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28 [As It Is] After Election Gains, German's Social
Democrats Aim to Form a Government 词汇表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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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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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fter 3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4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5 agreement 1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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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im 1 vt.目的在于；引导；把…对准 vi.打算；对准目标；瞄准 n.目的；目标；对准

8 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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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llied 2 ['ælaid] adj.联合的；同盟的；与…同属一系 v.联合（ally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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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2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3 and 1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4 angela 1 ['ændʒilə] n.安吉拉（女子名）

15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16 appoint 1 [ə'pɔint] vt.任命；指定；约定 vi.任命；委派

17 approval 1 [ə'pru:vəl] n.批准；认可；赞成

18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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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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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21 associated 1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 attempts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23 b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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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t 1 [bi:t] vt.打；打败 vi.打；打败；拍打；有节奏地舒张与收缩 n.拍子；敲击；有规律的一连串敲打 adj.筋疲力尽的；疲惫不
堪的 n.(Beat)人名；(德)贝亚特

25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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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iggest 3 [bɪgɪst] adj. 最大的

28 black 1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29 bloc 2 ['blɔk] n.集团 n.(Bloc)人名；(法、罗)布洛克

30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31 bundestag 4 ['bundəs,tɑ:g] n.西德连邦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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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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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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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candidate 3 n.候选人，候补者；应试者

36 caretaker 1 ['kεə,teikə] n.看管者；看门人；守护者 adj.临时代理的

37 case 1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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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hancellor 6 ['tʃɑ:nsələ, 'tʃæn-] n.总理（德、奥等的）；（英）大臣；校长（美国某些大学的）；（英）大法官；（美）首席法官
n.(Chancellor)人名；(英)钱塞勒

40 closely 1 ['kləusli] adv.紧密地；接近地；严密地；亲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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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oalition 14 [,kəuə'liʃən] n.联合；结合，合并

42 colors 3 ['kɒlərz] n. 彩色 名词color的复数形式.

43 combination 1 [,kɔmbi'neiʃən] n.结合；组合；联合；[化学]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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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46 congresses 1 n.国会( congress的名词复数 ); 代表大会; （用于某些国家的政党名称）国民大会; 性交

47 constituencies 1 英 [kən'stɪtjuənsi] 美 [kən'stʃuənsi] n. 选区；选区的选民；支持者；主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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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50 cou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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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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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53 debt 1 [det] n.债务；借款；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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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decides 1 [dɪ'saɪd] v. 决定；判断；断定

56 democrats 13 ['deməkræts] n.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

57 dissolve 2 [di'zɔlv] vt.使溶解；使分解；使液化 vi.溶解；解散；消失 n.叠化画面；画面的溶暗

58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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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d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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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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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arners 1 n.挣钱人( earner的名词复数 )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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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conomy 1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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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ither 1 adj.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任何一个 conj.也（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根本 pron.任一，两方，随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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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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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lection 6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69 elects 1 [ɪ'lekt] v. 选举；选择 adj. 精选的；当选的；[神学]被上帝选中的 n. 被选中者；[神学]上帝的选民

70 employee 2 [,emplɔi'i:, em'plɔii:] n.雇员；从业员工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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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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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nvironmentalist 1 [in,vaiərən'mentəlist] n.环保人士；环境论者；研究环境问题的专家

74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75 Evans 1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76 e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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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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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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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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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f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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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finished 1 ['finiʃt] adj.完结的，完成的；精巧的 v.完成；结束；毁掉（finish的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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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fir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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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flag 1 [flæg] vi.标记；衰退；枯萎 vt.标记；插旗 n.标志；旗子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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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7 for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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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forming 1 ['fɔː mɪŋ] n. 形成(成形法；模锻) v. 形成

89 fought 1 [fɔ:t] v.战斗（fight的过去分词）；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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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fourth 1 [fɔ:θ] adj.第四的，第四个的；四分之一的 n.第四，月的第四日；四分之一 num.第四

92 fre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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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friendly 1 ['frendli] adj.友好的；亲切的；支持的；融洽的，和睦的 adv.友善地；温和地 n.(Friendly)人名；(英)弗兰德利

94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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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German 4 ['dʒə:mən]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n.德语；德国人

97 Germany 7 ['dʒə:məni] n.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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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government 7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00 governments 2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101 grand 1 [grænd] adj.宏伟的；豪华的；极重要的 n.大钢琴；一千美元 n.(Grand)人名；(法)格朗；(英、瑞典)格兰德

102 green 2 [gri:n] adj.绿色的；青春的 n.绿色；青春 vt.使…变绿色 vi.变绿色 n.(Green)人名；(英、意)格林；(瑞典、芬)格伦

103 greens 3 n.绿地；绿叶蔬菜；生手；绿色物（green的复数） v.使变绿色；使恢复活力（green的三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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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happened 2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6 happens 1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107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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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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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10 hel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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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Helmut 1 n. 赫尔穆特

112 her 3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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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hold 2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115 holds 1 英 [həʊldz] 美 [hoʊldz] n. 货舱；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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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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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i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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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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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involved 2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1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2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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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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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itself 1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125 jamaica 1 [dʒə'meikə] n.牙买加（拉丁美洲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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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Jamaican 1 [dʒə'meikən] adj.牙买加的；牙买加人的 n.牙买加人

127 Jonathan 1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128 known 2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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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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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leadership 2 ['li:dəʃip] n.领导能力；领导阶层

132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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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35 left 1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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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light 1 n.光；光线；灯；打火机；领悟；浅色；天窗 adj.轻的；浅色的；明亮的；轻松的；容易的；清淡的 vi.点着；变亮；着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138 limit 1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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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longest 1 ['lɔŋgist, 'lɔ:ŋ-] adj.最长的 n.(Longest)人名；(英)朗格斯特

141 loosen 1 ['lu:sən] vt.放松；松开 vi.放松；松开 n.(Loosen)人名；(德)洛森

142 majority 4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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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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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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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Merkel 7 n. 默克尔

147 minimum 3 ['miniməm] n.最小值；最低限度；最小化；最小量 adj.最小的；最低的

148 minority 1 n.少数民族；少数派；未成年

149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150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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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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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narrowly 1 ['nærəuli] adv.仔细地；勉强地；狭窄地；严密地

155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56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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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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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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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161 new 5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62 n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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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nominates 1 英 ['nɒmɪneɪt] 美 ['nɑːmɪneɪt] vt. 提名；指派；登记赛马参加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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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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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of 1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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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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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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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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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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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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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opposition 1 [,ɔpə'ziʃən] n.反对；反对派；在野党；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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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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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outgoing 4 adj.对人友好的，开朗的；出发的，外出的；即将离职的；乐于助人的 n.外出；流出；开支 v.超过；优于（outgo的
ing形式）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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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parliament 2 ['pɑ:ləmənt] n.议会，国会

181 parties 9 英 ['pɑ tːi] 美 ['pɑ rːti] n. 聚会；宴会；政党；一伙人；[律]当事人 vi. 开派对

182 part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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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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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p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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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perc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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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permits 2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187 placed 2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8 plans 2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189 politicians 1 [pɒlɪ'tɪʃnz] 政治家

190 position 1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191 possible 3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192 possibly 1 ['pɔsəbli] adv.可能地；也许；大概

193 president 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94 press 1 [pres] vt.压；按；逼迫；紧抱 vi.压；逼；重压 n.压；按；新闻；出版社；[印刷]印刷机 n.(Press)人名；(英、德、俄、
西、瑞典)普雷斯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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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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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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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ready 1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人名；(英)雷迪

199 received 1 [ri'si:vd] adj.被一般承认的；被认为标准的 v.收到；接受；迎接（receive的过去分词）

200 record 1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201 red 1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202 remain 1 [ri'mein] vi.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n.遗迹；剩余物，残骸

203 repeat 1 [ri'pi:t] vt.重复；复制；背诵 n.重复；副本 vi.重做；重复发生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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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result 2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206 resulting 1 [rɪ'zʌltɪŋ] adj. 结果的 动词result的现在分词.

207 ri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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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rules 1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09 run 1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210 s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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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Schmidt 1 n.施密特（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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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seats 2 ['siː ts] n.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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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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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secure 1 [si'kjuə] adj.安全的；无虑的；有把握的；稳当的 vt.保护；弄到；招致；缚住 vi.获得安全；船抛锚；停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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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18 sets 1 n.[数]集合，设置（set的复数） v.放置（set单三形式）

219 shand 1 n. 尚德

220 sh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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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22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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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social 10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225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26 stayed 1 [steɪ] v. 停留；逗留；保持 n. 停留；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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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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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succeeds 1 [sək'siː d] v. 成功；继承；接着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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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Sunday 1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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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34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35 taken 2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236 talks 2 ['tɔː ks] 会谈

237 taxes 2 [tæksi:z] n.税收，税金；税务；[税收]税捐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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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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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the 6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41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242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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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45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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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48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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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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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ti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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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t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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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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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tradition 1 [trə'diʃən] n.惯例，传统；传说

255 traffic 1 ['træfik] n.交通；运输；贸易；[通信]通信量 vt.用…作交换；在…通行 vi.交易，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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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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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union 7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259 unstable 2 [,ʌn'steibl] adj.不稳定的；动荡的；易变的

260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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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us 1 pron.我们

263 usually 4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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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vo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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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voters 1 ['vəʊtəz] 选民

267 vo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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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wage 2 [weidʒ] vi.进行；发动；从事 n.工资；代价；报偿 vt.进行；开展

269 wan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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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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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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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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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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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who 4 pron.谁；什么人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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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winning 1 ['winiŋ] adj.胜利的；获胜的 n.胜利；获得；成功 v.获胜（win的ing形式） n.(Winning)人名；(英、瑞典、法)温宁

278 wins 1 视窗网际网路名称服务

279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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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won 2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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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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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85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286 yellow 2 adj.黄色的；黄皮肤的 adj.胆小的 n.黄色；黄种人；黄色颜料 vi.变黄或发黄 vt.使变黄或发黄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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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