis）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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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244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245 effects 1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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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lects 1 [ɪ'lekt] v. 选举；选择 adj. 精选的；当选的；[神学]被上帝选中的 n. 被选中者；[神学]上帝的选民
248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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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251 Erie 1 n.伊利湖（北美五大湖之一）；伊利（美国港市）；伊利人
252 eventually 1 [i'ventʃuəli] adv.最后，终于
253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254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255 exactly 1 [ig'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正确地
256 exchange 1 [iks'tʃeindʒ] n.交换；交流；交易所；兑换 vt.交换；交易；兑换 vi.交换；交易；兑换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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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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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fail 1 [feil] vi.失败，不及格；破产；缺乏；衰退 vt.不及格；使失望；忘记；舍弃 n.不及格 n.(Fail)人名；(葡、捷)法伊尔；(法)法
230

伊

failure 1 ['feiljə] n.失败；故障；失败者；破产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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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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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特；(捷)菲尔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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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264 floaters 1 [f'ləʊtəz] 债券发行人
265 Florida 1 ['flɔridə] n.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州）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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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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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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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gain 1 [gein] n.增加；利润；收获 vt.获得；增加；赚到 vi.增加；获利 n.(Gain)人名；(英、匈、法)盖恩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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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273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274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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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277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278 grover 1 n.格鲁佛氏；调弦系统；卷弦器
279 Harrison 1 ['hærisn] n.哈里森（男子名，哈里之子）
280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281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282 highly 1 ['haili] adv.高度地；非常；非常赞许地
283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84 holes 1 英 [həʊlz] 美 [hoʊlz] n. 洞；孔 名词hole的复数形式.
285 honest 1 ['ɔnist] adj.诚实的，实在的；可靠的；坦率的
286 ho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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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名；(英)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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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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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的；受损的 n.(Hurt)人名；(德、匈、捷)胡特；(英)赫特

Illinois 1 [,ili'nɔi(z)] n.伊利诺斯州（美国州名）
290 incumbent 1 [in'kʌmbənt] adj.现任的；依靠的；负有职责的 n.在职者；现任者；领圣俸者
291 inspire 1 [in'spaiə] vt.激发；鼓舞；启示；产生；使生灵感
292 inspiring 1 [in'spaiəriŋ] adj.鼓舞人心的；灌输的；启发灵感的 v.鼓舞；激发；使感悟（inspire的ing形式）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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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isn 1 abbr. 集成供应网络(=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
295 john 1 [dʒɔn] n.厕所
296 Judges 1 ['dʒʌdʒiz] n.士师记（又译《民长记》，旧约全书之一卷）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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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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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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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knew 1 [nju:, nu:] v.知道；认识；记得（know的过去式） n.(Knew)人名；(英)纽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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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302 lasting 1 ['lɑ:stiŋ, 'læstiŋ] adj.持久的；永恒的 n.[纺]厚实斜纹织物 v.持续；维持（last的ing形式）
303 Latin 1 ['lætin] adj.拉丁语的；拉丁人的 n.拉丁语；拉丁人
304 leaders 1 [liː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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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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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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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1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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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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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looks 1 [lʊks] n. 外貌(恒用复数)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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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312

因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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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mark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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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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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mayor 1 ['mεə] n.市长 n.(Mayor)人名；(英)梅厄；(法、西、俄)马约尔
319 mechanical 1 [mi'kænikəl] adj.机械的；力学的；呆板的；无意识的；手工操作的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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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322 nationwide 1 ['neiʃənwaid] adj.全国范围的；全国性的 adv.在全国
323 need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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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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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notable 1 ['nəutəbl] adj.值得注意的，显著的；著名的 n.名人，显要人物
326 no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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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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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Numbers 1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329 officially 1 [ə'fiʃəli] adv.正式地；官方地；作为公务员
330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331 opportunity 1 [,ɔpə'tju:niti] n.时机，机会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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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西、土)奥韦尔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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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pain 1 [pein] n.疼痛；努力 vt.使…痛苦；使…烦恼 vi.感到疼痛；引起疼痛 n.(Pain)人名；(意)帕因；(俄)派因；(法)潘；(英)佩因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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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337 Pennsylvania 1 [,pensil'veinjə] n.宾夕法尼亚州（美国州名）
338 permitted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339 permitting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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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莱斯

politics 1 ['pɔlitiks] n.政治，政治学；政治活动；政纲
342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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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positions 1 [pə'ziʃənz] n.[水运]位置（position的复数）；定位
345 Potsdam 1 ['pɔtsdæm; 'pɔ:tsdɑ:m] n.波茨坦（德国北方都市）
346 presented 1 ['preznt] n. 礼物；现在 adj. 出席的；现在的；当前的；存在的 v. 提出；赠送；呈现
347 presidents 1 [p'rezɪdənts] n. 总统
348 privately 1 ['praivitli] adv.私下地；秘密地
349 proc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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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的
350

properly

1 ['prɔpəli] adv.适当地；正确地；恰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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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ng 1 [prə'tektiŋ] adj.保护的；防护的 v.保护；防护（protect的ing形式）
352 provided 1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353 provides 1 [prə'vaɪd] v. 供给；提供；准备；规定；抚养
354 publicly 1 ['pʌblikli] adv.公然地；以公众名义
355 punched 1 [pʌntʃt] n. 穿孔的 动词pun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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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泰、缅)布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358 quantify 1 ['kwɔntifai] vt.量化；为…定量；确定数量 vi.量化；定量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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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questioning 1 ['kwestʃəniŋ] n.质问 v.询问，审问（question的现在分词）
361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362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363 races 1 abbr.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国内应急通信业务(=Radio Amateur Civil Emergency Service)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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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represent 1 [,repri'zent] vt.代表；表现；描绘；回忆；再赠送 vi.代表；提出异议
366 representatives 1 [reprɪ'zentətɪvz] n. 众议院议员；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
367 republicans 1 n.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
368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369 resulted 1 [rɪ'zʌlt] n. 结果；成果；答案；成绩；(足球比赛)赢 v. 产生；致使
370 resulting 1 [rɪ'zʌltɪŋ] adj. 结果的 动词result的现在分词.
371 revolt 1 [ri'vəult, -'vɔ:lt] vi.反抗；反叛；反感，厌恶 vt.使反感；使恶心 n.反抗；叛乱；反感
372 Robert 1 ['rɔbət] n.罗伯特（男子名）
373 rose 1 n.玫瑰；粉红色；蔷薇（花）；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玫瑰花的；玫瑰色的；粉红色的；带有玫瑰香味的 vt.使成玫瑰色，
357

使（面颊）发红；使有玫瑰香味 vi.起义(rise的过去式)；升起；（数量）增加；休会

rules 1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75 Rutherford 1 ['rʌðəfəd] n.卢瑟福（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
376 Samuel 1 ['sæmjuəl] n.撒母耳（希伯来先知）；塞缪尔（男子名）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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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see 1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379 seek 1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380 seem 1 [si:m] vi.似乎；像是；装作 n.(Seem)人名；(英)西姆
381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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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settle 1 ['setl] vi.解决；定居；沉淀；下陷 vt.解决；安排；使…定居 n.有背长椅 n.(Settle)人名；(英)塞特尔
384 sides 1 [saɪdz] n.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
385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386 slavery 1 n.奴役；奴隶制度；奴隶身份
387 slaves 1 [sleɪv] n. 奴隶；像奴隶般受制的人；【机】从动装置 v. 做苦工；做奴隶；拼命干
388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389 sold 1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390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391 stated 1 ['steitid] adj.规定的；阐明的；定期的 v.规定（state的过去分词）；陈述；阐明
392 succeed 1 [sək'si:d] vi.成功；继承；继任；兴旺 vt.继承；接替；继…之后
393 suggest 1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394 supported 1 [sə'pɔː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95 supporters 1 [sə'pɔːtəz] n. 支持者；载体
396 supreme 1 [sju'pri:m, sə-] adj.最高的；至高的；最重要的 n.至高；霸权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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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pected 1 英 [səs'pektɪd] 美 [sə'spektɪd] adj. 可疑的；嫌疑的 动词su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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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的）售得金额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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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402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403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404 through 1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405 thrown 1 [θrəun, 'θrəun] v.抛（throw的过去分词）；扔掉
406 Tilden 1 ['tildən] n.蒂尔登（姓氏）
407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399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408

1 [trik] n.诡计；恶作剧；窍门；花招；骗局；欺诈 vt.欺骗；哄骗；装饰；打扮 vi.哄骗；戏弄 adj.特技的；欺诈的；有决
窍的 n.(Trick)人名；(英)特里克

trick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410 unable 1 [ʌn'eibl] adj.不会的，不能的；[劳经]无能力的；不能胜任的
411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412 unknown 1 ['ʌn'nəun] adj.未知的；陌生的，默默无闻的 n.未知数；未知的事物，默默无闻的人
413 unsure 1 [,ʌn'ʃuə] adj.不确定的；不肯定的；没有自信的
414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415 us 1 pron.我们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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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418 valuable 1 ['væljuəbl] adj.有价值的；贵重的；可估价的 n.贵重物品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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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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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VOA 1 英 [ˌviː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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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well 1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409

韦尔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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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426 whoever 1 [hu:'evə] pron.无论谁；任何人 n.《爱谁谁》（电影名）
427 widely 1 ['waidli] adv.广泛地
428 widespread 1 ['waid'spred] adj.普遍的，广泛的；分布广的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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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withdrawal 1 [wið'drɔ:əl, wiθ-] n.撤退，收回；提款；取消；退股
431 without 1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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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 work 1 n.工作；[物]功；产品；操作；职业；行为；事业；工厂；著作；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 vt.使工作；操作；经营；使缓
425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workers 1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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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

(Working)人名；(英)沃金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437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438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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