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1-05 [As It Is] Trump's Phone Call Makes Senate Votes
Difficult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6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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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2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i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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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nd 18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6 trum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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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lection 13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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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president 10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0 vote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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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 results 9 [rɪ'zʌlts] n. 结果

13 stat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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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t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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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biden 8 n. 拜登(姓氏)

16 electoral 7 [i'lektərəl] adj.选举的；选举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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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State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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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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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hav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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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republica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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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senate 6 ['senit] n.参议院，上院；（古罗马的）元老院

23 thi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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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5 college 5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26 da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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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Georgi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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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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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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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presidential 5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31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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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w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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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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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 4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35 ha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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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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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his 4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38 Joe 4 [dʒəu] n.乔（男子名）

39 on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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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overturn 4 [,əuvə'tə:n, 'əuvətə:n] vt.推翻；倾覆；破坏 vi.推翻；倾覆 n.倾覆；周转；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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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phone 4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42 raffensperger 4 n. 拉芬斯珀格

43 someth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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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wi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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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won 4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6 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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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a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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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defense 3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49 effort 3 ['efət] n.努力；成就

50 elec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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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lections 3 n. 选举，选举制；投票（election的复数形式）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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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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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hawley 3 n. 霍利

55 Jan 3 abbr.一月（january） n.(Jan)人名；(阿富、巴基、印)贾恩；(德、荷、丹、挪、捷、波、俄、瑞典、芬、塞)扬；(英)简；
(法、罗)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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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official 3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58 own 3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59 Pennsylvania 3 [,pensil'veinjə] n.宾夕法尼亚州（美国州名）

60 post 3 [pəust] n.岗位；邮件；标杆 vt.张贴；公布；邮递；布置 vi.快速行进 n.(Post)人名；(英、西、捷、瑞典、荷)波斯特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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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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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Washington 3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64 which 3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65 who 3 pron.谁；什么人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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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wrote 3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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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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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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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asked 2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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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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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博特

74 Caty 2 卡蒂

75 chiefs 2 n. 首领（chief的复数）

76 claim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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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confirm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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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congress 2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79 constitution 2 n.宪法；体制；章程；构造；建立，组成；体格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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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cruz 2 n.（西）克鲁兹（男子名）

82 deadline 2 ['dedlain] n.截止期限，最后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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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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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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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lectors 2 n. 选举人；选民（elector的复数）

86 evidence 2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87 form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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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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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Harbor 2 ['hɑ:bə] vt.庇护；怀有 n.海港；避难所 vi.居住，生存；入港停泊；躲藏 n.(Harbor)人名；(英)哈伯

90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91 laws 2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92 lawsuits 2 n. 诉讼，法律诉讼；控诉（lawsuit的复数形式）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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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Members 2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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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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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noon 2 [nu:n] n.中午；正午；全盛期 n.(Noon)人名；(朝)嫩；(英、巴基)努恩

98 November 2 [nəu'vembə] n.十一月

99 officials 2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00 on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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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opinion 2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102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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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overwhelming 2 [,əuvə'hwelmiŋ] adj.压倒性的；势不可挡的 v.压倒；淹没（overwhelm的ing形式）；制服

104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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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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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respond 2 [ri'spɔnd] vi.回答；作出反应；承担责任 vt.以…回答 n.应答；唱和

107 right 2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108 saf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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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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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senators 2 n.参议员( senator的名词复数 )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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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swing 2 [swiŋ] n.摇摆；摆动；秋千；音律；涨落 vi.摇摆；转向；悬挂；大摇大摆地行走 vt.使旋转；挥舞；悬挂 adj.旋转的；悬
挂的；强节奏爵士音乐的 n.(Swing)人名；(英、瑞典)斯温

113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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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15 toomey 2 n. 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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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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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ve 2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120 vi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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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vo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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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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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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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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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winner 2 ['winə] n.胜利者 n.(Winner)人名；(英、德、瑞典)温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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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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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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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accept 1 [ək'sept] vt.接受；承认；承担；承兑；容纳 vi.承认；同意；承兑

130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131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132 administrations 1 [ədmɪnɪst'reɪʃnz] 行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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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agree 1 [ə̍ ɡriː ] vt.同意，赞成；承认；约定，商定 vi.vi.同意，意见一致；约定，商定

135 ahe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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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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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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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answer 1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139 answered 1 英 ['ɑːnsə(r)] 美 ['ænsər] v. 回答；答复；接电话 n. 答案；回答；答复

140 argued 1 英 ['ɑːɡju ]ː 美 ['ɑ rːɡju ]ː v. 说服；争论；辩论

141 arrived 1 [a'raɪvd] adj.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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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audio 1 ['ɔ:diəu] adj.声音的；[声]音频的，[声]声频的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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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46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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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begins 1 [bɪ'ɡɪn] v. 开始；着手

149 belief 1 [bi'li:f] n.相信，信赖；信仰；教义

150 beyond 1 [bi'jɔnd] prep.超过；越过；那一边；在...较远的一边 adv.在远处；在更远处 n.远处

151 body 1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152 brad 1 [bræd] n.[建]曲头钉；角钉 vt.用无头钉固定 n.(Brad)人名；(英、罗)布拉德

153 breaking 1 ['breikiŋ] n.破坏；阻断 v.破坏（break的ing形式）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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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campaign 1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156 campaigning 1 [kæm'peɪn] n. 运动；战役；活动；竞选运动 v. 参加竞选；从事运动

157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58 certified 1 ['sə:tifaid] adj.被证明的；有保证的；具有证明文件的 v.证明，证实；颁发合格证书（certify的过去分词形式）

159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160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161 Cheney 1 ['tʃini] n.切尼（姓氏）

162 clock 1 [klɔk] n.时钟；计时器 vt.记录；记时 vi.打卡；记录时间 n.(Clock)人名；(英)克洛克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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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confirm 1 [kən'fə:m] vt.确认；确定；证实；批准；使巩固

165 confirming 1 英 [kən'fɜːm] 美 [kən'fɜ rːm] v. 证实；批准；确定

166 contention 1 [kən'tenʃən] n.争论，争辩；争夺；论点

167 contentions 1 [kən'tenʃnz] 动机

168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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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conversation 1 n.交谈，会话；社交；交往，交际；会谈；（人与计算机的）人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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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counting 1 ['kaʊntɪŋ] n. 计算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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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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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dc 1 [ˌdiː 'siː ] abbr. 直流(=direct current) abbr. 哥伦比亚特区(=District of Columbia)

177 dec 1 abbr.数位计算设备公司（DigitalEquipmentCorporation）；数字设备公司（DataEquipmentCompany）；直接能量转换
（DirectEnergyConversion）

178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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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declare 1 [di'klεə] vt.宣布，声明；断言，宣称 vi.声明，宣布

181 defeat 1 vt.击败，战胜；挫败；使…失败 n.失败的事实；击败的行为

182 defining 1 [dɪ'faɪnɪŋ] adj. 定义性的；限定的 动词defin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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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dick 1 n.阴茎 n.侦探 n.誓言

185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186 directly 1 [英 [də̍ rektli] 美 [dɪˈrɛktli, daɪ-]] adv.直接地；立即；马上；正好地；坦率地 conj.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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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dispute 1 [dis'pju:t, 'dis-] vt.辩论；怀疑；阻止；抗拒 vi.争论 n.辩论；争吵

189 disputed 1 [dɪsp'ju tːɪd] adj. 争议 动词dispu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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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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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193 d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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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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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196 effective 1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197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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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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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sper 1 n. 埃斯珀

201 Evans 1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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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traordinary 1 adj.非凡的；特别的；离奇的；特派的

204 failed 1 [feild] adj.已失败的，不成功的 v.失败，不成功（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5 feature 1 ['fi:tʃə] n.特色，特征；容貌；特写或专题节目 vi.起重要作用 vt.特写；以…为特色；由…主演

206 final 1 ['fainl] adj.最终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 n.决赛；期末考试；当日报纸的末版

207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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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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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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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follows 1 ['fɒləʊz] n. 跟随；遵照 名词follow的复数形式.

212 force 1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213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214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215 Georgian 1 ['dʒɔ:dʒjən] adj.（英）乔治亚的；英国乔治王朝时代的；乔治王时代艺术风格的 n.乔治亚州人；乔治亚人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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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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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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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Harris 1 ['hæris] n.哈里斯（英国苏格兰一地区）；哈里斯（姓氏）

219 hour 1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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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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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223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224 indecisive 1 [,indi'saisiv] adj.犹豫不决的；非决定性的

225 James 1 [dʒeimz] n.詹姆斯（姓氏，男子名）；《雅各书》

226 Jonathan 1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227 josh 1 [dʒɔʃ] vi.戏弄 vt.戏弄 n.玩笑 n.(Josh)人名；(英、印、巴基)乔希(男子教名Josiah的简称)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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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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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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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launched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232 launching 1 ['lɔ:ntʃiŋ, 'lɑ:n] n.发射；下水；创设 v.发射；发动；开始从事（launch的ing形式）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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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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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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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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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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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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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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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majority 1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241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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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mattis 1 n. 马蒂斯

244 meets 1 [miː t] v. 遇见；满足 n. 运动会；集会 adj. 合适的

245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246 men 1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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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middle 1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249 military 1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250 Missouri 1 [mi'zuəri] n.密苏里（美国州名）

251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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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254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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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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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newly 1 ['nju:li] adv.最近；重新；以新的方式

258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59 none 1 [nʌn] pron.没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任何东西 adj.没有的，一点没有的 adv.决不，一点也不 n.(None)人名；(葡、罗)诺
内；(日)野根(姓)

260 nov 1 abbr. 十一月(=Nov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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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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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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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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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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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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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pat 1 [pæt] adj.恰好的；熟练的；合适的 adv.恰好；熟记地 n.轻拍；小块；轻拍声 vt.轻拍 vi.轻拍 n.(Pat)人名；(泰)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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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play 1 [plei] vt.游戏；扮演；演奏；播放；同…比赛 vi.演奏；玩耍；上演；参加比赛 n.游戏；比赛；剧本 n.(Play)人名；(法、瑞
典)普莱

271 political 1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272 prescribe 1 [pris'kraib] vi.规定；开药方 vt.规定；开处方

273 prescribed 1 [prɪ'skraɪbd] adj. 规定的

274 presidency 1 ['prezidənsi] n.总统（或董事长、会长、大学校长等）的职位（任期）；管辖；支配

275 pressures 1 英 ['preʃə(r)] 美 ['preʃər] n. 压强；压力；压迫 v. 施压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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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277 publ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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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questioning 1 ['kwestʃəniŋ] n.质问 v.询问，审问（question的现在分词）

279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280 recording 1 [ri'kɔ:diŋ] n.录音；唱片 adj.记录的；记录用的 v.录音；记录；录像（record的ing形式）

281 recordings 1 n.记录( recording的名词复数 ); 录音; 录像; 唱片

282 refused 1 [rɪ'fjuːz] v. 拒绝 n. 垃圾；废物

283 reject 1 [ri'dʒekt] vt.拒绝；排斥；抵制；丢弃 n.被弃之物或人；次品

284 release 1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285 repeated 1 [ri'pi:tid] adj.再三的，反复的 v.重复；复述（repea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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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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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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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represents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290 republic 1 [ri'pʌblik] n.共和国；共和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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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request 1 [ri'kwest] n.请求；需要 vt.要求，请求

293 respectfully 1 [ri'spektfuli] adv.尊敬地

294 ru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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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runoff 1 ['rʌnɔf, -ɔ:f] n.[水文]径流；决赛；流走的东西 adj.决胜的

296 Saturday 1 ['sætədi; -dei] n.星期六

297 saw 1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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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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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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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302 secretaries 1 英 ['sekrətri] 美 ['sekrəteri] n. 部长；秘书；书记；大臣；写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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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sees 1 abbr.扩展企业应用套件（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

305 senator 1 ['senətə] n.参议员；（古罗马的）元老院议员；评议员，理事 n.(Senator)人名；(瑞典、斯威)塞纳托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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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served 1 英 [sɜːv] 美 [sɜ rː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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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shared 1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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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singled 1 ['sɪŋɡl] adj. 单一的；单个的；特指某人或某物；单身的；单人的；单程的 n. 单程票；单曲；单人房间；单身者；<美>
一元纸币；(网球)单打比赛；(板球)一分打；(棒球)一垒打 v. 挑选(一个)

311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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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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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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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statute 1 ['stætju:t, -tʃu:t] n.[法]法规；法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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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Sunday 1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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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supporters 1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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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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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ted 1 [ted] vt.翻晒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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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texas 1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324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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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327 tie 1 [tai] vt.系；约束；打结；与…成平局 vi.打结；不分胜负；被用带（或绳子等）系住 n.领带；平局；鞋带；领结；不分胜负
n.(Tie)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治；(英)泰伊；(柬)狄

328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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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330 true 1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331 truth 1 [tru:θ] n.真理；事实；诚实；实质

332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333 tweet 1 n.小鸟叫声；自录音再现装置发出的高音；推特 vi.吱吱地叫；啾鸣

334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335 undermine 1 [,ʌndə'main] vt.破坏，渐渐破坏；挖掘地基

336 undermines 1 英 [ˌʌndə'maɪn] 美 [ˌʌndər'maɪn] vt. 逐渐削弱；暗中损害；在...下挖；从根基处损害

337 unsupported 1 英 [ˌʌnsə'pɔː tɪd] 美 [ˌʌnsə'pɔː rtɪd] adj. 没有支柱的；无支持的；未经证实的

338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39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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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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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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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voter 1 ['vəutə] n.选举人，投票人；有投票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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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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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weaker 1 [wiː kər] adj. 较弱的 形容词weak的比较级形式.

347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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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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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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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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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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