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1-08 [As It Is] Congress Confirms Biden's Win, Calls for
Trump Removal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7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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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trum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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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nd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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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ident 1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7 for 1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9 be 6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0 Capitol 6 ['kæpitəl] n.美国国会大厦；（美国）州议会大厦

11 i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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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congress 5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13 election 5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14 hous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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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vic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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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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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biden 4 n. 拜登(姓氏)

18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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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20 pence 4 [pens] n.便士（penny的复数） n.(Pence)人名；(英)彭斯

21 senate 4 ['senit] n.参议院，上院；（古罗马的）元老院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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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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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Wednesday 4 ['wenzdi; -dei] n.星期三

26 who 4 pron.谁；什么人

27 added 3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28 amendment 3 [ə'mendmənt] n.修正案；改善；改正

29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0 cabinet 3 ['kæbinit] n.内阁；橱柜；展览艺术品的小陈列室 adj.内阁的；私下的，秘密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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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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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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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lawmakers 3 n.立法者(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

35 office 3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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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presidential 3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38 removal 3 [ri'mu:vəl] n.免职；移动；排除；搬迁

39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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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statement 3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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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supporters 3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42 violence 3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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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would 3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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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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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attack 2 [ə'tæk] n.攻击；抨击；疾病发作 vt.攻击；抨击；动手干 vi.攻击；腐蚀 n.(Attack)人名；(瑞典)阿塔克

48 bear 2 vt.结果实，开花（正式） vt.忍受；承受；具有；支撑 n.熊 n.(Bear)人名；(英)贝尔

49 broke 2 [brəuk] adj.一文不名的，破产的 v.打破，断掉（break的过去式） n.(Broke)人名；(英)布罗克

50 building 2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51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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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alling 2 ['kɔ:liŋ] n.职业；欲望；点名；召集；邀请 v.召；呼唤（call的现在分词）；称之为

53 calls 2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54 Caty 2 卡蒂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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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ou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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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democracy 2 [di'mɔkrəsi] n.民主，民主主义；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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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disrupt 2 [dis'rʌpt] vt.破坏；使瓦解；使分裂；使中断；使陷于混乱 adj.分裂的，中断的；分散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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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arly 2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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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halted 2 [hɔː lt] n. 停止；止步 v. 停止；中止；暂停 v. 踌躇；犹豫；跛行

64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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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hours 2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66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67 including 2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68 insurrection 2 [,insə'rekʃən] n.暴动；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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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led 2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71 majority 2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72 marched 2 英 [mɑ tːʃ] 美 [mɑ rːtʃ] n. 行军；行进；游行示威；稳步前进；进行曲 v. 行进；前进；进发；使同行；游行示威 March n.
三月

73 mob 2 [mɔb] n.暴民，暴徒；民众；乌合之众 vt.大举包围，围攻；蜂拥进入 vi.聚众生事，聚众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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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officers 2 n.军官，人员（officer复数形式）

76 orderly 2 ['ɔ:dəli] adj.有秩序的；整齐的；值班的 n.勤务兵；传令兵；护理员 adv.顺序地；依次地

77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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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police 2 [pə'li:s] n.警察，警方；治安 vt.监督；管辖；维持治安；为…配备警察 adj.警察的；有关警察的

80 pro 2 [prəu] adv.赞成地 n.赞成者；赞成的意见 prep.赞成 n.(Pro)人名；(意)普罗

81 reconvene 2 [ˌriː kən'viː n] v. 重新集合；重新召集；再召开

82 representatives 2 [reprɪ'zentətɪvz] n. 众议院议员；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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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republicans 2 n.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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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rioter 2 ['raɪətə(r)] n. 暴民；暴徒；喝酒狂闹的人

86 several 2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87 she 2 [ʃi:] pron.她（主格）；它（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船舶、地球、月亮等） n.女人；雌性动物 n.(She)人名；(中)佘(普通话
·威妥玛)

88 show 2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89 speak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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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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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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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telling 2 ['teliŋ] adj.有效的；生动的；显著的 n.命令；叙述；吐露真情 v.告诉；讲述（tell的ing形式）；命令 n.(Telling)人名；(英)
特林

93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94 throu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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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Thursday 2 ['θə:zdi; -dei] n.星期四

96 today 2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97 transition 2 [træn'siʒən, -'ziʃən, trɑ:n-] n.过渡；转变；[分子生物]转换；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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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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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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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upset 2 vt.使心烦；颠覆；扰乱 vi.翻倒 adj.心烦的；混乱的；弄翻的 n.混乱；翻倒；颠覆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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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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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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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wi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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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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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wins 2 视窗网际网路名称服务

108 won 2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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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account 1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111 accounts 1 [ə'kaʊnts] n. 帐目；叙述；账户；客户，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

112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113 acting 1 ['æktiŋ] adj.代理的；装腔作势的 n.演技；演戏；假装

114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115 Adam 1 ['ædəm] n.亚当

116 adding 1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117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118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119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20 agrees 1 [ə'ɡriː ] v. 同意；赞成；承认；符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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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am 1 abbr.调频，调谐，调幅（amplitudemodulation） vi.（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 aux.（与v-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与v-
ed连用构成被动语态） n.（柬）安（人名）

123 angry 1 ['æŋgri] adj.生气的；愤怒的；狂暴的；（伤口等）发炎的

124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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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assistant 1 [ə'sistənt] n.助手，助理，助教 adj.辅助的，助理的；有帮助的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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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attacked 1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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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attackers 1 n.攻击者( attacker的名词复数 ); 进攻者; 抨击者; （球类比赛的）攻击手

130 attempt 1 [ə'tempt] n.企图，试图；攻击 vt.企图，试图；尝试

131 barriers 1 ['bæriəz] 障碍

132 becomes 1 [bɪ'kʌm] v. 变成；成为；变得；适合（某人）；使（人）显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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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best 1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135 blamed 1 [bleimd] adj.混蛋的，该死的 v.谴责

136 blocked 1 [blɔkt] adj.堵塞的；被封锁的 v.阻塞（block的过去分词）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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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c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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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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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candidate 1 n.候选人，候补者；应试者

141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42 carried 1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143 Chao 1 n.钞（货币）

144 chief 1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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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climbed 1 [klaɪm] v. 攀登；爬；上升 n. 爬；攀爬处

147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148 confirmation 1 [,kɔnfə'meiʃən] n.确认；证实；证明；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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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congressman 1 ['kɔŋgresmən] n.国会议员；众议院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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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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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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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deaths 1 ['deθs] 死亡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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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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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58 disagree 1 [,disə'gri:] vi.不同意；不一致；争执；不适宜

159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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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door 1 [dɔ:] n.门；家，户；门口；通道 n.(Door)人名；(英)多尔

162 drop 1 [drɔp] vt.滴；使降低；使终止；随口漏出 vi.下降；终止 n.滴；落下；空投；微量；滴剂

163 duties 1 [djː tɪs] n. 税；职责 名词dut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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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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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laine 1 [e'lein] n.伊莱恩（女子名）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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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lectoral 1 [i'lektərəl] adj.选举的；选举人的

169 electors 1 n. 选举人；选民（elector的复数）

170 ends 1 ['endz] n. 结束；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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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ven 1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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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174 extremist 1 [ik'stri:mist] n.极端主义者，过激分子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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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facts 1 n. 事实 名词fact的复数形式.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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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famous 1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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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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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forward 1 ['fɔ:wəd] adj.向前的；早的；迅速的 adv.向前地；向将来 vt.促进；转寄；运送 n.前锋 n.(Forward)人名；(英)福沃德

182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83 freedom 1 ['fri:dəm] n.自由，自主；直率 n.(Freedom)人名；(英)弗里德姆

184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85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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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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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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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heart 1 [hɑ:t] n.心脏；感情；勇气；心形；要点 vt.鼓励；铭记 vi.结心 n.(Heart)人名；(英)哈特

191 heavy 1 adj.沉重的；繁重的，巨大的；拥挤的；阴沉的 n.重物；严肃角色 adv.大量地；笨重地

192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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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immediately 1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195 impeach 1 [im'pi:tʃ] vt.弹劾；归咎；怀疑 n.控告，检举；弹劾；怀疑

196 impeachment 1 [im'pi:tʃmənt] n.弹劾；控告；怀疑；指摘

197 incited 1 [ɪn'saɪt] v. 煽动；刺激；激励

198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199 interrupt 1 [,intə'rʌpt] vt.中断；打断；插嘴；妨碍 vi.打断；打扰 n.中断

200 invoke 1 [in'vəuk] vt.调用；祈求；引起；恳求

201 invoked 1 [ɪn'vəʊkt] vt. 祈求；授引；召唤；求助；引起

202 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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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J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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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205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206 joined 1 [dʒɔɪnd]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07 joint 1 [dʒɔint] n.关节；接缝；接合处，接合点；（牛，羊等的腿）大块肉 adj.共同的；连接的；联合的，合办的 vt.连接，贴
合；接合；使有接头 vi.贴合；生节 n.(Joint)人名；(法)茹安

208 lady 1 ['leidi] n.女士，夫人；小姐；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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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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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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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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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mcconnell 1 麦康内尔(美国)

214 me 1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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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metal 1 ['metəl] n.金属；合金 vt.以金属覆盖 adj.金属制的 n.(Metal)人名；(捷)梅塔尔；(瑞典)梅塔尔

218 mike 1 n.扩音器，麦克风；话筒；休息,游手好闲 vi.使用扩音器；偷懒,游手好闲 vt.用扩音器传送；用窃听器窃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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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mitt 1 [mit] n.手；棒球手套；连指手套；女用露指长手套 n.(Mitt)人名；(瑞典)米特

221 morning 1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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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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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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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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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227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228 nevertheless 1 [,nevəðə'les] adv.然而，不过；虽然如此 conj.然而，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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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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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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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objections 1 [əbd'ʒekʃnz] 缺陷

233 occupied 1 ['ɔkjupaid] adj.已占用的；使用中的；无空闲的 v.占有（occupy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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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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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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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outcome 1 ['autkʌm] n.结果，结局；成果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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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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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pelosi 1 佩洛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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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perform 1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243 permits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244 personal 1 ['pə:sənl] adj.个人的；身体的；亲自的 n.人事消息栏；人称代名词

245 phrasal 1 ['freizl] adj.短语的；习惯用语的，成语的

246 posted 1 英 ['pəʊstɪd] 美 ['poʊstɪd] adj. 有职位的；消息灵通的；发布的 动词po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7 Powers 1 n.能天使；力天使

248 prepared 1 adj.准备好的 v.准备（prepare的过去分词）

249 presided 1 [prɪ'zaɪd] v. 主持；任主席；统辖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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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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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quickest 1 [kwɪkɪst] adj. 最快的 形容词quick的最高级.

253 refuse 1 [ri'fju:z, ri:-] n.垃圾；废物 vt.拒绝；不愿；抵制 vi.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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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released 1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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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258 reopened 1 英 [ˌriː 'əʊpən] 美 [ˌriː 'oʊpən] v. 重开；再开

259 replacement 1 [ri'pleismənt] n.更换；复位；代替者；补充兵员

260 resignations 1 n.辞职( resignation的名词复数 ); 辞职书; 顺从; 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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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resigned 1 [ri'zaind] adj.顺从的；已辞职的；己放弃的 v.辞职；顺从（resign的过去分词）

262 respect 1 [ri'spekt] n.尊敬，尊重；方面；敬意 vt.尊敬，尊重；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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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65 returned 1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266 riots 1 ['raɪət] n. 暴乱；骚乱；喧闹；（色彩）丰富；<俚>有趣的人 v. 闹事；骚乱

267 Romney 1 ['rɔmni] n.罗姆尼羊；罗姆尼（男性名）

268 rotunda 1 [rəu'tʌndə] n.圆形大厅；圆形建筑

269 safety 1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270 sake 1 [seik] n.目的；利益；理由；日本米酒 n.(Sake)人名；(罗)萨克；(日)酒(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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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chumer 1 n. 舒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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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ecured 1 英 [sɪ'kjʊə(r)] 美 [sə'kjʊr] adj. 安全的；牢靠的；稳妥的 vt. 使安全；获得；固定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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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send 1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277 session 1 ['seʃən] n.会议；（法庭的）开庭；（议会等的）开会；学期；讲习会

278 shot 1 n.发射；炮弹；射手；镜头 adj.用尽的；破旧的；杂色的，闪光的 v.射击（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9 shouted 1 ['ʃaʊtɪd] v. 呼喊；高声呼叫（动词shou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0 sides 1 [saɪdz] n.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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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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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sitting 1 ['sitiŋ] n.入席，就坐；开庭；孵卵；坐着的一段时间 adj.坐着的；孵卵中的；在任期中的 v.坐；坐落（sit的ing形式） n.
(Sitting)人名；(英)西廷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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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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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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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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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staff 1 [stɑ:f, stæf] n.职员；参谋；棒；支撑 adj.职员的；行政工作的 vt.供给人员；给…配备职员 vi.雇用工作人员 n.(Staff)人名；
(德、匈)施塔夫；(瑞典、英)斯塔夫

289 stand 1 [stænd] vi.站立；位于；停滞 vt.使站立；忍受；抵抗 n.站立；立场；看台；停止

290 st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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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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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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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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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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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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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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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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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though 1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298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299 totally 1 ['təutəli] adv.完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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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tried 1 adj.可靠的；试验过的 v.尝试，审问，审理，审讯，审判（try的过去分词）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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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truth 1 [tru:θ] n.真理；事实；诚实；实质

304 unfit 1 [,ʌn'fit] adj.不适宜的；不合格的；不健康的 vt.使不合格；使不相宜；使不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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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unhappy 1 [,ʌn'hæpi] adj.不快乐的；不幸福的；不适当的

306 urged 1 ['ɜːdʒd] v. 催促；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7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08 Utah 1 ['ju:tɑ:] n.美国犹他州

309 verb 1 [və:b] n.动词；动词词性；动词性短语或从句 adj.动词的；有动词性质的；起动词作用的 n.(Verb)人名；(俄)韦尔布

310 violent 1 ['vaiələnt] adj.暴力的；猛烈的

311 voters 1 ['vəʊtəz] 选民

312 Washington 1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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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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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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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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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white 1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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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windows 1 ['windəuz] n.微软公司生产的“视窗”操作系统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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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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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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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