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2-23 [As It Is] US Congress Passes Spending Bill, Includes
Coronavirus Aid Measure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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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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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dditional 2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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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id 7 [eid] n.援助；帮助；助手；帮助者 vt.援助；帮助；有助于 vi.帮助 n.(Aid)人名；(阿拉伯、印、英)艾德

6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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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9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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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2 and 1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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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15 approved 1 [ə'pru:vd] adj.被认可的；经过检验的 v.核准；认可（approve的过去式）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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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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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20 assistance 4 [ə'sistəns] n.援助，帮助；辅助设备

21 assured 1 [ə'ʃuəd] adj.确定的；自信的 n.被保险人 v.保证；确实（assure的过去分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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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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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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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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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iden 2 n. 拜登(姓氏)

28 bil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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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illion 9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30 bot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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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rink 2 [briŋk] n.（峭壁的）边缘 n.(Brink)人名；(德、英、荷、丹、瑞典)布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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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usinesses 3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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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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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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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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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39 Caty 2 卡蒂

40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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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enter 2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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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huck 1 n.[机]卡盘；抚弄；赶走；恰克（人名） vt.丢弃，抛掷；驱逐；轻拍

44 clo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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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ollection 1 [kə'lekʃən] n.采集，聚集；[税收]征收；收藏品；募捐

46 c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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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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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49 commonly 1 ['kɔmənli] adv.一般地；通常地；普通地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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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ongress 3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52 congressional 1 [kən'greʃənəl] adj.国会的；会议的；议会的

53 considers 1 英 [kən'sɪdə(r)] 美 [kən'sɪdər] v. 考虑；思考；认为；体谅；注视

54 constituency 1 [kən'stitjuənsi] n.（选区的）选民；支持者；（一批）顾客

55 constituent 1 [kən'stitjuənt] n.成分；选民；委托人 adj.构成的；选举的

56 constituents 1 [kən'stɪtʊənts] n. 组分；要素 名词constituent的复数形式.

57 contains 1 [kən'teɪnz] v.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58 contest 1 vt.争辩；质疑 vi.竞争；争辩 n.竞赛；争夺；争论

59 controls 1 英 [kən'trəʊls] 美 [kən'troʊls] n. 控制器；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

60 coronavirus 5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61 cost 1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62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63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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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ovid 3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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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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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debated 1 [dɪ'beɪt] n. 辩论；讨论 vt. 争论；思考 vi. 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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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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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democrats 1 ['deməkræts] n.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

72 dependent 1 [di'pendənt] adj.依靠的；从属的；取决于…的 n.依赖他人者；受赡养者

73 designed 1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74 desperation 2 [despə'reiʃən] n.绝望的境地；不顾一切拼命

75 died 1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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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78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79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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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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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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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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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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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lec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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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lection 1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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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mployed 1 [ɪm'plɔɪd] adj. 被雇用的；使用的 动词empl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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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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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92 examine 1 [ig'zæmin] vt.检查；调查；检测；考试 vi.检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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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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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periencing 1 [ɪk'spɪərənsɪŋ] n. 体验；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

96 extension 1 [ik'stenʃən] n.延长；延期；扩大；伸展；电话分机

97 eyes 1 n.眼睛（eye的复数） n.(Eyes)人名；(英)艾斯

98 fa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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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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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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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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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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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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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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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109 government 3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10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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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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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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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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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16 heard 1 [hə:d] v.听到（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闻知 n.(Heard)人名；(英)赫德

117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118 hel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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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highly 1 ['haili] adv.高度地；非常；非常赞许地

120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21 home 1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122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123 Hopkins 1 ['hɔpkinz] n.霍普金（姓氏）

124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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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27 immediately 2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128 in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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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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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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0 includes 4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31 individuals 1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132 infections 1 [ɪn'fekʃnz] n.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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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5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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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items 1 ['aɪtəm] n. 项目；条款；一件商品（或物品）；一则或一条新闻 adv. 也

137 January 2 ['dʒænjuəri] n.一月

138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139 Johns 1 [dʒɔnz] n.约翰斯（姓氏）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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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kee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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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large 1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143 larger 2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144 lawmakers 2 n.立法者(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

145 leader 2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146 leaders 1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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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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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legislation 1 [,ledʒis'leiʃən] n.立法；法律

150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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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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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looked 1 [lʊkt]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55 loss 1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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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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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majorities 1 英 [mə'dʒɒrəti] 美 [mə'dʒɔː rəti] n. 大多数；多数；多数党；多数派

159 majority 1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160 march 1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161 massive 1 ['mæsiv] adj.大量的；巨大的，厚重的；魁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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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mcconnell 1 麦康内尔(美国)

164 measure 3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165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166 mill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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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168 minority 1 n.少数民族；少数派；未成年

169 mitch 1 [mitʃ] vi.逃学 n.(Mitch)人名；(英)米奇

170 Monday 2 ['mʌndi] n.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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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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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mo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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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mu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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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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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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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negotiations 1 [nɪɡəʊʃ'ɪeɪʃnz] n. 协商；谈判；磋商 名词negotiation的复数形式.

177 new 4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78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79 nex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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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night 2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181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82 numerous 1 ['nju:mərəs] adj.许多的，很多的

183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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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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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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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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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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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operating 1 ['ɔpəreitiŋ] adj.操作的；[外科]外科手术的 v.操作（operate的ing形式）；动手术

190 operational 1 [,ɔpə'reiʃənəl] adj.操作的；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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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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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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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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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owner 1 ['əunə] n.[经]所有者；物主

197 package 3 ['pækidʒ] n.包，包裹；套装软件，[计]程序包 adj.一揽子的 vt.打包；将…包装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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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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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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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passage 1 n.一段（文章）；走廊；通路；通过 n.(Passage)人名；(英)帕西奇；(法)帕萨热

203 passed 2 [pa:st] adj.已经通过的；已经过去的；已被传递的 v.通过；传递（pass的过去分词）；超过

204 passes 1 ['paː sɪz] n. 途径；通行 名词pass的复数形式.

205 passing 1 ['pɑ:siŋ, 'pæs-] adj.经过的；目前的；及格的；短暂的 n.经过；及格；流逝；去世 adv.非常 v.通过；及格；许可；传送
（pass的ing形式） n.(Passing)人名；(德)帕辛

206 paycheck 1 ['pei'tʃek] n.付薪水的支票，薪水

207 payments 3 ['peɪmənts] 支付

208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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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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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praised 1 [preɪz] vt. 赞美；称赞 n. 赞美；称赞；崇拜 vi. 赞美

212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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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program 3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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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

215 progress 1 ['prəugres, 'prɔ-, prəu'gres] n.进步，发展；前进 vi.前进，进步；进行 n.(Progress)人名；(赞)普罗格雷斯

216 proposals 1 [prə'pəʊzlz] 建议

217 protection 1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218 provided 1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219 provides 2 [prə'vaɪd] v. 供给；提供；准备；规定；抚养

220 pushed 1 [puʃt] adj.处于窘境的；为难的；推挤现象的 v.推；挤；逼迫（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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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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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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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relief 1 n.救济；减轻，解除；安慰；浮雕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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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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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representatives 1 [reprɪ'zentətɪvz] n. 众议院议员；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

228 republi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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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republicans 1 n.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

230 resource 1 [ri'sɔ:s, -'zɔ:s, 'ri:s-, 'ri:z-] n.资源，财力；办法；智谋

231 rest 1 [rest] vt.使休息，使轻松；把…寄托于 n.休息，静止；休息时间；剩余部分；支架 vi.休息；静止；依赖；安置 n.(Rest)人
名；(英、德、俄、捷、荷)雷斯特

232 resulted 1 [rɪ'zʌlt] n. 结果；成果；答案；成绩；(足球比赛)赢 v. 产生；致使

233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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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ruin 1 ['ruin, 'ru:-] n.废墟；毁坏；灭亡 vt.毁灭；使破产 vi.破产；堕落；被毁灭 n.(Ruin)人名；(德、意、芬)鲁因；(法)吕安

236 runoff 2 ['rʌnɔf, -ɔ:f] n.[水文]径流；决赛；流走的东西 adj.决胜的

237 sadness 1 ['sædnis] n.悲哀

238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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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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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schools 1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241 Schumer 1 n. 舒默

242 seats 1 ['siː ts] n.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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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eeing 1 ['si:iŋ] n.看见；视觉；观看；视力 conj.因为；由于；鉴于 adj.看见的；有视觉的 v.看见（see的ing形式）

245 senate 5 ['senit] n.参议院，上院；（古罗马的）元老院

246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47 sharp 1 adj.急剧的；锋利的；强烈的；敏捷的；刺耳的 adv.急剧地；锐利地；突然地 n.尖头 vt.磨快；把音调升高 vi.升音演奏
n.(Sharp)人名；(英)夏普

248 should 2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49 sign 1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250 small 1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
人名；(英)斯莫尔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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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253 spending 5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254 starting 1 ['stɑ tː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255 st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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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Stat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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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tep 1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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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steven 1 ['sti:vən] n.史蒂文（男子名）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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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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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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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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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tax 1 [tæks] vt.向…课税；使负重担 n.税金；重负 n.(Tax)人名；(英、匈、捷)塔克斯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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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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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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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theaters 1 n. 影剧院，剧院（theater复数）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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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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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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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to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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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tot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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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transportation 1 [,trænspə'teiʃən,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系统；运输工具；流放

275 treasury 1 ['treʒəri, 'trei-] n.国库，金库；财政部；宝库

276 trillion 4 ['triljən] n.[数]万亿 adj.万亿的 num.[数]万亿

277 trum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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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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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80 unemployment 1 [,ʌnim'plɔimənt] n.失业；失业率；失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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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universities 1 英 [ˌjuːnɪ'vɜːsəti] 美 [ˌjuːnɪ'vɜ rːsəti] n. 大学

283 us 1 pron.我们

284 vaccination 1 [,væksi'neiʃən] n.接种疫苗；种痘

285 version 1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286 ve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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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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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voices 1 n. 声音 名词voice的复数形式. abbr. 音控识别计算机输入系统(=Voice Operated Identification Computer Entry System)

289 vo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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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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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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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week 2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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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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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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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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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who 2 pron.谁；什么人

300 wi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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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winner 1 ['winə] n.胜利者 n.(Winner)人名；(英、德、瑞典)温纳

302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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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wor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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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wor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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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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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wrote 2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07 year 3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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