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17 [As It Is] Americans Can Agree on One Thing_ Happy
Hour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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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1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abou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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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voters 14 ['vəʊtəz] 选民

6 to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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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for 10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 and 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9 they 9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0 survey 7 [sə:'vei, 'sə:vei, sə-] n.调查；测量；审视；纵览 vt.调查；勘测；俯瞰 vi.测量土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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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labama 6 [,ælə'bæmə] n.阿拉巴马州（美国州名）

13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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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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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football 6 ['fut,bɔ:l] n.足球，橄榄球 vi.踢足球；打橄榄球

16 ha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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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not 6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8 stat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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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suppor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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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1 Mississippi 5 [ˌmisi̍ sipi] n.密西西比河（美国河流，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密西西比州（美国州名）

22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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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sa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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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thei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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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p 4 abbr.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Press）；空气污染（AirPollution）；大气规划（AirProgram）；汇编程序
（AssemblyProgram） n.(Ap)人名；(中)鸭(广东话·威妥玛)

26 favre 4 n. 法弗尔(在刚果；东经 12º50' 南纬 4º05')

27 happy 4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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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swift 4 n.褐雨燕 adj.快的；迅速的；敏捷的；立刻的 adv.迅速地 n.(Swift)人名；(英)斯威夫特 n.苹果公司开创的新款编程语言，
应用于iOS8及以上的应用程序

30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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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ars 3 [bɑːz] n. 马齿龈 名词bar的复数形式.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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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caucus 3 n.干部会议；核心会议；党团会议 vi.召开干部会议；开核心会议

34 democrats 3 ['deməkræts] n.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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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favorable 3 ['feivərəbl] adj.有利的；良好的；赞成的，赞许的；讨人喜欢的

37 hours 3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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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Iowa 3 ['aiəwə] n.爱荷华州（美国州名）

39 mo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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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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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opinion 3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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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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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republicans 3 n.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

45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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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Tennessee 3 [,teni'si:] n.田纳西州（美国州名）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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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university 3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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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agree 2 [ə̍ ɡriː ] vt.同意，赞成；承认；约定，商定 vi.vi.同意，意见一致；约定，商定

51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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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auburn 2 ['ɔ:bən] n.赤褐色 adj.赤褐色的，赭色的 n.(Auburn)人名；(英)奥伯恩

54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55 bo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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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brett 2 [bret] n.布雷特（男子名）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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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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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andidates 2 ['kændɪdeɪts] n. 申请求职者；候选人；投考者 名词candidate的复数形式.

60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61 college 2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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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over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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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rimson 2 ['krimzən] n.深红色 adj.深红色的 vt.使变为深红色；脸红 vi.变为深红色；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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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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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direct 2 [di'rekt, dai-] adj.直接的；直系的；亲身的；恰好的 vt.管理；指挥；导演；指向 vi.指导；指挥 adv.直接地；正好；按直系
关系

68 divided 2 [di'vaidid] adj.分裂的；分开的；有分歧的 v.分开（divide的过去分词）；分离

69 documentary 2 [,dɔkju'mentəri] adj.记录的；文件的；记实的 n.纪录片

70 drinks 2 [drɪŋks] n. 饮料 名词drink的复数形式.

71 explored 2 [ɪks'plɔː d] adj. 探究的；被勘测的 动词expl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72 feelings 2 ['fiː lɪŋs] n.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

73 form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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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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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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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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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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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80 is 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1 issues 2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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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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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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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Massachusetts 2 [,mæsə'tʃu:sits] n.马萨诸塞州（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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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88 opinions 2 n.意见；评价（opinion的复数）；舆论

89 player 2 n.运动员，比赛者；游戏者，做游戏的人；演奏者，表演者；演员；播放器

90 political 2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91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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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blems 2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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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program 2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96 questions 2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97 reporting 2 英 [rɪ'pɔː tɪŋ] 美 [rɪ'pɔː 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98 republi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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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restaurants 2 餐馆

100 senators 2 n.参议员( senator的名词复数 )

101 singer 2 ['siŋə] n.歌手，歌唱家 n.(Singer)人名；(英、德、瑞典、塞、罗、捷、葡、土)辛格；(法)桑热

102 star 2 [stɑ:] n.星，恒星；明星；星形物 vt.用星号标于；由…主演，由…担任主角 vi.担任主角 adj.明星的，主角的；星形的 n.
(Star)人名；(瑞典)斯塔尔；(德)施塔尔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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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Taylor 2 ['teilə] n.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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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de 2 [taid] n.趋势，潮流；潮汐 vt.随潮漂流

107 unfavorable 2 [,ʌn'feivərəbl] adj.不宜的；令人不快的；不顺利的

108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09 welfare 2 ['welfεə] n.福利；幸福；福利事业；安宁 adj.福利的；接受社会救济的

110 wig 2 [wig] n.假发；要人；头脑 vt.使戴假发；斥责 vi.激动；发狂 n.(Wig)人名；(英、瑞典)威格；(德)维希

111 you 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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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actual 1 ['æktʃuəl] adj.真实的，实际的；现行的，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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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affecting 1 [ə'fektiŋ] adj.动人的；感人的 v.影响（affect的ing形式）；感动

116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17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118 alcoholic 1 [,ælkə'hɔlik] adj.酒精的，含酒精的 n.酒鬼，酗酒者

119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20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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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ano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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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appearance 1 [ə'piərəns] n.外貌，外观；出现，露面

124 artificial 1 [,ɑ:ti'fiʃəl] adj.人造的；仿造的；虚伪的；非原产地的；武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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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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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127 bald 1 [bɔ:ld] adj.秃顶的；光秃的；单调的；无装饰的 vi.变秃 n.(Bald)人名；(英)鲍尔德；(德、法、波)巴尔德

128 bans 1 n.禁令（ban的复数）；结婚预告（等于banns） n.（Bans）人名；（西）班斯；（法）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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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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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bible 1 ['baibl] n.有权威的书

133 biden 1 n. 拜登(姓氏)

134 billboard 1 ['bilbɔ:d] n.广告牌；布告板 vt.宣传；介绍

135 Blackburn 1 ['blækbə:n] n.布莱克本（英国地名）；布力般流浪（足球球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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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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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139 candidate 1 n.候选人，候补者；应试者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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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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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caucuses 1 ['kɔː kəs] n. 干部会议；政党高层会议 vi. 开干部会议

143 championships 1 [t'ʃæmpiənʃɪps] 锦标赛

144 chart 1 n.图表；海图；图纸；排行榜 vt.绘制…的图表；在海图上标出；详细计划；记录；记述；跟踪（进展或发展 n.(Chart)
人名；(泰)察

145 choose 1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146 choosing 1 v.选择；决定（choose的ing形式）

147 coached 1 英 [kəʊtʃ] 美 [koʊtʃ] n. 教练；经济舱；(火车)客车车厢；四轮马车 v. 指导；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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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contacted 1 英 ['kɒntækt] 美 ['kɑːntækt] n. 接触；联系；熟人 v. (与)联系；(与)接触 adj. 接触的

150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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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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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criticized 1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154 culture 1 ['kʌltʃə] n.文化，文明；修养；栽培 vt.[细胞][微]培养（等于cultivate）

155 debate 1 [di'beit] vt.辩论，争论，讨论 vi.辩论，争论，讨论 n.辩论；辩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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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delay 1 [di'lei] vi.延期；耽搁 vt.延期；耽搁 n.延期；耽搁；被耽搁或推迟的时间 n.(Delay)人名；(英)迪莱；(法)德莱

158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59 discount 1 [['diskaunt, dis'k-] n.折扣；贴现率 vi.贴现；打折扣出售商品 vt.打折扣；将…贴现；贬损；低估；忽视

160 discounts 1 ['dɪskaʊnt] n. 折扣；贴现率 vt. 打折扣；贴现；不全信；不重视 vi. 贴现；减息贷款

161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162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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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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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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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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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68 even 1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169 evenly 1 ['i:vənli] adv.均匀地；平衡地；平坦地；平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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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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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facts 1 n. 事实 名词fact的复数形式.

173 fame 1 [feim] n.名声，名望；传闻，传说 vt.使闻名，使有名望

174 famous 1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175 fans 1 [fæns] n. 狂热者；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

176 favor 1 vt.较喜欢；像；优惠，偏袒；有利于；赐予；证实 n.帮助；赞同；偏爱，喜爱

177 feel 1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178 felt 1 [felt] n.毡；毡制品 vi.粘结 vt.使粘结；把…制成毡 v.感觉（feel的过去式） n.(Felt)人名；(英、罗、芬、捷、瑞典)费尔特

179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180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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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following 1 ['fɔləuiŋ] adj.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n.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v.跟随；沿行（follow的ing形式）

182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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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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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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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hair 1 [hεə] n.头发；毛发；些微 vt.除去…的毛发 vi.生长毛发；形成毛状纤维 adj.毛发的；护理毛发的；用毛发制成的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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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hall 1 n.过道，门厅，走廊；会堂；食堂；学生宿舍；大厅，前厅；娱乐中心，会所 n.（土）哈勒（人名）；（德、波、丹、
芬、瑞典）哈尔（人名）；（英）霍尔（人名）；（法）阿尔（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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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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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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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helps 1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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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195 holding 1 ['həuldiŋ] n.举办；支持 v.召开；担任（hold的ing形式）；握住 n.(Holding)人名；(英)霍尔丁

196 hot 1 [hɔt] adj.热的；辣的；热情的；激动的；紧迫的 adv.热；紧迫地 vi.变热 vt.增加；给…加温 n.(Hot)人名；(塞)霍特；(法)奥
特

197 hour 1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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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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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201 investigation 1 [in,vesti'geiʃən] n.调查；调查研究

202 involve 1 [in'vɔlv] vt.包含；牵涉；使陷于；潜心于

203 issue 1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204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205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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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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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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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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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legalizing 1 ['liː ɡəlaɪz] vt. 使合法化；法律上认为正当 =legalise（英）

211 letting 1 ['letiŋ] n.出租；租金 v.让，允许（let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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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lower 1 ['ləuə] vt.减弱，减少；放下，降下；贬低 vi.降低；减弱；跌落 adj.下游的；下级的；下等的 n.(Lower)人名；(英、意)洛
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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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marsha 1 ['mɑ:ʃə] n.玛莎（女子名，等于Marcia）

215 meant 1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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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meeting 1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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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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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misused 1 [ˌmɪs'juːs] vt. 误用；滥用 n. 误用；滥用

221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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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movie 1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224 music 1 ['mju:zik] n.音乐，乐曲

225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226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27 nex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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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nominee 1 [,nɔmi'ni:] n.被任命者；被提名的人；代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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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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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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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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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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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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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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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politics 1 ['pɔlitiks] n.政治，政治学；政治活动；政纲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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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pop 1 [pɔp] n.流行音乐；汽水；砰然声；枪击 vi.突然出现；爆开；射击；瞪大；发出爆裂声 vt.取出；开枪打；抛出；突然伸
出；突然行动 adj.流行的；通俗的；热门的 adv.突然；砰地 abbr.邮局协议（postofficeprotocol） n.(Pop)人名；(罗、捷、塞)波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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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positions 1 [pə'ziʃənz] n.[水运]位置（position的复数）；定位

243 practice 1 ['præktis] n.实践；练习；惯例 vi.练习；实习；实行 vt.练习；实习；实行

244 presidential 1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245 price 1 [prais] n.价格；价值；代价 vt.给……定价；问……的价格 n.(Price)人名；(英)普赖斯；(法)普里斯；(葡、瑞典)普里塞

246 prices 1 [praɪs] n. 价格；代价；价值 v. 给…定价；估价；贴价格标签；比较价格

247 programs 1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248 publ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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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250 ranging 1 ['reɪndʒɪŋ] vbl. 排列；归类于；动词range的现在分词形式

251 rated 1 ['reɪtɪd] adj. 额定的 动词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52 rather 1 ['rɑ:ðə, 'ræ-] adv.宁可，宁愿；相当 int.当然啦（回答问题时用） n.(Rather)人名；(英)拉瑟

253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54 regular 1 ['regjulə] adj.定期的；有规律的；合格的；整齐的；普通的 n.常客；正式队员；中坚分子 adv.定期地；经常地 n.
(Regular)人名；(以)雷古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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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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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religion 1 [ri'lidʒən] n.宗教；宗教信仰

257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58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259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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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seem 1 [si:m] vi.似乎；像是；装作 n.(Seem)人名；(英)西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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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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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65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266 similarly 1 ['similəli] adv.同样地；类似于

267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268 society 1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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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songs 1 ['sɒŋz] n.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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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273 speeches 1 [s'piː tʃɪz] 言语

274 stud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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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supporting 1 [sə'pɔ:tiŋ] adj.支持的；辅助性的；次要的 n.支持；支承面 v.支持；供养（support的ing形式）

276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277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278 teams 1 [tiː m] n. 队；组 v. 使相配；使合作；结成一队 adj. 团队的

279 television 1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280 tells 1 [tel] v. 告诉；吩咐；讲述；表达；辨别；判断；泄露；告发；产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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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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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84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85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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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tommy 1 ['tɔmi] n.实物工资制；定位销钉 n.(Tommy)人名；(英、瑞典、法)汤米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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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topics 1 abbr. 总联机程序和信息控制系统( =Total On-line Program and Information Control System ) n. 话题，主题，题目（名词
topic的复数）

290 toward 1 [英 [tɔ:d, təʊrd, tə̍ wɔ:d] 美 [tɔrd, tord, təˈwɔrd]] prep.向；对于；为了；接近 adj.即将来到的，进行中的 n.(Toward)人名；
(英)特沃德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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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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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unemployed 1 [,ʌnim'plɔid] adj.失业的；未被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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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vo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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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votes 1 [vəuts] v.投票；提倡（vo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选票；选举；得票数（vote的复数形式）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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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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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wear 1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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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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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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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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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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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06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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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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