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10 [As It Is] Control of US Congress Remains Undecided 词词
频表频表

1 the 5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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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nd 23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4 i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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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of 2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6 biden 11 n. 拜登(姓氏)

7 republicans 11 n.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

8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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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b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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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sai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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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lection 7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13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4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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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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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control 5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17 democrats 5 ['deməkræts] n.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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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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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1 voters 5 ['vəʊtəz] 选民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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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bortion 4 n.流产，堕胎，小产；流产的胎儿；（计划等）失败，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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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hous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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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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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results 4 [rɪ'zʌlts] n. 结果

28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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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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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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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omment 3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32 congress 3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33 elections 3 n. 选举，选举制；投票（election的复数形式）

34 h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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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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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important 3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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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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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midterm 3 ['midtə:m] adj.期中的；中间的 n.期中考试

39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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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part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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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policies 3 英 ['pɒləsi] 美 ['pɑ lː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42 president 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43 presidential 3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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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republi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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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seats 3 ['siː ts] n.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

47 senate 3 ['senit] n.参议院，上院；（古罗马的）元老院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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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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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51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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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those 3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53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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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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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were 3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56 won 3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7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58 Aides 2 n. 助手；副官 名词aide的复数形式.

59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60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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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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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onsideration 2 [kən,sidə'reiʃən] n.考虑；原因；关心；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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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ourt 2 [kɔ:t] n.法院；球场；朝廷；奉承 vt.招致（失败、危险等）；向…献殷勤；设法获得 vi.求爱 n.(Court)人名；(英)考特；
(法)库尔

66 cuts 2 [kʌts] n.切口；（分摊到的）份额；近路（cut的复数） v.剪（cut的第三人称单数）；[机]切割；砍倒

67 de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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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decision 2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69 democracy 2 [di'mɔkrəsi] n.民主，民主主义；民主政治

70 democratic 2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71 early 2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72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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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vored 2 [feivəd] adj.有利的；受到优待的；受到喜爱的 v.赞成；宠爱；帮助（favor的过去分词）；给…以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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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gain 2 [gein] n.增加；利润；收获 vt.获得；增加；赚到 vi.增加；获利 n.(Gain)人名；(英、匈、法)盖恩

76 gains 2 ['ɡeɪnz] n. 收益 名词gain的复数形式.

77 government 2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78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79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80 incre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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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inflation 2 [in'fleiʃən] n.膨胀；通货膨胀；夸张；自命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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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invasion 2 [in'veiʒən] n.入侵，侵略；侵袭；侵犯

83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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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majority 2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86 m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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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morning 2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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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number 2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90 officials 2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91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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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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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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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policy 2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95 programs 2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96 promised 2 英 ['prɒmɪs] 美 ['prɑːmɪs] n. 诺言；预示；约定；(有)希望 v. 允诺；发誓；答应；有希望

97 races 2 abbr.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国内应急通信业务(=Radio Amateur Civil Emergency Service)

98 Russia 2 ['rʌʃə] n.俄罗斯

99 six 2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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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study 2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102 supreme 2 [sju'pri:m, sə-] adj.最高的；至高的；最重要的 n.至高；霸权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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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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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06 Ukraine 2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107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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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vo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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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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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Wednesday 2 ['wenzdi; -dei] n.星期三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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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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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wi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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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winner 2 ['winə] n.胜利者 n.(Winner)人名；(英、德、瑞典)温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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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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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ccount 1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119 activities 1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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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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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Afghanistan 1 [æf'gænistæn] n.阿富汗（国家名称，位于亚洲）

123 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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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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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allies 1 ['ælaiz] n.（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同盟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协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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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amendments 1 [ə'mendmənts] 增补品种

127 angry 1 ['æŋgri] adj.生气的；愤怒的；狂暴的；（伤口等）发炎的

128 anti 1 ['ænti, -tai] adj.反对的 n.反对者，反对论者 n.(Anti)人名；(意)安蒂；(阿拉伯)安提

129 approved 1 [ə'pru:vd] adj.被认可的；经过检验的 v.核准；认可（approve的过去式）

130 Arizona 1 [,æri'zəunə] n.美国亚利桑那州

131 arms 1 [a:mz] n.臂（arm的复数）；[军]武器；纹章 v.武装；配备（arm的三单形式） n.(Arms)人名；(英)阿姆斯

132 attempted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133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134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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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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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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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
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140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141 bills 1 [bɪls] n. 账单；纸钞；汇票；法案 名词bill的复数形式.

142 blamed 1 [bleimd] adj.混蛋的，该死的 v.谴责

143 border 1 ['bɔ:də] n.边境；边界；国界 vt.接近；与…接壤；在…上镶边 vi.接界；近似 n.(Border)人名；(英)博德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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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breaking 1 ['breikiŋ] n.破坏；阻断 v.破坏（break的ing形式）

146 Bridges 1 ['bridʒiz] n.布里奇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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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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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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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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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candidates 1 ['kændɪdeɪts] n. 申请求职者；候选人；投考者 名词candidate的复数形式.

152 Chambers 1 ['tʃeimbəz] n.钱伯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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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Chicago 1 [ʃi'kɑ:gəu] n.芝加哥（美国中西部城市）

155 china 1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156 claims 1 [kleɪm] n. 要求；要求权；主张；断言；声称；要求物 vt. 要求；请求；主张；声称；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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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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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closely 1 ['kləusli] adv.紧密地；接近地；严密地；亲近地

160 cnn 1 [ˌsiː en'en] abbr. 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161 combat 1 ['kɔmbæt, kəm'bæt] vt.反对；与…战斗 vi.战斗；搏斗 n.战斗；争论 adj.战斗的；为…斗争的 n.(Combat)人名；(法)孔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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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competitiveness 1 [kəm'petitivnis] n.竞争力，好竞争

164 conducted 1 [kən'dʌkt] n. 行为；举动；品行 v. 引导；指挥；管理 vt. 导电；传热

165 congratulate 1 [kən'grætʃu,leit] vt.祝贺；恭喜；庆贺

166 contested 1 英 ['kɒntest] 美 ['kɑːntest] n. 竞赛；比赛 vt. 驳斥；争取 vi. 奋斗

167 continued 1 [kən'tinju:d] adj.继续的；持久的 v.继续；逗留；维持原状（continue的过去分词）

168 cost 1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169 costs 1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170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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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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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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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deciding 1 [di'saidiŋ] adj.决定性的；无疑的 v.决定（decide的现在分词）

175 declare 1 [di'klεə] vt.宣布，声明；断言，宣称 vi.声明，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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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devil 1 n.魔鬼；撒旦；家伙；恶棍；淘气鬼；冒失鬼 vt.虐待，折磨；（用扯碎机）扯碎；（替作家，律师等）做助手；抹辣
味料烤制或煎煮

178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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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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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drawing 1 ['drɔ:iŋ] n.图画；牵引；素描术 v.绘画；吸引（draw的ing形式）；拖曳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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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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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eight 1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186 enacted 1 [ɪ'nækt] vt. 制定法律；扮演

187 ends 1 ['endz] n. 结束；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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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venly 1 ['i:vənli] adv.均匀地；平衡地；平坦地；平等地

190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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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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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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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95 gasoline 1 ['gæsəli:n] n.汽油

196 Georgia 1 ['dʒɔ:dʒjə] n.乔治亚州；格鲁吉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乔治娅（女子名）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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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governor 1 ['gʌvənə] n.主管人员；统治者，管理者；[自]调节器；地方长官

199 greatly 1 ['greitli] adv.很，大大地；非常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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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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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Harris 1 ['hæris] n.哈里斯（英国苏格兰一地区）；哈里斯（姓氏）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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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healthcare 1 ['helθkeə] 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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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hearings 1 n.听力( hearing的名词复数 ); 听觉; 听力所及的距离; 听证会

207 heavily 1 ['hevili] adv.沉重地；猛烈地；沉闷地

208 high 1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209 him 1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210 hoped 1 英 [həʊpt] 美 [hoʊpt] adj. 希望的；盼望的 动词ho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1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212 housing 1 ['hausiŋ] n.房屋；住房供给；[机]外壳；遮盖物；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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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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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howe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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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hunter 1 ['hʌntə] n.猎人；猎犬；搜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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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immigration 1 [,imi'greiʃən] n.外来移民；移居

218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9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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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investigate 1 [in'vestigeit] v.调查；研究

221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22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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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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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kamala 1 [kə'mɑ:lə, 'kʌmələ] n.粗糠柴；卡马拉；吕宋楸荚粉 n.(Kamala)人名；(印、毛里塔)卡玛拉(女名)，卡马拉

226 Kentucky 1 [ken'tʌki; kən-] n.肯塔基州

227 kevin 1 ['kevin] n.凯文（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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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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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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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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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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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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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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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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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McCarthy 1 [mə'ka:θi] n.麦卡锡（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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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medical 1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242 medicare 1 ['medi'kεə] n.（美、加）医疗保险（等于medi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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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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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minds 1 [maɪnd] n. 头脑；精神；心；想法；意见；心思；注意力；有才智的人；记忆；心情；理智；[宗]追思弥撒；上帝 v. 留
心；注意；专心于；介意；照顾

246 nation 1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247 nationwide 1 ['neiʃənwaid] adj.全国范围的；全国性的 adv.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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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50 net 1 [net] n.网；网络；净利；实价 vi.编网 vt.得到；净赚；用网捕 adj.纯粹的；净余的 n.(Net)人名；(法)内

251 Nevada 1 [ni'vædə; -'vɑ:-] n.内华达（美国州名）

252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53 norc 1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全国民意研究中心([美]芝加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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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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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operation 1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257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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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59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60 overturn 1 [,əuvə'tə:n, 'əuvətə:n] vt.推翻；倾覆；破坏 vi.推翻；倾覆 n.倾覆；周转；破灭

261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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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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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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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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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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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performed 1 英 [pə'fɔː m] 美 [pər'fɔː rm] v. 执行；履行；表演；运转；举行

268 permanent 1 adj.永久的，永恒的；不变的 n.烫发（等于permanentwave）

269 pl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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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271 played 1 v.演奏；播放；玩耍；参加竞赛（play的过去分词） adj.比赛的

272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273 possibility 1 [,pɔsə'biləti] n.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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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pregnancy 1 ['pregnənsi] n.怀孕；丰富，多产；意义深长

276 prepare 1 [pri'pεə] vt.准备；使适合；装备；起草 vi.预备；做好思想准备

277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78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279 pushed 1 [puʃt] adj.处于窘境的；为难的；推挤现象的 v.推；挤；逼迫（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0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281 rebuild 1 [,ri:'bild, 'ri:,bild] vt.重建；改造，重新组装；复原 vi.重建

282 recognized 1 ['rekəɡnaɪzd] adj. 公认的；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3 releas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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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remained 1 [rɪ'meɪn] v. 剩余；逗留；留下；依然；保持 n. 剩余物；遗迹；残骸

285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286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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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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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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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retirement 1 [ri'taiəmənt] n.退休，退役

291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292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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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roads 1 n. 路；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 罗兹(姓氏)

295 roe 1 [rəu] n.鱼卵，鱼子；牝鹿，獐 n.(Roe)人名；(英、意)罗

296 ruling 1 ['ru:liŋ] adj.统治的；主要的；支配的；流行的，普遍的 n.统治，支配；裁定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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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save 1 vt.节省；保存；储蓄；解救 vi.节省；挽救 prep.除...之外 n.救援 n.(Save)人名；(法)萨夫；(意、保、西、罗、塞、瑞典)
萨薇(女名)，萨韦

299 savings 1 ['seiviŋz] n.储蓄；存款；救助；节省物（saving的复数形式）

300 say 1 [sei] vt.讲；说明；例如；声称；假设；指明 vi.讲；表示；念；假定；背诵 n.(Say)人名；(土)萨伊；(法、老、柬)赛；(英)
塞伊；(匈、罗)绍伊

301 seat 1 [si:t] n.座位；所在地；职位 vt.使…坐下；可容纳…的；使就职

302 security 1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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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see 1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304 seek 1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305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306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307 shape 1 [ʃeip] n.形状；模型；身材；具体化 vt.形成；塑造，使成形；使符合 vi.形成；成形；成长 n.(Shape)人名；(瑞典)沙佩

308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309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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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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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son 1 [sʌn] n.儿子；孩子（对年轻人的称呼）；男性后裔 n.(Son)人名；(土、老、柬)松；(法、罗)索恩；(日)存(名)；(日)孙
(姓)；(越)山

314 sources 1 英 [sɔː s] 美 [sɔː rs] n. 来源；发源地；原始资料 v. 从...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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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speaker 1 ['spi:kə] n.演讲者；扬声器；说话者；说某种语言的人 n.(Speaker)人名；(英)斯皮克

317 spending 1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318 stolen 1 ['stəulən] adj.偷走的 v.偷窃；剽窃（steal的过去分词）

319 sto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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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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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surprise 1 [sə'praiz] n.惊奇，诧异；突然袭击 vt.使惊奇；奇袭 adj.令人惊讶的

322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23 tax 1 [tæks] vt.向…课税；使负重担 n.税金；重负 n.(Tax)人名；(英、匈、捷)塔克斯

324 test 1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325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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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tie 1 [tai] vt.系；约束；打结；与…成平局 vi.打结；不分胜负；被用带（或绳子等）系住 n.领带；平局；鞋带；领结；不分胜负
n.(Tie)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治；(英)泰伊；(柬)狄

328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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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troop 1 [tru:p] n.军队；组；群；多数 vi.群集；成群而行；结队 vt.把（骑兵）编成骑兵连

331 trump 1 [trʌmp] n.王牌；法宝；喇叭 vt.胜过；打出王牌赢 vi.出王牌；吹喇叭 n.(Trump)人名；(英)特朗普

332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333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34 unclear 1 英 [ˌʌn'klɪə(r)] 美 [ˌʌn'klɪr] adj. 不清楚的；含混的

335 undecided 1 [,ʌndi'saidid] adj.未定的；未决定的；不稳定的

336 unhappy 1 [,ʌn'hæpi] adj.不快乐的；不幸福的；不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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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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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us 1 pron.我们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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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Vermont 1 [və:'mɔnt] n.佛蒙特州（美国州名，略作VT）

342 vice 1 [vais] n.恶习；缺点；[机]老虎钳；卖淫 prep.代替 vt.钳住 adj.副的；代替的 n.(Vice)人名；(塞)维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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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wade 1 ['weid] vi.跋涉 vt.涉水；费力行走 n.跋涉；可涉水而过的地方

345 warned 1 英 [wɔː n] 美 [wɔː 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346 watched 1 英 [wɒtʃ] 美 [wɑ tːʃ] v. 注视；看守；观看 n. 手表；监视；看守；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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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weighed 1 [weɪ] v. 衡量；称(重量)；重达 ...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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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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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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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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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Wisconsin 1 [wis'kɔnsin] n.威斯康星州（美国州名）

353 withdrawal 1 [wið'drɔ:əl, wiθ-] n.撤退，收回；提款；取消；退股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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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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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57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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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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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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