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04 [As It Is] Asian Americans Win Elections to Lead Two
Large Citie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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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sian 19 ['eiʃən] n.亚洲人 adj.亚洲的；亚洲人的

4 to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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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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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1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7 American 1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8 you 1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9 h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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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mericans 8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11 city 8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2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 a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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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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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t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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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Cities 5 n.都市（歌曲名）

17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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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 5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9 leaders 5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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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2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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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b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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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ston 4 ['bɔstən] n.波士顿（美国城市）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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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Cincinnati 4 [,sinsi'næti] n.辛辛那提（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

27 fir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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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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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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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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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think 4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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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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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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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Arab 3 ['ærəb] adj.阿拉伯的 n.阿拉伯人；阿拉伯马

37 associated 3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8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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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andidates 3 ['kændɪdeɪts] n. 申请求职者；候选人；投考者 名词candidat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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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got 3 [gɔt] v.得到，明白（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Got)人名；(法)戈；(西、匈、瑞典)戈特

41 har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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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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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44 if 3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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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mayor 3 ['mεə] n.市长 n.(Mayor)人名；(英)梅厄；(法、西、俄)马约尔

47 mayoral 3 ['mεərəl, 'meiə-] adj.市长的 n.(Mayoral)人名；(西)马约拉尔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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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name 3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50 Ohio 3 [əu'haiəu] n.俄亥俄州（美国一个州）

51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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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53 political 3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54 politics 3 ['pɔlitiks] n.政治，政治学；政治活动；政纲

55 pres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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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such 3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57 ve 3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58 victories 3 ['vɪktəri] n. 胜利；成功

59 voters 3 ['vəʊtəz] 选民

60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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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wor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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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your 3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63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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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achieve 2 vt.取得；获得；实现；成功 vi.达到预期的目的，实现预期的结果，如愿以偿

65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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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67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68 California 2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69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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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reative 2 [kri'eitiv] adj.创造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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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dearborn 2 ['diə,bən] n.迪尔伯恩（美国一城市）；迪尔伯恩马车（一种小型四轮马车）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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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dude 2 n.男人，小伙子 n.(Dude)人名；(德、塞)杜德 n.（非正式）花花公子；纨绔子弟

75 effect 2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76 election 2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77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78 future 2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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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go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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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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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harder 2 [ha:də] adj.更难的；更努力的；更坚固的（hard的比较级） n.(Harder)人名；(英、德、瑞典)哈德

82 Harrell 2 n. 哈勒尔

83 knock 2 [nɔk] vi.敲；打；敲击 vt.敲；打；敲击；批评 n.敲；敲打；爆震声

84 lai 2 [lai] abbr.意大利航空公司（LineeAereeItaliane） n.(Lai)人名；(柬、法)莱；(意、瑞典、尼日利)拉伊；(中)赖(普通话·威妥玛)

85 large 2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86 lead 2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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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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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look 2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英)
卢克

90 money 2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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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93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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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populations 2 [pɒpjʊ'leɪʃnz] 居群

95 re 2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96 ripple 2 ['ripl] n.波纹；涟漪；[物]涟波 vi.起潺潺声 vt.在…上形成波痕 n.(Ripple)人名；(英)里普尔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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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shows 2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99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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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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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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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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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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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05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06 us 2 pron.我们

107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108 victory 2 ['viktəri] n.胜利；成功；克服 n.(Victory)人名；(西)维多利；(英)维克托里

109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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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112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13 who 2 pron.谁；什么人

114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115 Wu 2 [wu:] abbr.西联（WesternUnion）；工作单位（WorkUnit）；武汉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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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Abdullah 1 [,æb'dʌlə] n.阿布杜拉（人名）

118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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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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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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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aftab 1 阿夫塔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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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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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ancestry 1 ['ænsestri] n.祖先；血统

126 anywhere 1 ['enihwεə] adv.在任何地方；无论何处 n.任何地方

127 aside 1 [ə'said] adv.离开，撇开；在旁边 n.旁白；私语，悄悄话；离题的话 prep.在…旁边

128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129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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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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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belong 1 [bi'lɔŋ] vi.属于，应归入；居住；适宜；应被放置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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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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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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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brown 1 [braun] adj.棕色的，褐色的；太阳晒黑的 vi.变成褐色 n.褐色，棕色 vt.使变成褐色 n.(Brown)人名；(英、意、芬、捷、
德、法、西、葡)布朗

137 Bruce 1 [bru:s] n.布鲁斯（男名）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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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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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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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causes 1 [kɔː zɪz] n. 原因，理由；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

143 celebrating 1 ['selɪbreɪt] v. 庆祝；庆贺；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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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clara 1 ['klεərə] n.克拉拉（女子名）

146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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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comfortable 1 ['kʌmfətəbl] adj.舒适的，舒服的 n.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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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council 1 ['kaunsəl] n.委员会；会议；理事会；地方议会；顾问班子 n.(Council)人名；(英)康斯尔

151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152 crimes 1 [k'raɪmz] 犯罪

153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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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decade 1 ['dekeid] n.十年，十年期；十

155 decades 1 n.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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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defeated 1 [dɪ'fiː t] n. 挫败；败北 vt. 战胜；击败；使...不能实现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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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democratic 1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160 Detroit 1 [di'trɔit] n.底特律（美国一座城市）

161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62 difference 1 n.差异；不同；争执

163 differences 1 ['dɪfərəns] n.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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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doors 1 [dɔ:z] n.大门；入口；通道（door的复数）

166 Dreams 1 [driː mθ] n. 梦想 名词dream的复数形式.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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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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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elections 1 n. 选举，选举制；投票（election的复数形式）

170 empower 1 [im'pauə] vt.授权，允许；使能够

171 empowered 1 英 [ɪm'paʊə(r)] 美 [ɪm'paʊər] vt. 授权；使能够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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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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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75 ethnic 1 ['eθnik] adj.种族的；人种的

176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77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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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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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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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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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84 fund 1 [fʌnd] n.基金；资金；存款 vt.投资；资助 n.(Fund)人名；(德)丰德

185 funny 1 adj.有趣的，好笑的，滑稽的；（口）稀奇的，古怪的，奇异的；有病的，不舒服的；狡猾的，欺骗（性）的，可疑
的，不光明 n.滑稽人物；笑话，有趣的故事；滑稽连环漫画栏；（英）（比赛用）单人双桨小艇

186 gaining 1 ['geɪnɪŋ] n. 开槽 动词gain的现在分词形式.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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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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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Gonzalez 1 冈萨雷斯（人名）

190 hammoud 1 哈穆德

191 hand 1 [hænd] n.手，手艺；帮助；指针；插手 vt.传递，交给；支持；搀扶 n.(Hand)人名；(英、瑞典)汉德

192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93 Hawaii 1 [hə'waii:] n.夏威夷岛；夏威夷（美国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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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himself 1 [him'self] pron.他自己；他亲自，他本人

196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97 hit 1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198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199 humor 1 ['hju:mə] n.幽默，诙谐；心情 vt.迎合，迁就；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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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ideas 1 观念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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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Indian 1 ['indiən] adj.印度的；印第安人的；印第安语的 n.印度人；印第安人；印第安语

204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205 islander 1 ['ailəndə] n.岛上居民 n.(Islander)人名；(英)艾兰德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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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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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Japanese 1 [,dʒæpə'ni:z] adj.日本（人）的；日语的 n.日本人；日语

209 jobs 1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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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knocker 1 ['nɔkə] n.门环；敲击者；吹毛求疵的人

212 knuckles 1 ['nʌkl] n. 指关节；膝关节；肘形接头；铰链连接 v. 以指节压；屈从；开始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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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214 la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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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lasts 1 英 [lɑːst] 美 [læst] v. 持续；维持 adj. 最近的；上一个的；末尾的；最后的 adv. 最后；最近一次 n. 最后来的人（或发生的
事）；鞋楦(做鞋的模型)

216 la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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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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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level 1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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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lorena 1 n.(Lorena)人名；(罗、英、西、葡)洛雷娜(女名)，洛雷纳

221 ma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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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maker 1 ['meikə] n.制造者；造物主；出期票人 n.(Maker)人名；(英)马克尔

223 man 1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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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materials 1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226 matter 1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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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229 Michelle 1 [mi:'ʃel] n. 米歇尔(女子名)

230 Michigan 1 ['miʃigən] n.美国密歇根州；密歇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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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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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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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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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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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northeastern 1 [,nɔ:θ'i:stən] adj.在东北的；东北方的；来自东北的

237 notable 1 ['nəutəbl] adj.值得注意的，显著的；著名的 n.名人，显要人物

238 notes 1 英 [nəʊt] 美 [noʊt] n. 笔记；便条；纸币；音符；票据；注解；音调 vt. 注意；记录；注解

239 object 1 ['ɔbdʒikt, -dʒekt, əb'dʒekt] n.目标；物体；客体；宾语 vt.提出…作为反对的理由 vi.反对；拒绝

240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241 order 1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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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44 pacific 1 adj.和平的；温和的；平静的 n.太平洋 adj.太平洋的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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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parents 1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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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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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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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251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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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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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placing 1 ['pleisiŋ] n.出售；铺设；得名次的人或物；私募资金 v.放置（place的ing形式）

254 polish 1 n.磨光，擦亮；擦亮剂；优雅，精良 vi.擦亮，变光滑 vt.磨光，使发亮；使完美;改进 v.磨光；修改；润色 adj.波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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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power 1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256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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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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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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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raises 1 ['reɪzɪz] n. 加薪；增加 名词raise的复数形式.

262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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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residents 1 ['rezɪdənts] 居民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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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santa 1 ['sæntə] n.圣诞老人（等于SantaClaus）

267 Seattle 1 [si'ætl] n.西雅图（美国一港市）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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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270 serve 1 [sə:v]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n.发球，轮到发
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271 shand 1 n. 尚德

272 shaping 1 ['ʃeɪpɪŋ] n. 成形；塑造 动词shape的现在分词.

273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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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76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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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spread 1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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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tories 1 [s'tɔː rɪz] n. 故事，传说（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 v. 讲…的故事；说假话（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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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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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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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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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86 Taiwanese 1 ['taiwɑ:'ni:z; -'ni:s] adj.台湾人的；台湾的 n.台湾人

287 tang 1 [tæŋ] n.特性；强烈的味道；柄脚 vt.使声尖锐；装刀柄于 vi.发出铿锵声；发出当的一声 n.(Tang)人名；(柬、缅)当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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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terry 1 ['teri] n.厚绒布；毛毛圈 adj.起毛毛圈的 n.(Terry)人名；(英、西、葡、法、塞)特里

290 thank 1 [θæŋk] vt.感谢 n.感谢 int.谢谢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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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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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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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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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Tibetan 1 [ti'betən] adj.西藏的；藏族的 n.藏语；西藏人

296 tonight 1 [tə'nait] adv.在今晚 n.今晚

297 towns 1 n. 汤斯

298 truly 1 ['tru:li] adv.真实地，不假；真诚地 n.(Truly)人名；(英)特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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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trust 1 ['trʌst] n.信任，信赖；责任；托拉斯 vt.信任，信赖；盼望；赊卖给 vi.信任，信赖；依靠 n.(Trust)人名；(英)特拉斯特

300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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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303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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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voice 1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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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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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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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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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whose 1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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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wins 1 视窗网际网路名称服务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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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315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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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work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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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19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320 you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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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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