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07 [As It Is] Millions of Americans Will Not Vote in English
on Election Day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2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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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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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ccessible 2 [ək'sesəbl] adj.易接近的；可进入的；可理解的

5 ac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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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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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ddition 2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9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10 African 1 ['æfrikən] adj.非洲的，非洲人的 n.非洲人

11 age 1 [eidʒ] n.年龄；时代；寿命，使用年限；阶段 vi.成熟；变老 vt.使成熟；使变老，使上年纪 n.(Age)人名；(瑞典)阿格；(日)
扬(姓)；(西、荷)阿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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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laska 2 [ə'læskə] n.阿拉斯加州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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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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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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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mericans 6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18 among 2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9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0 and 1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1 appreciate 1 [ə'pri:ʃieit] vt.欣赏；感激；领会；鉴别 vi.增值；涨价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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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4 areas 4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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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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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ssistance 3 [ə'sistəns] n.援助，帮助；辅助设备

28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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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allots 1 ['bælət] n. 投票；投票用纸 vi. 投票

30 barrier 1 ['bæriə] n.障碍物，屏障；界线 vt.把…关入栅栏 n.(Barrier)人名；(法)巴里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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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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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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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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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oise 1 ['bɔisi] n.博伊西（美国爱达荷州首府）

37 bureau 1 ['bjuərəu] n.局，处；衣柜；办公桌 n.(Bureau)人名；(法)比罗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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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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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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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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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43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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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arried 1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45 census 2 ['sensəs] vt.实施统计调查 n.人口普查，人口调查

46 certain 2 ['sə:tən] adj.某一；必然的；确信；无疑的；有把握的 pron.某些；某几个 n.(Certain)人名；(葡)塞尔塔因；(法)塞尔坦

47 chance 1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48 chooses 1 [tʃuːz] v. 选择；决定

49 choosing 1 v.选择；决定（choose的ing形式）

50 citizen 1 ['sitizən] n.公民；市民；老百姓

51 citizens 1 ['sɪtɪzənz] 公民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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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ommittee 1 [kə'miti] n.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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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ontrols 1 英 [kən'trəʊls] 美 [kən'troʊls] n. 控制器；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

56 correa 1 n.(Correa)人名；(英、意)科雷亚

57 covere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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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Dakota 1 [də'kəutə] n.达科他（美国过去一地区名，现分为南、北达科他州） adj.达科他人的

59 data 1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60 d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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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62 decide 2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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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65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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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dora 1 ['dɔ:rə] abbr.运筹学与分析局（DirectorateofOperationalandAnalysis）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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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ffects 1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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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lected 2 v.（进行）选举(el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推举； 选择；决定（做某事）

72 election 4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73 elections 5 n. 选举，选举制；投票（election的复数形式）

74 electoral 1 [i'lektərəl] adj.选举的；选举人的

75 eligible 3 ['elidʒəbl] adj.合格的，合适的；符合条件的；有资格当选的 n.合格者；适任者；有资格者

76 e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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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nglish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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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very 5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79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80 except 1 [ik'sept] vt.不计；把…除外 vi.反对 prep.除…之外 conj.除了；要不是

81 excluded 1 [ɪk'skluːd] vt. 排除；阻止；拒绝接受

82 expanded 1 [ik'spendid] adj.扩充的；展开的 vt.扩大（expand的过去式）

83 extended 1 [ik'stendid] adj.延伸的；扩大的；长期的；广大的 v.延长；扩充（extend的过去分词）

84 extension 1 [ik'stenʃən] n.延长；延期；扩大；伸展；电话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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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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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f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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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Florida 1 ['flɔridə] n.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州）

89 for 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0 found 3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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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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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gabe 1 [geib] n.加布（男子名）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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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governors 1 调速器

96 groups 5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97 guarantees 1 [ˌɡærən'tiː ] n. 保证；保证书；担保；担保人；抵押品 vt. 保证；担保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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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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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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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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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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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higher 2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105 historically 1 [his'tɔrikəli] adv.历史上地；从历史观点上说

106 ho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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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英)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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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Idaho 1 ['aidəhəu] n.爱达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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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identified 1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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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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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include 2 [in'klu:d] vt.包含，包括

114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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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increases 1 [ɪn'kriː s] v. 增加；提高 n. 增加；增强；提高

117 Indians 1 n. 印度人

118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19 institute 1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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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2 Israel 1 ['izreiəl] n.以色列（亚洲国家）；犹太人，以色列人

123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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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Jill 1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25 jim 1 [dʒim] n.吉姆（人名）

126 Jones 1 [dʒəunz] n.琼斯（姓氏）

127 jurisdictions 1 n. 司法管辖区；行政辖区（jurisdiction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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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knowledge 1 ['nɔlidʒ] n.知识，学问；知道，认识；学科 n.(Knowledge)人名；(南非)诺利奇

129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30 language 11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31 languages 2 ['læŋɡwɪdʒɪz] n. 语言 名词language的复数形式.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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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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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Latino 1 [lə'ti:nəu] adj.拉丁美洲的；拉丁美洲人的 n.拉丁美洲人 n.(Latino)人名；(意、葡)拉蒂诺

135 latinos 3 英 [læ'tiː nəʊ] 美 [læ'tiː noʊ] n. 拉丁美洲人 adj. 拉丁美洲人的

136 la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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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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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lawyer 1 ['lɔ:jə] n.律师；法学家 n.(Lawyer)人名；(英)劳耶

139 lawyers 1 ['lɔː jəz]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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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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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leave 1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143 legislatures 1 n.立法机关，立法团体( legislature的名词复数 )

144 limited 3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145 linguistic 1 [liŋ'gwistik,-kəl] adj.语言的；语言学的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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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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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mainly 1 ['meinli] adv.主要地，大体上

149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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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manor 1 ['mænə] n.庄园；领地；采邑，采地 n.(Manor)人名；(英)马诺尔

151 materials 3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152 meet 2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153 Members 2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154 Michael 1 ['maikəl] n.迈克尔（男子名）

155 middle 1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156 midterm 3 ['midtə:m] adj.期中的；中间的 n.期中考试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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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159 minorities 2 英 [maɪ'nɒrəti] 美 [maɪ'nɔː rəti] n. 少数；少数民族；未成年

160 minority 1 n.少数民族；少数派；未成年

161 mission 1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162 mo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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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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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must 3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165 native 2 ['neitiv] adj.本国的；土著的；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天赋的 n.本地人；土产；当地居民

166 natives 2 ['neɪtɪvz] 土著

167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68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69 nonprofit 1 adj.非盈利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170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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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72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3 November 2 [nəu'vembə] n.十一月

174 observed 1 [əb'zɜːvd] adj. 被观察的，被观测的 v. 观察，观测（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

175 of 1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76 offer 1 [ˈɒfə] vt.提供；出价；试图 n.提议；出价；意图；录取通知书 vi.提议；出现；献祭；求婚

177 offices 1 办公室

178 officials 3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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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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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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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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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osterhout 1 n. 奥斯特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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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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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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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participate 2 vi.参与，参加；分享 vt.分享；分担 [过去式participated过去分词participated现在分词participating]

188 participation 1 [pɑ:tisi'peiʃən] n.参与；分享；参股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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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91 perc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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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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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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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point 1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195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96 positive 2 ['pɔzətiv, -zi-] adj.积极的；[数]正的，[医][化学]阳性的；确定的，肯定的；实际的，真实的；绝对的 n.正数；[摄]正片

197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98 proc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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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professors 2 [prə'fesəz] 大学教授

200 project 1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201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02 provide 2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203 provided 1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204 rates 1 [reɪt] n. 比率；速度；价格；费用；等级 v. 认为；估价；定等级；值得；怒斥；责骂

205 receive 3 [ri'si:v] 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206 register 1 ['redʒistə] vt.登记；注册；记录；挂号邮寄；把…挂号；正式提出 vi.登记；注册；挂号 n.登记；注册；记录；寄存
器；登记簿 n.(Register)人名；(英)雷吉斯特

207 registration 2 [,redʒi'streiʃən] n.登记；注册；挂号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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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representatives 1 [reprɪ'zentətɪvz] n. 众议院议员；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

210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211 requirements 4 英 [rɪ'kwaɪəmənt] 美 [rɪ'kwaɪərmənt] n. 必要条件；要求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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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researcher 1 [ri:'sə:tʃə] n.研究员

214 residency 2 ['rezidənsi] n.住处；住院医生实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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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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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rights 4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18 Robbins 1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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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seats 2 ['siː ts] n.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

221 seco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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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senate 1 ['senit] n.参议院，上院；（古罗马的）元老院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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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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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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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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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outh 1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229 Spanish 3 ['spæniʃ] adj.西班牙的；西班牙人的；西班牙语的 n.西班牙语；西班牙人

230 speak 2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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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tat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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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Stat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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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statewide 1 ['steit'waid] adj.遍及全州的 遍及全州地

235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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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upposed 1 [sə'pəuzd] adj.假定的；被信以为真的；想象上的 v.假定（suppose的过去分词）

237 t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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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239 ter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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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texas 1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241 tha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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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th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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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the 4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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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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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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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48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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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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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those 4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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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254 to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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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tucker 2 ['tʌkə] n.领布；打褶装置；打横褶的人 vt.使…疲倦；使…衰弱 n.(Tucker)人名；(英、塞拉)塔克；(匈)图克

256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257 turnout 1 n.产量；出席者；参加人数；出动；清除；[公路]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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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59 under 2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260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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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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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useful 1 ['ju:sful] adj.有用的，有益的；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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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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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ter 2 ['vəutə] n.选举人，投票人；有投票权者

267 voters 6 ['vəʊtəz] 选民

268 voting 9 ['vəutiŋ] adj.投票的 n.投票；选举 v.投票（vote的ing形式）；选举

269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70 well 1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271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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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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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76 wi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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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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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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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80 years 6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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