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06 [As It Is] Labor Day_ Will American Workers Be
Stronger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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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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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nd 2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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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for 1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 is 1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 workers 16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9 tha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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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labor 14 ['leibə] n.劳动；工作；劳工；分娩 vi.劳动；努力；苦干 vt.详细分析；使厌烦 n.(Labor)人名；(德、塞、法)拉博尔；(英)
拉博

11 people 1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2 ar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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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da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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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unions 9 Union Islands of the Pacific also called Tokelaus 太平洋联合岛屿,又称托克劳群岛

15 abou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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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b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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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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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wage 8 [weidʒ] vi.进行；发动；从事 n.工资；代价；报偿 vt.进行；开展

19 many 7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20 minimum 7 ['miniməm] n.最小值；最低限度；最小化；最小量 adj.最小的；最低的

21 they 7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2 who 7 pron.谁；什么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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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ecause 6 [bi'kɔz] conj.因为

25 mo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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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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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tim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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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money 5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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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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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

31 thei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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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think 5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33 work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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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mazon 4 ['æməzɔn] 亚马逊；古希腊女战士

35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6 businesses 4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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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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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during 4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39 employees 4 [ˌemplɔɪ'iː ] n. 受雇者；雇工；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

40 jobs 4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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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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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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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s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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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wa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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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47 wi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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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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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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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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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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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average 3 n.平均；平均数；海损 adj.平均的；普通的；通常的 vt.算出…的平均数；将…平均分配；使…平衡 vi.平均为；呈中
间色

53 better 3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54 crisis 3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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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arn 3 [ə:n] vt.赚，赚得；获得，挣得；使得到；博得 n.(Earn)人名；(泰)炎

57 fa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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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英、芬)费尔

58 for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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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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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holiday 3 ['hɔlədi] n.假日；节日；休息日 vi.外出度假 n.(Holiday)人名；(英)霍利迪

61 howe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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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m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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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milkman 3 ['milkmən] n.牛奶商；送奶工人；挤奶员工 n.(Milkman)人名；(英)米尔克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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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p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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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president 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67 righ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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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should 3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69 television 3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70 there 3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71 union 3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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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w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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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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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year 3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76 you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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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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ac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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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AFL 2 abbr. 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bbr. 美国足球联盟(=American Football Le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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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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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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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amusement 2 [ə'mju:zmənt] n.消遣，娱乐；乐趣

83 assume 2 vi.假定；设想；承担；采取 vt.僭取；篡夺；夺取；擅用；侵占

84 ba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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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believes 2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86 CIO 2 abbr. 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首席信息官（=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87 college 2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88 c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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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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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considered 2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91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92 down 2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93 employers 2 [ɪmp'lɔɪəz] 用人单位

94 family 2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95 Federal 2 ['fedərəl] adj.联邦的；同盟的 n.北部联邦同盟盟员；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96 finding 2 ['faindiŋ] n.发现；裁决；发现物 v.找到；感到（find的ing形式）；遇到

97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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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00 go 2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101 happens 2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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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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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05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06 h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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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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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income 2 ['inkʌm] n.收入，收益；所得

109 join 2 [dʒɔin] vt.参加；结合；连接 vi.加入；参加；结合 n.结合；连接；接合点 n.(Join)人名；(法)茹安

110 know 2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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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la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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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least 2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114 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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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loc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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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longer 2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17 low 2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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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made 2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119 Monday 2 ['mʌndi] n.星期一

120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21 no 2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122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23 off 2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124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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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organization 2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126 organize 2 ['ɔ:gənaiz] vt.组织；使有系统化；给予生机；组织成立工会等 vi.组织起来；成立组织

127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28 owner 2 ['əunə] n.[经]所有者；物主

129 paid 2 [peid] adj.付清的；已付的 vt.支付（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付清

130 person 2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131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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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斯

132 recent 2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33 restaurants 2 餐馆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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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school 2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136 September 2 [sep'tembə] n.九月

137 shut 2 [ʃʌt] vt.关闭；停业；幽禁 vi.关上；停止营业 n.关闭 adj.关闭的；围绕的 n.(Shut)人名；(俄)舒特；(中)室(广东话·威妥玛)

138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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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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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spend 2 [spend] vt.度过，消磨（时光）；花费；浪费；用尽 vi.花钱；用尽，耗尽 n.预算

141 spo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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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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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together 2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144 tri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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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trouble 2 ['trʌbl] n.麻烦；烦恼；故障；动乱 vt.麻烦；使烦恼；折磨 vi.费心，烦恼

146 tru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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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university 2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148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49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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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worker 2 ['wə:kə] n.工人；劳动者；职蚁 n.(Worker)人名；(英)沃克

151 work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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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ing)人名；(英)沃金

152 young 2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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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activities 1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155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156 advocate 1 ['ædvəkeit, 'ædvəkət] vt.提倡，主张，拥护 n.提倡者；支持者；律师

157 advocates 1 ['ædvəkeɪt] v. 提倡；主张 n. 拥护者；提倡者；律师；辩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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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160 Alabama 1 [,ælə'bæmə] n.阿拉巴马州（美国州名）

161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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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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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64 andy 1 ['ændi] n.安迪（男子名，等于And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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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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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68 ask 1 [ɑ:sk, æsk] vt.问，询问；要求；需要；邀请；讨价 vi.问，询问；要求 n.(Ask)人名；(芬、瑞典)阿斯克

169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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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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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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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174 bezos 1 n. 贝索斯

175 biden 1 n. 拜登(姓氏)

176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177 b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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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bookstore 1 ['bukstɔ:] n.书店（等于bookshop）

179 budget 1 ['bʌdʒit] n.预算，预算费 vt.安排，预定；把…编入预算 vi.编预算，做预算 adj.廉价的

180 busboy 1 ['bʌsbɔi] n.（美）餐馆工（等于busboy）

181 call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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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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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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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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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186 celebrate 1 vt.庆祝；举行；赞美；祝贺；宣告 vi.庆祝；过节；举行宗教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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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9 children 1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190 Christian 1 ['kristjən; -tʃən] n.基督徒，信徒 adj.基督教的；信基督教的

191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92 Cleveland 1 ['kli:vlənd] n.克利夫兰（美国城市）

193 closer 1 ['kləuzə] adj.靠近的 n.[自]闭合器；最后的节目

194 coasters 1 n. 杯垫；航海者（coaster复数）

195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196 communications 1 英 [kəmjuːnɪ'keɪʃ(ə)nz] 美 [kə̩ mjuːnɪ'keɪʃənz] n. 通信技术；通讯设备 名词communication的复数形式.

197 companies 1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198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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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cool 1 [ku:l] adj.凉爽的；冷静的；出色的 vt.使…冷却；使…平静下来 vi.变凉；平息 n.凉爽；凉爽的空气 adv.冷静地 n.(Cool)人
名；(法)科尔；(英)库尔

201 coronavirus 1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202 covid 1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203 cream 1 [kri:m] n.奶油，乳脂；精华；面霜；乳酪

204 creating 1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205 cut 1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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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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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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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迪尔

208 decided 1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209 depend 1 [di'pend] vi.依赖，依靠；取决于；相信，信赖

210 difference 1 n.差异；不同；争执

211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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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drinking 1 ['driŋkiŋ] n.喝，饮；喝酒 v.饮（drink的ing形式）；喝

214 dropped 1 [drɒpt] v. 降下(减少；划线；停止；除去)

215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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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218 easy 1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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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ducated 1 ['edju:keitid] adj.受过教育的；有教养的 v.训练；教导；培育（educate的过去分词形式）

221 employee 1 [,emplɔi'i:, em'plɔii:] n.雇员；从业员工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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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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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njoy 1 [in'dʒɔi] vt.欣赏，享受；喜爱；使过得快活

225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226 established 1 [i'stæbliʃt] adj.确定的；已制定的，已建立的

227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228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229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230 extra 1 ['ekstrə] adv.特别地，非常；另外 n.临时演员；号外；额外的事物；上等产品 adj.额外的，另外收费的；特大的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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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factories 1 ['fæktri] n. 工厂；制造厂

233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234 feel 1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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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237 formed 1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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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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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241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242 fun 1 [fʌn] n.乐趣；玩笑；有趣的人或事 adj.供娱乐用的 vi.开玩笑

243 gains 1 ['ɡeɪnz] n. 收益 名词gain的复数形式.

244 games 1 [geɪmz] n. [计算机] 游戏程序 n. 运动会；比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 v. 赌博（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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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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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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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governments 1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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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grover 1 n.格鲁佛氏；调弦系统；卷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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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h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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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254 haven 1 ['heivən] n.港口；避难所，安息所 vt.为……提供避难处；安置……于港中 n.(Haven)人名；(英)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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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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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highest 1 ['haiist] adj.最高的

259 hinge 1 n.铰链，折叶；关键，转折点；枢要，中枢 v.用铰链连接；依…为转移；给…安装铰链；（门等）装有蝶铰

260 hinges 1 ['hɪndʒɪz] n. 铰链；小五金 名词hing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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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hourly 1 ['auəli] adv.每小时地；频繁地，随时 adj.每小时的，以钟点计算的；频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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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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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IATSE 1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Theatrical Stage Employees 国际戏剧舞台工作者联盟

266 ice 1 [[ais] n.冰；冰淇淋；矜持；（俚）钻石 vt.冰镇；结冰 vi.结冰 adj.冰的 n.(Ice)人名；(英)艾斯；(法)伊斯

267 increase 1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268 inequality 1 [,ini'kwɔləti] n.不平等；不同；不平均

269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270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271 interested 1 ['intristid, 'intər-] adj.感兴趣的；有权益的；有成见的 v.使…感兴趣（interest的过去分词）

272 interests 1 ['ɪntrəst] n. 兴趣；嗜好；利息；股份 v. 使…感兴趣

273 interfere 1 [,intə'fiə] vi.干涉；妨碍；打扰 vt.冲突；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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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jeff 1 [dʒef] n.杰夫（男子名，等于Jeffrey）

276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277 Jonas 1 ['dʒəunəs] n.乔纳斯（人名）

278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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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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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laws 1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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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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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liz 1 [liz] n.莉斯（女子名）

285 Loeb 1 [lə:b] 罗卜（Jacques；1859-1924生于德国的美国生理学家及生物学家）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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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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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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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291 manufacturing 1 [,mænju'fæktʃəriŋ] adj.制造的；制造业的 n.制造业；工业 v.制造；生产（manufacture的ing形式）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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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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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market 1 ['mɑ:kit] n.市场；行情；股票市场；市面；集市；销路；商店 vt.在市场上出售 vi.做买卖 n.(Market)人名；(塞)马尔凯特

295 mason 1 ['meisən] n.泥瓦匠；共济会会员（等于freemason） vt.用砖瓦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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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mean 1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298 meaning 1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299 medical 1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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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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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monitor 1 n.监视器；监听器；监控器；显示屏；班长 vt.监控

303 movement 1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304 movie 1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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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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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network 1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308 newspaper 1 ['nju:s,peipə, 'nju:z-] n.报纸 报社 旧报纸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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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offering 1 ['ɔfəriŋ, 'ɔ:-] n.提供；祭品；奉献物；牲礼 v.提供（offer的ing形式）

311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312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313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314 opinion 1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315 organizations 1 [ˌɔː ɡənaɪ'zeɪʃnz] n. 组织机构（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

316 organized 1 ['ɔ:gənaizd] adj.有组织的；安排有秩序的；做事有条理的 v.组织（organize的过去分词）

317 organizing 1 v.组织（organize的ing形式）；使有机化 n.组织 adj.组织上的

318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319 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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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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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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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park 1 [pɑ:k] n.公园；[交]停车场 vt.停放；放置；寄存 vi.停放车辆 n.(Park)人名；(英、芬、瑞典)帕克

323 Parks 1 n.帕克斯（人名）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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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paying 1 ['pei'ŋ] adj.支付的；赢利的；合算的 n.支付；填缝；放送绳链 v.支付；报答（pay的ing形式）

326 percent 1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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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29 planning 1 ['plæniŋ] n.规划；计划编制 v.计划；设计；预期（plan的ing形式）

330 poets 1 Phooey On Everything-Tomorrow's Saturday 对任何事表示轻视(明天是星期六)

331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332 politicians 1 [pɒlɪ'tɪʃnz] 政治家

333 poor 1 [puə, pɔ:] adj.贫穷的；可怜的；贫乏的；卑鄙的 n.(Poor)人名；(英、伊朗)普尔

334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335 po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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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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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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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productions 1 n.生产( production的名词复数 ); 产量; 产品; 出示

339 products 1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340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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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342 protecting 1 [prə'tektiŋ] adj.保护的；防护的 v.保护；防护（protect的ing形式）

343 protections 1 [prə'tekʃnz] 保护

344 protested 1 英 [prəʊ'testɪd] 美 [proʊ'testɪd] adj. 抗拒的；反对的 动词prot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45 quite 1 [kwait] adv.很；相当；完全

346 raise 1 [reiz] vt.提高；筹集；养育；升起 vi.上升 n.高地；上升；加薪 n.(Raise)人名；(英)雷兹

347 raised 1 [[reizd] adj.凸起的；发酵的；浮雕的 v.提高（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举起；抚育，抚养

348 raising 1 ['reiziŋ] n.高地；提高；举；浮雕装饰 v.饲养；升起；举起（raise的ing形式）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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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real 1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351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352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353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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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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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research 1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357 restaurant 1 ['restərɔŋ, -rɔnt, -rənt] n.餐馆；[经]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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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rides 1 [raɪd] v. 骑；乘 n. 交通工具；骑；乘车；搭便车

360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361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362 roller 1 ['rəulə] n.[机]滚筒；[机]滚轴；辊子；滚转机 n.(Roller)人名；(英、德、俄、匈、罗、捷、瑞典)罗勒；(法)罗莱

363 ruth 1 [ru:θ] n.露丝（女子名）；路得；路得记

364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365 seconds 1 ['sekəndz] n. 秒，时刻 名词second的复数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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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seem 1 [si:m] vi.似乎；像是；装作 n.(Seem)人名；(英)西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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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seller 1 ['selə] n.卖方，售货员 n.(Seller)人名；(匈)谢勒；(西)塞列尔

370 seven 1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371 share 1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372 shops 1 英 [ʃɒp] 美 [ʃɑːp] n. 商店；车间 v. 逛商店；购物；买东西

373 shortage 1 ['ʃɔ:tidʒ] n.缺乏，缺少；不足

374 shortages 1 ['ʃɔː tɪdʒɪz] 缺陷

375 shown 1 ['ʃəun] v.解释（show的过去分词）；给予；表露

376 shuler 1 n. 舒勒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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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379 southern 1 ['sʌðən] adj.南的；南方的 n.南方人 n.(Southern)人名；(英)萨瑟恩

380 span 1 [/spæn/] n.跨度，跨距；范围 vt.跨越；持续；以手指测量 n.(Span)人名；(捷)斯潘

381 spending 1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382 standards 1 [s'tændədz] n. 规格 名词standard的复数形式.

383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384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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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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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Sta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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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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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 station 1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389 stronger 1 [英[strɒŋə(r)] 美[strɒŋə]] adj.更强壮的

390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391 study 1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392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393 summer 1 ['sʌmə] n.夏季；全盛时期 vi.避暑；过夏天 adj.夏季的 n.(Summer)人名；(德)祖默；(英)萨默

394 summertime 1 英 ['sʌmətaɪm] 美 ['sʌmərtaɪm] n. 夏季；全盛时期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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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supports 1 [sə'pɔː ts] n. 支持

397 sympathy 1 ['simpəθi] n.同情；慰问；赞同

398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399 tell 1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400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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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theater 1 ['θiətə, 'θi:ə-] n.电影院，戏院，剧场；戏剧；手术室

402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403 thinking 1 ['θiŋkiŋ] adj.思考的；思想的；有理性的；好思考的 n.思考；思想；想法；意见；见解 v.思考（think的现在分词）

404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05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406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407 traditional 1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408 trillion 1 ['triljən] n.[数]万亿 adj.万亿的 num.[数]万亿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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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unionize 1 ['ju:njənaiz] vt.使……加入工会；使……成立工会 vi.加入工会；成立工会

411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412 unofficial 1 [,ʌnə'fiʃəl] adj.非官方的；非正式的

413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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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us 1 pron.我们

415 Virginia 1 [və(:)'dʒinjə] n.弗吉尼亚（女子名）；弗吉尼亚州 adj.弗吉尼亚州的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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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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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wages 1 ['weɪdʒɪz] n. 工资；报酬；代价 名词wage的复数；动词wage的第三人称单数.

419 warned 1 英 [wɔː n] 美 [wɔː 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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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wealth 1 [welθ] n.财富；大量；富有

422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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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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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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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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