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16 [As It Is] Biden Signs 1.2 Trillion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Plan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and 2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3 to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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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2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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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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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llion 13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8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 spending 11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10 wil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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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biden 8 n. 拜登(姓氏)

12 infrastructure 8 ['infrə,strʌktʃə] n.基础设施；公共建设；下部构造

13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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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trillion 8 ['triljən] n.[数]万亿 adj.万亿的 num.[数]万亿

15 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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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law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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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plan 6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18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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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lso 5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20 be 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1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2 roads 5 n. 路；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 罗兹(姓氏)

23 ab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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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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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Bridges 4 ['bridʒiz] n.布里奇斯（姓氏）

26 electric 4 [i'lektrik] adj.电的；电动的；发电的；导电的；令人震惊的 n.电；电气车辆；带电体

27 improve 4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28 money 4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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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provide 4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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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transportation 4 [,trænspə'teiʃən,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系统；运输工具；流放

33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4 water 4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35 w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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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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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administration 3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38 American 3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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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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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ount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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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de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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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lectricity 3 [,ilek'trisəti] n.电力；电流；强烈的紧张情绪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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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GDP 3 [ˌdʒiː diː 'piː ] abbr. (=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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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Internet 3 ['intənet] n.因特网

47 legislation 3 [,ledʒis'leiʃən] n.立法；法律

48 nation 3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49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50 pow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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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publi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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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releas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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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service 3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54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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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systems 3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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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accessibility 2 [ək,sesə'biləti] n.易接近；可亲；可以得到

58 across 2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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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aid 2 [eid] n.援助；帮助；助手；帮助者 vt.援助；帮助；有助于 vi.帮助 n.(Aid)人名；(阿拉伯、印、英)艾德

61 aims 2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62 airports 2 ['eəpɔː ts] 机场

63 areas 2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64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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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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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b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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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bipartisan 2 [,baipɑ:ti'zæn, -'pɑ:tizən] adj.两党连立的；代表两党的

69 bottom 2 ['bɔtəm] n.底部；末端；臀部；尽头 adj.底部的 vt.装底；测量深浅；查明真相 vi.到达底部；建立基础 n.(Bottom)人名；
(英)博顿

70 buses 2 ['bʌsiz] n.公共汽车（bus的复数形式） v.乘公共汽车；用公共汽车运送（bu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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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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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conomy 2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74 emission 2 [i'miʃən] n.（光、热等的）发射，散发；喷射；发行 n.(Emission)人名；(英)埃米申

75 example 2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76 fa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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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highways 2 ['haɪweɪz] 高速公路

78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79 into 2 ['intu:, -tu, -tə] prep.到…里；深入…之中；成为…状况；进入到…之内 n.(Into)人名；(芬、英)因托

80 kilometers 2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81 line 2 [lain] n.路线，航线；排；绳 vt.排成一行；划线于；以线条标示；使…起皱纹 vi.排队；站成一排 n.(Line)人名；(英)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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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利涅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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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84 modest 2 ['mɔdist] adj.谦虚的，谦逊的；适度的；端庄的；羞怯的 n.(Modest)人名；(罗)莫代斯特；(德)莫德斯特；(俄)莫杰斯特

85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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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needed 2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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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operate 2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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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91 Ports 2 n.[水运]港口，[电子][计]端口（port的复数） n.宝姿（服装品牌）

92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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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railways 2 ['reɪlweɪz] 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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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senat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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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services 2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97 size 2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98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99 st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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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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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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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uctures 2 [st'rʌktʃəz] n.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

103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104 talked 2 [tɔː k] v. 交谈；商讨；演讲；阐述；劝服 n. 谈话；会谈；讨论；讲话；空谈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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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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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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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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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ve 2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111 vehicles 2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112 wastewater 2 ['weist,wɔ:tə, -,wɔ-] n.废水，污水

113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114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115 access 1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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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affairs 1 英 [ə'feə(r)] 美 [ə'fer] n. 私通；事件；事务；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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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aging 1 ['eidʒiŋ] n.老化；陈化，熟化

120 aimed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21 air 1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22 airport 1 ['εəpɔ:t] n.机场；航空站

123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24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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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amtrak 1 ['æmtræk] abbr.美国铁路公司（Americantrack）

126 approves 1 [ə'pruːv] v. 批准；赞成；同意；称许

127 Arabia 1 [ə'reibiə] n.阿拉伯半岛（亚洲西南部，等于ArabianPeninsula）

128 Arizona 1 [,æri'zəunə] n.美国亚利桑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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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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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assert 1 [ə'sə:t] vt.维护，坚持；断言；主张；声称

132 asserting 1 英 [ə'sɜ tː] 美 [ə'sɜ rːt] vt. 断言；主张，坚持；生效；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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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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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bo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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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broadband 1 ['brɔ:dbænd] n.宽频；宽波段 adj.宽频带的；宽波段的；宽频通讯的

138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139 buy 1 [bai] vt.购买；获得；贿赂 vi.买，采购 n.购买，买卖；所购的物品 n.(Buy)人名；(法)比伊

140 buying 1 n.买进 v.购买；获得；收买（buy的ing形式）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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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capture 1 vt.俘获；夺得；捕捉，拍摄,录制 n.捕获；战利品，俘虏

143 carbon 1 ['kɑ:bən] n.[化学]碳；碳棒；复写纸 adj.碳的；碳处理的 n.(Carbon)人名；(西)卡尔翁；(法)卡尔邦；(英)卡本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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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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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charge 1 [tʃɑ:dʒ] n.费用；电荷；掌管；控告；命令；负载 vt.使充电；使承担；指责；装载；对…索费；向…冲去 vi.充电；控
告；索价；向前冲；记在账上 n.(Charge)人名；(法)沙尔热；(英)查奇

148 charging 1 英 [tʃɑːdʒɪŋ] 美 ['tʃɑːdʒɪŋ] n. 充电；装料；炉料 动词charge的现在分词形式.

149 citizenship 1 ['sitizənʃip] n.[法]公民身份，公民资格；国籍；公民权

150 clean 1 [kli:n] adj.清洁的，干净的；清白的 vt.使干净 vi.打扫，清扫 adv.完全地 n.打扫 n.(Clean)人名；(英)克林

151 climate 1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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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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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communities 1 [kə'mjuːnəti] n. 社区；社会；公众；共同体；团体；共享；共有；[生]群落

155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156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157 congress 1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158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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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161 covered 1 ['kʌvəd] adj.覆盖了的；隐蔽着的；有屋顶的 v.覆盖；包括；掩护（cover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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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current 1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
特

164 David 1 ['deivid] n.大卫；戴维（男子名）

165 decrease 1 [di'kri:s, 'di:-, 'di:kri:s, di'k-] n.减少，减小；减少量 vi.减少，减小 vt.减少，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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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developing 1 [di'veləpiŋ] adj.发展中的 n.[摄]显影 v.发展（develop的ing形式）

168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169 disabilities 1 [ˌdɪsə'bɪləti] n. 无力；无能；残疾；不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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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disability 1 [,disə'biləti] n.残疾；无能；无资格；不利条件

171 divided 1 [di'vaidid] adj.分裂的；分开的；有分歧的 v.分开（divide的过去分词）；分离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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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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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conomist 1 [i'kɔnəmist] n.经济学者；节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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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lectrical 1 [i'lektrikəl] adj.有关电的；电气科学的

178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179 entered 1 ['entə(r)d] adj. 进入的 动词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80 Evans 1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181 expand 1 [ik'spænd] vt.扩张；使膨胀；详述 vi.发展；张开，展开

182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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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families 1 ['fæməlɪz] n.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

185 fifty 1 ['fifti] n.五十；五十个；编号为50的东西 adj.五十的；五十个的；众多的

186 finally 1 ['fainəli] adv.最后；终于；决定性地

187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188 fix 1 [fiks] vt.使固定；修理；安装；准备 vi.固定；注视 n.困境；方位；贿赂 n.(Fix)人名；(英、法、德、瑞典)菲克斯

189 gasoline 1 ['gæsəli:n] n.汽油

190 gasses 1 [ɡæs] n. 煤气；气体；汽油；空话 vt. 使吸入毒气；毒(死)；给 ... 加汽油 vi. 空谈；加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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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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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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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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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goods 1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197 gotten 1 ['gɔtən] v.得到；达到（ge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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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grid 1 [grid] n.网格；格子，栅格；输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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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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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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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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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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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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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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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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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highway 1 ['haiwei] n.公路，大路；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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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historic 1 [his'tɔrik] adj.有历史意义的；历史上著名的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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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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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英)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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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hybrids 1 杂交种

215 idiom 1 ['idiəm] n.成语，习语；土话

216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217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18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219 income 1 ['inkʌm] n.收入，收益；所得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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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interstate 1 ['intəsteit, intə's-] adj.州际的；州与州之间的 n.（美）州际公路

222 investment 1 [in'vestmənt] n.投资；投入；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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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225 Jonathan 1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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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lar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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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229 le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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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leadership 1 ['li:dəʃip] n.领导能力；领导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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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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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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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major 1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235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236 maxwell 1 ['mækswəl] n.麦克斯韦（磁通量单位）

237 measure 1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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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modernizing 1 英 ['mɒdənaɪz] 美 ['mɑːdərnaɪz] v. (使) 现代化

240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241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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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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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44 Nigeria 1 [nai'dʒiəriə] n.尼日利亚（位于非洲）

245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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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Ohio 1 [əu'haiəu] n.俄亥俄州（美国一个州）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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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on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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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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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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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outages 1 n.（尤指电力的）断供期，断供( outage的名词复数 )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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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paid 1 [peid] adj.付清的；已付的 vt.支付（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付清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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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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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泰)巴；(法)帕尔

256 parties 1 英 ['pɑ tːi] 美 ['pɑ rːti] n. 聚会；宴会；政党；一伙人；[律]当事人 vi. 开派对

257 partly 1 ['pɑ:tli] adv.部分地；在一定程度上

258 passenger 1 ['pæsindʒə] n.旅客；乘客；过路人；碍手碍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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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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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percentage 1 [pə'sentidʒ] n.百分比；百分率，百分数

262 pipes 1 [paips] n.管线，管道；[材]管子（pipe复数形式） v.吹奏管乐；尖声叫嚷（pip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Pipes)人名；
(英)派普斯

263 pl 1 abbr.分界线（PartingLine）；合用线（PartyLine）；有效负载（PayLoad）；信号灯（PilotLamp）；复数（plural，等于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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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polluted 1 [pə'lju:tid] adj.受污染的；被玷污的 v.污染（pollu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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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portman 1 ['pɔː tmæn] 海港码头的运输工人

268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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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production 1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271 projects 1 [p'rədʒekts] [ projected ]的第三人称单数

272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73 purposes 1 英 ['pɜːpəs] 美 ['pɜ rːpəs] n. 目的；决心；意图；议题 v. 打算；决意

274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275 quite 1 [kwait] adv.很；相当；完全

276 rail 1 [reil] n.铁轨；扶手；横杆；围栏 vi.抱怨；责骂 vt.铺铁轨；以横木围栏

277 railroad 1 ['reilrəud] vt.由铁道运输；铺设铁路；以捏造不实之罪使入狱 vi.在铁路工作；乘火车旅行；筑铁路 n.铁路；铁路公司

278 ray 1 n.射线；光线；【鱼类】鳐形目(Rajiformes)鱼 vt.放射；显出 vi.放射光线；浮现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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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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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relating 1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283 repair 1 [ri'pεə] vi.修理；修复 vt.修理；恢复；补救，纠正 n.修理，修补；修补部位

284 replace 1 [ri'pleis] vt.取代，代替；替换，更换；归还，偿还；把…放回原处

285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286 republi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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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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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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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rob 1 [rɔb] vt.抢劫；使…丧失；非法剥夺 vi.抢劫；掠夺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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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runways 1 n.（机场的）跑道( runway的名词复数 )

292 rural 1 ['ruərəl] adj.农村的，乡下的；田园的，有乡村风味的

293 safest 1 ['seɪfɪst] adj. 安全的 adv. 安全地

294 saudi 1 adj.沙特阿拉伯（人或语）的； n.沙特阿拉伯人 n.SaudiArabianAirlines的简称，沙特阿拉伯航空

295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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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298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99 sharp 1 adj.急剧的；锋利的；强烈的；敏捷的；刺耳的 adv.急剧地；锐利地；突然地 n.尖头 vt.磨快；把音调升高 vi.升音演奏
n.(Sharp)人名；(英)夏普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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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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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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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Slyke 1 [s'laɪk] 斯莱克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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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solve 1 [sɔlv, sɔ:lv] vt.解决；解答；溶解 vi.作解答

305 speaking 1 ['spi:kiŋ] adj.演讲的；富于表情的，雄辩的 n.说话；演讲 v.讲（speak的ing形式）

306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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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stations 1 ['steɪʃn] n. 站；火车站；电视台；社会地位；牧羊场；驻地；岗位 v. 驻扎；安置

309 strong 1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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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Sweden 1 ['swi:dən] n.瑞典（欧洲国家）

312 Syracuse 1 ['sairəkju:z; 'si-; -kju:s] n.锡拉库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部一港市）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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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technologies 1 英 [tek'nɒlədʒi] 美 [tek'nɑ lːədʒi] n. 技术；工艺；工艺学

315 Thailand 1 ['tailænd; -lənd] n.泰国（东南亚国家名）

316 thanked 1 [θæŋk] v. 感谢；谢谢；责怪 n. 谢意；感谢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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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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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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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23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24 total 1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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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transcontinental 1 ['trænz,kɔntinentəl, 'træns-, 'trɑ:n-] adj.横贯大陆的；大陆那边的

327 tribal 1 ['traibəl] adj.部落的；种族的 n.(Tribal)人名；(法)特里巴尔

328 turkey 1 ['tə:ki] n.火鸡；笨蛋；失败之作

329 twentieth 1 ['twentiiθ] n.二十分之一 adj.第二十的；二十分之一的 num.第二十

330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31 unemployment 1 [,ʌnim'plɔimənt] n.失业；失业率；失业人数

332 update 1 [ʌp'deit, 'ʌpdeit] vt.更新；校正，修正；使现代化 n.更新；现代化

333 updated 1 [ʌp'deɪtɪd] adj. 更新的；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34 upgrade 1 ['ʌpgreid, ʌp'greid] vt.使升级；提升；改良品种 n.升级；上升；上坡 adv.往上 adj.向上的

335 us 1 pron.我们

336 use 1 [ju:z] n.使用；用途；发挥 vt.利用；耗费 vi.使用，运用 n.(Use)人名；(德)乌泽

337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38 value 1 ['vælju:] n.值；价值；价格；重要性；确切涵义 vt.评价；重视；估价

339 van 1 [væn] n.先锋；厢式货车；增值网 vt.用车搬运 n.(Van)人名；(老、泰、柬、缅)万

340 vehicle 1 ['viː ɪk(ə)l] n.[车辆]车辆；工具；交通工具；运载工具；传播媒介；媒介物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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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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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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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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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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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comed 1 ['welkəm] vt. 欢迎 adj. 受欢迎的 n. 欢迎 int. 欢迎(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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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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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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wide 1 [waid] adj.广泛的；宽的，广阔的；张大的；远离目标的 adv.广泛地；广阔地；充分地 n.大千世界 n.(Wide)人名；(瑞典、
芬)维德

351 word 1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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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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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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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56 Yale 1 [jeil] n.耶鲁（男子名）；（美）耶鲁大学；耶鲁弹簧锁（等于Yale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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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359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60 zero 1 ['ziərəu, 'zi:rəu] n.零点，零度 num.零 n.(Zero)人名；(意)泽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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