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2-29 [As It Is] Trump Signs Coronavirus Aid Bill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2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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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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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10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5 trum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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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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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o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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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bil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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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i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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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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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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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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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4 calle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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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congress 4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16 government 4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7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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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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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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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t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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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veto 4 ['vi:təu] n.否决权 vt.否决；禁止 vi.否决；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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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mericans 3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24 amount 3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25 coronavirus 3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26 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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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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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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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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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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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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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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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payments 3 ['peɪmənts] 支付

34 president 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35 republi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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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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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spending 3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38 suppo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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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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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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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week 3 [wi:k] n.周，星期

41 who 3 pron.谁；什么人

42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43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44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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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benefits 2 ['benɪfɪt] n. 利益；津贴；义演；保险金；借助 vt. 有益于；得益

47 billion 2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48 Caty 2 卡蒂

49 changes 2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50 Christmas 2 n.圣诞节；圣诞节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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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devastating 2 ['devəsteitiŋ] adj.毁灭性的；全然的 v.摧毁（devastate的ing形式）；毁坏

53 disgrace 2 [dis'greis] n.耻辱；丢脸的人或事；失宠 vt.使……失宠；给……丢脸；使……蒙受耻辱；贬黜

54 distribute 2 [di'stribju:t, 'dis-] vt.分配；散布；分开；把…分类

55 individual 2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56 ju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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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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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l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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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majority 2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60 need 2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61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62 override 2 [,əuvə'raid] vt.推翻；不顾；践踏 n.代理佣金

63 pelosi 2 佩洛西

64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65 per 2 [强pə:, 弱pə] prep.每；经；按照；每一 n.(Per)人名；(德、挪、丹、瑞典)佩尔

66 robust 2 [rəu'bʌst, 'rəubʌst] adj.强健的；健康的；粗野的；粗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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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separate 2 vt.使分离；使分开；使分居 vi.分开；隔开；分居 adj.单独的；分开的；不同的；各自的； n..分开；抽印本

69 shutdown 2 ['ʃʌtdaun] n.关机；停工；关门；停播

70 signing 2 ['sainiŋ] n.签署；签字 v.签字；写下；示意（sign的ing形式）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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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struggling 2 ['strʌgliŋ] adj.奋斗的；努力的；苦斗的 v.努力；斗争；竞争（struggle的ing形式）

73 Sunday 2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74 thing 2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75 trillion 2 ['triljən] n.[数]万亿 adj.万亿的 num.[数]万亿

76 unemployment 2 [,ʌnim'plɔimənt] n.失业；失业率；失业人数

77 wasteful 2 ['weistful] adj.浪费的，不经济的；奢侈的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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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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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with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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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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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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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administer 1 [əd'ministə] vt.管理；执行；给予 vi.给予帮助；执行遗产管理人的职责；担当管理人

84 adult 1 ['ædʌlt, ə'dʌlt] adj.成年的；成熟的 n.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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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afford 1 [ə'fɔ:d] vt.给予，提供；买得起 n.(Afford)人名；(英)阿福德

86 afforded 1 英 [ə'fɔː d] 美 [ə'fɔː rd] v. 花费得起；能够做；承担得起(后果)；提供；给予

87 afloat 1 [ə'fləut] adj.在海上的；飘浮的；浸满水的；在传播的 adv.在海上；飘浮著；浸满水

88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89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90 announcing 1 [ə'naʊnsɪŋ] n. 宣布 动词announce的现在分词形式.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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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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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ashamed 1 [ə'ʃeimd] adj.惭愧的，感到难为情的；耻于……的

94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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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begun 1 [bi'gʌn] v.开始（begin的过去分词） n.(Begun)人名；(俄)别贡；(英)贝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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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bodies 1 英 ['bɒdi] 美 ['bɑːdi] n. 身体；主体；正文；主要部分；尸体；躯体；团体 v. 赋…以形体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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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break 1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
晓；（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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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103 checks 1 [t'ʃeks] n. （复）制约（复数形式常用在短语checks and balances中；意思是 制约与平衡） 名词check的复数形式.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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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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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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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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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criticism 1 ['krɪtɪsɪzəm] n.批评；考证；苛求

110 cuts 1 [kʌts] n.切口；（分摊到的）份额；近路（cut的复数） v.剪（cut的第三人称单数）；[机]切割；砍倒

111 damage 1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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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deliver 1 [di'livə] vt.交付；发表；递送；释放；给予（打击）；给…接生 vi.实现；传送；履行；投递 n.投球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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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demands 1 英 [dɪ'mɑːnd] 美 [dɪ'mænd] n. 要求；需求 v. 要求；查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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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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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9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20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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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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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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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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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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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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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nsure 1 [in'ʃuə] vt.保证，确保；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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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expansive 1 [ik'spænsiv] adj.广阔的；扩张的；豪爽的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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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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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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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form 1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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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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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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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harm 1 [hɑ:m] n.伤害；损害 vt.伤害；危害；损害 n.(Harm)人名；(德)哈尔姆

140 harmed 1 英 [hɑːm] 美 [hɑ rːm] n. 危害；伤害；损害 vt. 伤害；损害

141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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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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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hi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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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historic 1 [his'tɔrik] adj.有历史意义的；历史上著名的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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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英)豪斯

147 housing 1 ['hausiŋ] n.房屋；住房供给；[机]外壳；遮盖物；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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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impressive 1 [im'presiv] adj.感人的；令人钦佩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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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2 is 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3 item 1 n.条款，项目；一则；一件商品（或物品） adj.又，同上 v.记下；逐条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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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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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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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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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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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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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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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legislative 1 ['ledʒislətiv] adj.立法的；有立法权的 n.立法权；立法机构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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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lifeline 1 ['laiflain] n.生命线；救生索

164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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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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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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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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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mcconnell 1 麦康内尔(美国)

170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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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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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mitch 1 [mitʃ] vi.逃学 n.(Mitch)人名；(英)米奇

174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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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nancy 1 ['nænsi] adj.女性化的；同性恋的 n.女性化的男人

177 nation 1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178 necessarily 1 ['nesəsərəli, ,nesə'serəli] adv.必要地；必定地，必然地

179 negotiate 1 [ni'gəuʃieit, -si-] vt.谈判，商议；转让；越过 vi.谈判，交涉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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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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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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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objection 1 [əb'dʒekʃən, ɔb-] n.异议，反对；缺陷，缺点；妨碍；拒绝的理由

184 objections 1 [əbd'ʒekʃnz] 缺陷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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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operations 1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187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88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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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partial 1 ['pɑ:ʃəl] adj.局部的；偏爱的；不公平的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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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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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pass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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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perfect 1 ['pə:fikt, pə'fekt] adj.完美的；最好的；精通的 vt.使完美；使熟练 n.完成式 n.(Perfect)人名；(英)珀费克特

195 pl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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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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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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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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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200 preventing 1 [prɪ'vent] v. 预防；防止，阻止；挡住

201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202 progra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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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式

203 programs 1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204 protections 1 [prə'tekʃnz] 保护

205 push 1 vt.推动，增加；对…施加压力，逼迫；按；说服 vi.推进；增加；努力争取 n.推，决心；大规模攻势；矢志的追求

206 rejection 1 [ri'dʒekʃən] n.抛弃；拒绝；被抛弃的东西；盖帽

207 remove 1 [ri'mu:v] vt.移动，迁移；开除；调动 vi.移动，迁移；搬家 n.移动；距离；搬家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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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210 resisted 1 [rɪ'zɪst] v. 抵制；抵抗；反抗；忍住 n. 防蚀涂层

211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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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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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15 seriously 1 ['siəriəsli, 'si:r-] adv.认真地；严重地，严肃地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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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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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sign 1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219 signature 1 ['signətʃə] n.署名；签名；信号

220 signed 1 [saind] adj.有符号的；已签字的；有正负之分的 v.署名；写下；预示；示意（sign的过去分词）

221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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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224 speaker 1 ['spi:kə] n.演讲者；扬声器；说话者；说某种语言的人 n.(Speaker)人名；(英)斯皮克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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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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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stay 1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228 step 1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229 successful 1 [sək'sesful] adj.成功的；一帆风顺的

230 suggested 1 [sə'dʒestɪd] adj. 建议的；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1 suggestions 1 n. 意见；示意 名词suggestion的复数形式.

232 surprised 1 [sə'praizd] adj.感到惊讶的，出人意料的 v.使惊奇（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

233 suspended 1 [sə'spendid] adj.悬浮的；暂停的，缓期的（宣判）

234 temporary 1 ['tempərəri] adj.暂时的，临时的 n.临时工，临时雇员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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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thirds 1 [θɜːdz] n. 三号 名词third的复数形式.

237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38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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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throughout 1 [θru:'aut] adv.自始至终，到处；全部 prep.贯穿，遍及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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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43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244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45 urging 1 [ɜːdgɪŋ] adj. 催促的；紧迫的 动词urge的现在分词.

246 usual 1 ['ju:ʒuəl] adj.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247 vaccine 1 ['væksi:n] n.疫苗；牛痘苗 adj.疫苗的；牛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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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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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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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weaken 1 ['wi:kən] vt.减少；使变弱；使变淡 vi.变弱；畏缩；变软弱

252 weekend 1 [,wi:k'end, 'wi:kend] n.周末，周末休假；周末聚会 adj.周末的，周末用的 vi.度周末

253 welcomed 1 ['welkəm] vt. 欢迎 adj. 受欢迎的 n. 欢迎 int. 欢迎(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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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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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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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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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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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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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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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