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1-05 [As It Is] First Cambodian American Mayor Takes Office
in Massachusett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n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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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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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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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u 12 中国姓氏周、邹的音译

7 was 10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8 city 9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9 h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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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 7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1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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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Cambodian 6 [kæm'bəudiən] n.柬埔寨人（高棉人）；柬埔寨语 adj.柬埔寨的；柬埔寨人的；柬埔寨语的

14 firs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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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merica 5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6 American 5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7 famil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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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9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0 Lowell 5 ['ləuəl] n.洛厄尔（男子名，等于Lovell）

21 Massachusetts 5 [,mæsə'tʃu:sits] n.马萨诸塞州（美国）

22 mayor 5 ['mεə] n.市长 n.(Mayor)人名；(英)梅厄；(法、西、俄)马约尔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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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somethin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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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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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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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28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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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who 4 pron.谁；什么人

31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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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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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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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refugee 3 [,refju'dʒi:, 'refjudʒi:] n.难民，避难者；流亡者，逃亡者

37 scholarship 3 ['skɔləʃip] n.奖学金；学识，学问

38 school 3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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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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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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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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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absorb 2 [əb'sɔ:b, -'zɔ:b] vt.吸收；吸引；承受；理解；使…全神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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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another 2 [ə'nʌðə] adj.又一，另一；另外的；不同的 pron.另一个；又一个 prep.另一个；另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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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an 2 ['eiʃən] n.亚洲人 adj.亚洲的；亚洲人的

47 become 2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48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49 Boston 2 ['bɔstən] n.波士顿（美国城市）

50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51 came 2 [keim] v.come的过去式

52 councilors 2 n.<美>政务会委员，议员( councilor的名词复数 )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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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immigrants 2 ['ɪmɪɡrənts] n. 移民；他国移入的动植物 名词immigrant的复数形式.

55 industry 2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56 Khmer 2 [kmeə; kmə:r] n.高棉人；高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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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land 2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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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later 2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61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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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nation 2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64 old 2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65 proud 2 [praud] adj.自豪的；得意的；自负的 n.(Proud)人名；(英)普劳德

66 receiv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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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rouge 2 n.胭脂；口红；铁丹，红铁粉 vt.擦口红；在…上搽胭脂 vi.搽胭脂；涂口红 adj.〈罕〉红的〔只用于：R-Croix〔英国〕
纹章局四属官之一 n.（法）鲁热（人名）；（西）罗赫（人名）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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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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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student 2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71 sworn 2 [swɔ:n] adj.发过誓的；宣誓过的 v.发誓（swear的过去分词）

72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73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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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while 2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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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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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accepted 1 [ək'septid] adj.公认的；录取的；可接受的；已承兑的 v.接受（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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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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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alive 1 [ə'laiv] adj.活着的；活泼的；有生气的

84 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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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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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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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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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Andover 1 ['æn,dəuvə] n.安德沃（美国一控制公司名）；安多弗（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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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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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army 1 ['ɑ:mi] n.陆军，军队

92 arrived 1 [a'raɪvd] adj.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3 assistance 1 [ə'sistəns] n.援助，帮助；辅助设备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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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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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attend 1 [ə'tend] vt.出席；上（大学等）；照料；招待；陪伴 vi.出席；致力于；照料；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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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balances 1 ['bæləns] n. 平衡；天平；平静；结余；差额；调和；制衡 vt. 权衡；使平衡；抵消；称重量 vi. 均衡；建立平衡

99 beach 1 [bi:tʃ] n.海滩；湖滨 vt.将…拖上岸 vi.搁浅；定居 n.(Beach)人名；(英)比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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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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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bless 1 [bles] vt.祝福；保佑；赞美 n.(Bless)人名；(英、意、德、匈)布莱斯

104 bricks 1 [brɪk] n. 砖；砖块；砖状物 vt. 用砖围砌（或堵）

105 brothers 1 英 ['brʌðə(r)] 美 ['brʌðər] n. 兄弟；教友；同胞；<俚>老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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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108 Cambodia 1 ['kæmbəudiə] n.柬埔寨（位于亚洲）

109 camps 1 [kæmp] n. 野营；帐篷；营地 v. 宿营；露营；扎营

110 captain 1 ['kæptin] n.队长，首领；船长；上尉；海军上校 vt.指挥；率领

111 catholic 1 ['kæθəlik] adj.天主教的；宽宏大量的 n.天主教徒；罗马天主教

112 cen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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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check 1 vt.检查，核对；制止，抑制；在…上打勾 vi.核实，查核；中止；打勾；[象棋]将一军 n.<美>支票；制止，抑制；检
验，核对 n.（英）切克（人名）

114 checks 1 [t'ʃeks] n. （复）制约（复数形式常用在短语checks and balances中；意思是 制约与平衡） 名词check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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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chosen 1 ['tʃəuzən] vt.选择（choose的过去分词） adj.挑选出来的，精选的

117 christians 1 克里斯蒂安斯；Christian的复数形式，基督徒

118 church 1 [tʃə:tʃ] n.教堂；礼拜；教派 adj.教会的；礼拜的 vt.领…到教堂接受宗教仪式 n.(Church)人名；(英)丘奇

119 civil 1 ['sivəl] adj.公民的；民间的；文职的；有礼貌的；根据民法的 n.(Civil)人名；(土)吉维尔；(法)西维尔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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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cloth 1 [klɔθ, klɔ:θ] n.布；织物；桌布 adj.布制的 n.(Cloth)人名；(德)克洛特

122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123 color 1 ['kʌlə] n.颜色；肤色；颜料；脸色 vt.粉饰；给...涂颜色；歪曲 vi.变色；获得颜色

124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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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committee 1 [kə'miti] n.委员会

127 communist 1 ['kɔmjunist] n.共产党员；共产主义者 adj.共产主义的

128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129 concrete 1 [kən'kri:t, 'kɔnkri:t] adj.混凝土的；实在的，具体的；有形的 vi.凝结 vt.使凝固；用混凝土修筑 n.具体物；凝结物

130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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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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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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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cover 1 vt.包括；采访，报导；涉及；行走（一段路程）；掩护；翻唱 n.封面，封皮；盖子；掩蔽物;幌子，借口 vi.覆盖；代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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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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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democracy 1 [di'mɔkrəsi] n.民主，民主主义；民主政治

138 died 1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139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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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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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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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arned 1 ['ɜːnd] adj. 挣得的；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4 economics 1 [,i:kə'nɔmiks] n.经济学；国家的经济状况

145 education 1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146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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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lection 1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149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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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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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quality 1 [i:'kwɔləti] n.平等；相等；[数]等式

153 escape 1 vt.逃避，避开，避免；被忘掉；被忽视 vi.逃脱；避开；溜走；（气体，液体等）漏出；（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
而）逃脱；声音（不自觉地）由…发出 n.逃跑；逃亡；逃走；逃跑工具或方法；野生种；泄漏

154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55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156 executed 1 ['eksɪkju tː] vt. 执行；实行；处决；完成

157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158 extreme 1 [ik'stri:m] adj.极端的；极度的；偏激的；尽头的 n.极端；末端；最大程度；极端的事物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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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factories 1 ['fæktri] n. 工厂；制造厂

161 fairness 1 ['fεənis] n.公平；美好；清晰；顺利性

162 father 1 ['fɑ:ðə] n.父亲，爸爸；神父；祖先；前辈 vt.发明，创立；当…的父亲

163 Feder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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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financial 1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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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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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full 1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168 generations 1 [dʒenə'reɪʃnz] n. 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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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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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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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g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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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god 1 [gɔd] n.神；（大写首字母时）上帝 vt.膜拜，崇拜 n.(God)人名；(索、阿拉伯)古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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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gold 1 [gəuld] n.金，黄金；金色；金币 adj.金的，金制的；金色的 n.(Gold)人名；(英、法、德、西、罗、捷、瑞典)戈尔德

175 go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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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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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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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79 happy 1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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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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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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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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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h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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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hunger 1 ['hʌŋgə] n.饿，饥饿；渴望 vi.渴望；挨饿 vt.使……挨饿 n.(Hunger)人名；(德、波)洪格尔；(英)亨格

186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87 imagined 1 [ɪ'mædʒɪn] vt. 想像；设想；料想；猜想；认为 vi. 想像

188 immigrated 1 ['ɪmɪɡreɪt] v. 移居入境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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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jobs 1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191 jungle 1 ['dʒʌŋgl] n.丛林，密林；危险地带 adj.丛林的；蛮荒的

192 jungles 1 n.（热带）丛林( jungle的名词复数 ); 丛林音乐(20 世纪 90 年代初发端于英国的一种流行快步舞曲，歌词多涉柏油丛
林，即城市生活); 乱七八糟的一堆事物; 尔虞我诈的环境

193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194 landmines 1 ['lændmaɪnz] 地雷

195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96 Latin 1 ['lætin] adj.拉丁语的；拉丁人的 n.拉丁语；拉丁人

197 lawmakers 1 n.立法者(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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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200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201 limits 1 ['lɪmɪts] n.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

202 list 1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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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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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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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macalester 1 n. 麦卡莱斯特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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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majority 1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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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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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212 Michelle 1 [mi:'ʃel] n. 米歇尔(女子名)

213 mid 1 [mid] adj.中间的；中央的 prep.在…之中 n.(Mid)人名；(柬)米

214 Minnesota 1 [,mini'səutə] n.明尼苏达州（美国中北部洲）

215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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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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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mother 1 ['mʌðə] n.母亲；大娘；女修道院院长 vt.生下；养育；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母亲的；出生地的

219 nearby 1 ['niə'bai] adj.附近的，邻近的 adv.在附近 prep.在…附近

220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21 nine 1 [nain] n.九，九个 num.九；九个 adj.九的，九个的 n.(Nine)人名；(塞)尼内

222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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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officeholders 1 ['ɒfɪshəʊldəz] 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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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Older 1 ['əʊldər] adj. 年长的

227 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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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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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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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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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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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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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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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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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path 1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237 Paul 1 [pɔ:l] n.保罗（男子名）

238 pave 1 [peiv] vt.铺设；安排；作铺设之用 n.(Pave)人名；(西、塞)帕韦

239 paved 1 [peɪv] vt. 铺路；铺设；铺满；安排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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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Pennsylvania 1 [,pensil'veinjə] n.宾夕法尼亚州（美国州名）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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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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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Pittsburgh 1 ['pitsbə:g] n.匹兹堡（美国一座城市）

245 plants 1 [p'lɑːnts] n. 植物花卉；工厂（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 v. 种植；设立；建立；安插；栽赃（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
式）

246 pleased 1 [pli:zd] adj.高兴的；喜欢的；乐意做某事 v.满意；愿意（please的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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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population 1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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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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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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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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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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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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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road 1 [rəud] n.公路，马路；道路；手段 vt.（狗）沿臭迹追逐（猎物） adj.（美）巡回的 n.(Road)人名；(英)罗德

258 rule 1 [ru:l] vi.统治；管辖；裁定 n.统治；规则 vt.统治；规定；管理；裁决；支配 n.(Rule)人名；(英)鲁尔；(塞)鲁莱

259 running 1 ['rʌniŋ] n.运转；赛跑；流出 adj.连续的；流动的；跑着的；运转着的 v.跑；运转（run的ing形式）；行驶 n.(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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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英)朗宁

260 safely 1 ['seifli] adv.安全地 稳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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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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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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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security 1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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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267 settled 1 ['setld] adj.稳定的；固定的 v.解决；定居（settle的过去分词）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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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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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shoulders 1 英 ['ʃəʊldəz] 美 ['ʃoʊldəz] n. 肩膀 名词shoulder的复数形式.

271 sickness 1 ['siknis] n.疾病；呕吐；弊病

272 sisters 1 ['sɪstəz] 名词sister的复数形式

273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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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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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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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t 1 [es ti:] abbr.标准时间（standardtime）；Shipping装货单（ShippingTicket）

278 standing 1 ['stændiŋ] adj.长期的；直立的；固定的 n.站立；持续；身分 v.站立；坚持不变；坐落于（stand的ing形式） n.
(Standing)人名；(英)斯坦丁；(德)施坦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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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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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stones 1 n.石子（stone的复数）；小石头 v.向…扔石子；用石块铺（stone的三单形式） n.(Stones)人名；(英)斯通斯

282 stops 1 英 [stɒp] 美 [stɑːp] v. 停止；阻止；停留 n. 停止；逗留；车站

283 streets 1 [st'riː ts] 街道

284 studied 1 ['stʌdid] adj.有计划的；故意的 v.学习（study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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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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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288 surviving 1 [sə'vaiviŋ] adj.继续存在的；未死的；依然健在的 v.生存（survive的ing形式）

289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90 Taiwan 1 ['tai'wɑ:n] n.台湾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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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93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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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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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toge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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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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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trees 1 [triː s] n. 树； 灌木； 似树的木制品； 木梁； 鞍架； 宗谱； 绞刑架； 十字架 v. 逼迫上树； 在 ... 植树； 鞋楦 名词tree
的复数形式

299 tropical 1 ['trɔpikəl] adj.热带的；热情的；酷热的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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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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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302 uncertain 1 [,ʌn'sə:tən] adj.无常的；含糊的；靠不住的；迟疑不决的

303 uncertainty 1 [,ʌn'sə:tənti] n.不确定，不可靠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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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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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us 1 pron.我们

307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08 values 1 ['væljʊz] n. 价值观念；价值标准 名词value的复数形式.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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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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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VOA 1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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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war 1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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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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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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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19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20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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