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n10 2022-03-11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10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4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and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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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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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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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i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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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service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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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postal 19 ['pəustəl] adj.邮政的；邮局的 n.明信片

9 for 1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 O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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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th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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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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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ha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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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 there 1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16 thi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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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bu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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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lections 9 n. 选举，选举制；投票（election的复数形式）

19 from 9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0 years 9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21 a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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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been 8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23 hav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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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president 8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5 seats 8 ['siː ts] n.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

26 two 8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7 congress 7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28 be 6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9 business 6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30 b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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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nn 6 [ˌsiː en'en] abbr. 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32 hous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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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its 6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34 midterm 6 ['midtə:m] adj.期中的；中间的 n.期中考试

35 onl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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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races 6 abbr.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国内应急通信业务(=Radio Amateur Civil Emergency Service)

37 you 6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8 ab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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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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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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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mail 5 [meil] n.邮件；邮政，邮递；盔甲 vt.邮寄；给…穿盔甲 vi.邮寄；寄出 n.(Mail)人名；(法)马伊

43 new 5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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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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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senate 5 ['senit] n.参议院，上院；（古罗马的）元老院

47 s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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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State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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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se 5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50 u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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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videotape 5 ['vidiəuteip] n.录像带 vt.将…录到录像带上

52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53 w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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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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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before 4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56 bi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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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d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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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very 4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59 fir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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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government 4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61 health 4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62 law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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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li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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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may 4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65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66 passed 4 [pa:st] adj.已经通过的；已经过去的；已被传递的 v.通过；传递（pass的过去分词）；超过

67 players 4 n.队员，参与者；玩家（player的复数形式）；迷你音碟机，雷射唱盘（player的复数形式）

68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69 united 4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70 USPS 4 abbr. United States Postal Service 美国邮政管理局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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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voters 4 ['vəʊtəz] 选民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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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agreement 3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75 americans 3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76 begin 3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77 Carl 3 [kɑ:l] n.卡尔（男名）

78 could 3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79 d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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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down 3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81 expect 3 [ik'spekt] vt.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期待；预期

82 funding 3 ['fʌndiŋ] n.提供资金；用发行长期债券的方法来收回短期债券 v.提供资金；积存（fund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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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general 3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84 if 3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85 la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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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league 3 [li:g] n.联盟；社团；范畴 vt.使…结盟；与…联合 vi.团结；结盟 n.(League)人名；(英)利格

87 lot 3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分
（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88 maj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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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money 3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90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91 o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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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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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pla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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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poi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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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re 3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96 reporter 3 [ri'pɔ:tə] n.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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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se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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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things 3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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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we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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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wh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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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which 3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04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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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without 3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106 won 3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7 ac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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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again 2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09 aired 2 英 [eə(r)] 美 [er] n. 空气；天空；空中；感觉；神态；曲调；装腔作势 v. 晾干；使通风；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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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among 2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12 angeles 2 ['ændʒələs] n.安杰利斯（姓氏）；天使城（菲律宾地名）

113 any 2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114 back 2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
后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115 ballot 2 ['bælət] n.投票；投票用纸；投票总数 vi.投票；抽签决定 vt.使投票表决；拉选票 n.(Ballot)人名；(英)巴洛特；(法)巴洛

116 baseball 2 ['beisbɔ:l] n.棒球；棒球运动

117 benefits 2 ['benɪfɪt] n. 利益；津贴；义演；保险金；借助 vt. 有益于；得益

118 billion 2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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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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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c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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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Chambers 2 ['tʃeimbəz] n.钱伯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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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124 city 2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25 class 2 n.阶级；班级；种类；班；等级 vt.分类；把…分等级；把…归入某等级，把…看作（或分类、归类）；把…编入某一
班级 adj.极好的；很好的，优秀的，出色的 vi.属于…类（或等级），被列为某类（或某级） n.（英、德）克拉斯（人名）

126 clip 2 n.（塑料或金属的）夹子；回纹针；修剪；剪报 vt.剪；剪掉；缩短；给…剪毛（或发）用别针别在某物上，用夹子夹在
某物上 vi.剪；修剪；剪下报刊上的文章（或新闻、图片等）；迅速行动；用别针别在某物上，用夹子夹在某物上

127 contributor 2 [kən'tribjutə] n.贡献者；投稿者；捐助者

128 control 2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129 count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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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coverage 2 n.覆盖，覆盖范围；新闻报道

131 cow 2 [kau] n.奶牛，母牛；母兽 vt.威胁，恐吓

132 currently 2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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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decisions 2 [dɪ'sɪʒn] n. 决定；决心；判决

135 deliver 2 [di'livə] vt.交付；发表；递送；释放；给予（打击）；给…接生 vi.实现；传送；履行；投递 n.投球

136 deliveries 2 [dɪ'lɪvərɪz] n. 递送的货物；分娩（名词delivery的复数形式）

137 delivery 2 [di'livəri] n.[贸易]交付；分娩；递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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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t 2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140 expenses 2 [ɪks'pensɪz] n. 费用；开支 名词expense的复数形式.

141 games 2 [geɪmz] n. [计算机] 游戏程序 n. 运动会；比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 v. 赌博（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

142 g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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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go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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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great 2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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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hi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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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h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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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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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itself 2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150 ll 2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151 Los 2 [lɔ:s] abbr.视线（LineofSight）；月球轨道航天器（LunarOrbiterSpacecraft） n.(Los)人名；(匈)洛什；(俄、西、瑞典、塞、
英)洛斯

152 losing 2 ['lu:ziŋ] n.损失；失败 adj.输的；失败的；导致失败的 v.失去；损失（lose的ing形式）；错过

153 losses 2 ['lɒsɪz] n. 损耗 名词loss的复数形式.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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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months 2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56 no 2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157 November 2 [nəu'vembə] n.十一月

158 oldest 2 ['əuldist] adj.最老的（old的最高级）；最旧的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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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operates 2 英 ['ɒpəreɪt] 美 ['ɑːpəreɪt] v. 操作；运转；经营；动手术

161 organization 2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162 ow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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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owners 2 ['əʊnəz] 业主

164 package 2 ['pækidʒ] n.包，包裹；套装软件，[计]程序包 adj.一揽子的 vt.打包；将…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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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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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postmaster 2 n.邮政局（所）长；邮件管理员

167 presidential 2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168 profit 2 ['prɔfit] n.利润；利益 vi.获利；有益 vt.有益于 n.(Profit)人名；(法)普罗菲

169 profits 2 n.[会计]收益，红利；盈利（profit的复数）

170 rachel 2 ['reitʃəl] n.雷切尔（女子名）

171 reached 2 到达

172 reason 2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173 representatives 2 [reprɪ'zentətɪvz] n. 众议院议员；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

174 requirement 2 [ri'kwaiəmənt] n.要求；必要条件；必需品

175 retirees 2 离退休人员

176 revenue 2 n.税收收入；财政收入；收益

177 rodeo 2 [rəu'deiəu, 'rəudiəu] n.竞技表演；竞技者 vi.竞技 n.(Rodeo)人名；(西)罗德奥

178 rules 2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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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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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senators 2 n.参议员( senator的名词复数 )

182 series 2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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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stake 2 [steik] n.桩，棍子；赌注；火刑；奖金 vt.资助，支持；系…于桩上；把…押下打赌 vi.打赌 n.(Stake)人名；(瑞典)斯塔克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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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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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team 2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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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terms 2 [tə:mz] n.地位，关系；[法]条款；术语；措辞；价钱（term的复数形式） v.把…称为（term的三单形式）

191 texas 2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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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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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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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third 2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196 though 2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197 today 2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198 turnout 2 n.产量；出席者；参加人数；出动；清除；[公路]岔道

199 unique 2 [ju:'ni:k] adj.独特的，稀罕的；[数]唯一的，独一无二的 n.独一无二的人或物 n.(Unique)人名；(英)尤妮克

200 ups 2 abbr. 不间断电源(=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 abbr. 联合包裹服务(=United Parcel Service)

201 video 2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202 watching 2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203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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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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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07 accountability 1 [ə,kauntə'biləti] n.有义务；有责任；可说明性

208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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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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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advantage 1 [əd'vɑ:ntidʒ, əd'væn-] n.优势；利益；有利条件 vi.获利 vt.有利于；使处于优势

212 advent 1 ['ædvənt] n.到来；出现；基督降临；基督降临节

213 afternoon 1 [,ɑ:ftə:'nu:n, ,æf-, 'ɑ:ftə'nu:n, 'æf-] n.午后，下午

214 agencies 1 ['eɪdʒənsi] n. 代理；代理处；政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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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ages 1 [eɪdʒ] n. 年龄；时代；时期；长时间 v. （使）变老；（使）陈化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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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agre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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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agriculture 1 n.农业；农耕；农业生产；农艺，农学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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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allowed 1 adj.允许，容许的 v.允许；认可（allow的过去分词）

222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223 alongside 1 [ə'lɔŋ'said] adv.在旁边 prep.在……旁边

224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225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226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27 anchor 1 n.锚；抛锚停泊；靠山；新闻节目主播 vt.抛锚；使固定；主持节目 vi.抛锚 adj.末棒的；最后一棒的

228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9 appointed 1 [ə'pɔintid] adj.约定的，指定的 v.任命；指定；约定时间，地点（appoint的过去分词形式）

230 aren 1 阿伦

231 Arkansas 1 ['ɑ:kənsɔ:] n.（美国）阿肯色州

232 association 1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233 attorney 1 n.律师；代理人；检察官

234 Austin 1 ['ɔ:stin] n.奥斯丁（人名）；英国制汽车牌名

235 authorities 1 [ɔː 'θɒrɪtɪs] n. 当局；官方 名词authority的复数形式.

236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237 awesome 1 [英['ɔː s(ə)m] 美['ɔsəm]] adj.令人敬畏的；使人畏惧的；可怕的；极好的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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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ball 1 [bɔ:l] n.球；舞会 vi.成团块 vt.捏成球形 n.(Ball)人名；(土)巴勒；(英、西)鲍尔；(法、德、俄、罗、捷)巴尔

240 bargaining 1 ['bɑ:giniŋ] n.讨价还价；交易；交涉 v.讨价还价；交易（bargain的ing形式）

241 battle 1 ['bætl] n.战役；斗争 vi.斗争；作战 vt.与…作战 n.(Battle)人名；(英)巴特尔；(法)巴特勒；(西)巴特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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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becomes 1 [bɪ'kʌm] v. 变成；成为；变得；适合（某人）；使（人）显得漂亮

244 beef 1 [bi:f] n.牛肉；肌肉；食用牛；牢骚 vi.抱怨，告发；发牢骚 vt.养；加强

245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246 benjamin 1 ['bendʒəmin] n.本杰明（男子名）；受宠爱的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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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Beverly 1 ['bevəli] n.贝弗莉（女子名）

249 beyond 1 [bi'jɔnd] prep.超过；越过；那一边；在...较远的一边 adv.在远处；在更远处 n.远处

250 biden 1 n. 拜登(姓氏)

251 bit 1 n.[计]比特（二进位制信息单位）；少量；马嚼子；辅币；老一套；一点，一块 vt.控制 adj.很小的；微不足道的 adv.有点
儿；相当 vt.咬（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2 boards 1 ['bɔː dz] n. 护板；舞台 名词board的复数形式.

253 bode 1 [bəud] vt.预示；为…的兆头 vi.预示 v.停留；继续；遭到（bide的过去式） n.(Bode)人名；(英、法、德、意、俄、尼日
利、瑞典)博德

254 books 1 ['bʊks] n. 帐目；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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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breaking 1 ['breikiŋ] n.破坏；阻断 v.破坏（break的ing形式）

256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257 bullish 1 ['buliʃ] adj.看涨的；上扬的；似公牛的

258 ca 1 abbr.大约，接近于（circa）

259 cabinet 1 ['kæbinit] n.内阁；橱柜；展览艺术品的小陈列室 adj.内阁的；私下的，秘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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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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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canceled 1 ['kænsl] v. 取消；作废；注销；抵消；删除 n. 取消；删除

263 canyon 1 ['kænjən] n.峡谷

264 capitals 1 ['kæpɪtəlz] 资本

265 Capitol 1 ['kæpitəl] n.美国国会大厦；（美国）州议会大厦

266 cards 1 n. 扑克牌 名词card的复数形式.

267 case 1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268 century 1 ['sentʃuri] n.世纪，百年；（板球）一百分

269 challenges 1 ['tʃælɪndʒ] n. 挑战；邀请比赛；盘问；质疑 v. 向 ... 挑战；盘问；质疑

270 chamber 1 ['tʃeimbə] n.（身体或器官内的）室，膛；房间；会所 adj.室内的；私人的，秘密的 vt.把…关在室内；装填（弹药
等） n.(Chamber)人名；(英)钱伯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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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273 collective 1 [kə'lektiv] adj.集体的；共同的；集合的；集体主义的 n.集团；集合体；集合名词

274 collins 1 ['kɔlinz] n.柯林斯（姓氏名）；柯林斯酒

275 colony 1 n.殖民地；移民队；种群；动物栖息地

276 come 1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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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company 1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279 complicated 1 ['kɔmplikeitid] adj.难懂的，复杂的

280 congressional 1 [kən'greʃənəl] adj.国会的；会议的；议会的

281 constitution 1 n.宪法；体制；章程；构造；建立，组成；体格

282 continental 1 [,kɔnti'nentəl] adj.大陆的；大陆性的 n.欧洲人

283 contract 1 ['kɔntrækt, kən'trækt] vi.收缩；感染；订约 vt.感染；订约；使缩短 n.合同；婚约

284 contracts 1 英 ['kɒntrækt] 美 ['kɑːntrækt] n. 合同；婚约；合约；契约 v. 缩小；订合同；缩短；感染（疾病）；招致

285 copy 1 ['kɔpi] vi.复制；复印；抄袭 vt.复制；复印；抄袭 n.副本；一册；摹仿

286 correct 1 [kə'rekt] vt.改正；告诫 vi.调整；纠正错误 adj.正确的；恰当的；端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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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councils 1 n.委员会( council的名词复数 ); （郡、镇等）政务会; （尤指旧时讨论特定步骤的）协商会议; 市政（或地方管理）
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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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credit 1 ['kredit] n.信用，信誉；[金融]贷款；学分；信任；声望 vt.相信，信任；把…归给，归功于；赞颂

291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292 cud 1 [kʌd] n.反刍的食物

293 customs 1 ['kʌstəmz] n.海关；风俗（custom的复数）；习惯；关税

294 dating 1 ['deitiŋ] n.约会；记日期的；注明日期 v.约会；定日期（date的ing形式）

295 debit 1 ['debit] vt.记入借方，登入借方 n.借方

296 decade 1 ['dekeid] n.十年，十年期；十

297 delivering 1 v.发表（deliver的ing形式）；投递

298 delivers 1 英 [dɪ'lɪvə(r)] 美 [dɪ'lɪvər] v. 递送；发表（演讲）；交付；解救；生（孩子）；接生；履行；投掷

299 democrat 1 ['deməkræt] n.民主党人；民主主义者；民主政体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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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democratic 1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301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302 desk 1 [desk] n.办公桌；服务台；编辑部；（美）讲道台；乐谱架 adj.书桌的；桌上用的；伏案做的

303 dig 1 [dig] vt.挖，掘；探究 vi.挖掘 n.戳，刺；挖苦 n.(Dig)人名；(罗)迪格

304 digit 1 ['didʒit] n.数字；手指或足趾；一指宽

305 documents 1 英 ['dɒkjumənt] 美 ['dɑːkjumənt] n. 文件；公文；文档 vt. 记载；(用文件等)证明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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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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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dozens 1 ['dʌznz] n. 几十；许多

310 drive 1 [draiv] vi.开车；猛击；飞跑 vt.推动，发动（机器等）；驾驶（马车，汽车等）；驱赶 n.驱动器；驾车；[心理]内驱力，
推进力；快车道

311 driven 1 adj.被动的，受到驱策的；有紧迫感的；（人）发愤图强的 v.驾驶，开车（drive的过去分词）

312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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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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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lect 1 [i'lekt] adj.选出的；当选的；卓越的 n.被选的人；特殊阶层；上帝的选民 vt.选举；选择；推选 vi.作出选择；进行选举

316 electing 1 [ɪ'lekt] v. 选举；选择 adj. 精选的；当选的；[神学]被上帝选中的 n. 被选中者；[神学]上帝的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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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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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mail 1 ['i:'meil] n.电子信函 vt.给…发电子邮件 n.(Email)人名；(法)埃马伊

320 enhancement 1 [in'ha:nsmənt] n.增加；放大

321 enroll 1 [in'rəul] vt.登记；使加入；把...记入名册；使入伍 vi.参加；登记；注册；记入名册

322 ensued 1 英 [ɪn'sju ]ː 美 [ɪn'su ]ː v. 跟着发生；继起；因而产生

323 ensure 1 [in'ʃuə] vt.保证，确保；使安全

324 escaped 1 [ɪ'skeɪpt] adj. 逃脱的 动词esca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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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evading 1 [ɪ'veɪdɪŋ] n. 逃脱；躲避 动词evade的现在分词形式.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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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329 everything 1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330 faces 1 ['feɪsɪz] n.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

331 facilities 1 [fə'sɪlɪtɪz] n. 设施；设备；工具 名词facility的复数形式.

332 factor 1 ['fæktə] n.因素；要素；[物]因数；代理人 vi.做代理商 vt.把…作为因素计入；代理经营；把…分解成 n.(Factor)人名；
(英)法克特

333 fake 1 [feik] n.假货；骗子；假动作 vt.捏造；假装…的样子 vi.假装；做假动作 adj.伪造的 n.(Fake)人名；(英)费克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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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fedex 1 ['fedeks] n.联邦快递（等于theFederalExpress）

336 final 1 ['fainl] adj.最终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 n.决赛；期末考试；当日报纸的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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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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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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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form 1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341 Franklin 1 ['fræŋklin] n.富兰克林（男子名）；富兰克林（加拿大西北地区的北部分区）

342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343 freedom 1 ['fri:dəm] n.自由，自主；直率 n.(Freedom)人名；(英)弗里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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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Friday 1 ['fraidi] n.星期五

345 Fridays 1 ['fraidiz] adv.于星期五 n.星期五（Friday的复数）

346 fund 1 [fʌnd] n.基金；资金；存款 vt.投资；资助 n.(Fund)人名；(德)丰德

347 funded 1 [fʌnd] n. 基金 vt. 资助；转为（长期贷款）

348 gained 1 [geɪnd] adj.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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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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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352 goes 1 [gəuz] vi.前进；行走（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Goes)人名；(瑞典)约斯；(法、德)格斯；(荷)胡斯

353 governors 1 调速器

354 grabs 1 [græbs] n. 抓住；链钩 名词grab的复数形式.

355 grand 1 [grænd] adj.宏伟的；豪华的；极重要的 n.大钢琴；一千美元 n.(Grand)人名；(法)格朗；(英、瑞典)格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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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gubernatorial 1 [,gju:bənə'tɔ:riəl] adj.州长的；统治者的；地方长官的；总督的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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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halfway 1 ['hɑ:f'wei] adv.到一半；在中途 adj.中途的；不彻底的

360 handful 1 ['hændful] n.少数；一把；棘手事

361 happening 1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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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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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headed 1 ['hedid] adj.有头的；有标题的 v.率领（head的过去分词）；朝向；走在…的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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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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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hilarity 1 [hi'lærəti] n.欢喜；高兴；欢闹

369 hill 1 [hil] n.小山；丘陵；斜坡；山冈 n.(Hill)人名；(法、西)伊尔；(德、英、匈、捷、罗、芬、瑞典)希尔

370 Hills 1 n.希尔思（猫粮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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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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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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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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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hoofed 1 [hu:ft] adj.有蹄的；装蹄的；蹄形状的 v.用蹄踢；步行（hoof的过去分词）

377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378 horse 1 n.马；骑兵；脚架；海洛因 vt.使骑马；系马于；捉弄 vi.骑马；作弄人 n.(Horse)人名；(瑞典)霍尔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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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hung 1 [hʌŋ] v.悬挂；垂落（han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Hung)人名；(老)亨；(中)洪(普通话·威妥玛)；(朝)兴；(东南亚国家
华语)勋

381 ideas 1 观念

382 impact 1 n.影响；效果；碰撞；冲击力 vt.挤入，压紧；撞击；对…产生影响 vi.影响；撞击；冲突；压紧（on，upon，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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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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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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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independents 1 n. 独立电话公司

387 indirect 1 [,indi'rekt, -dai-] adj.间接的；迂回的；非直截了当的

388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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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 institution 1 [,insti'tju:ʃən] n.制度；建立；（社会或宗教等）公共机构；习俗

390 insurance 1 [in'ʃuərəns] n.保险；保险费；保险契约；赔偿金

391 intended 1 [in'tendid] adj.故意的，有意的；打算中的 n.已订婚者 v.打算；准备（intend的过去分词）

392 IRS 1 [ˌaɪɑ rː'es] abbr. 美国国税局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393 isn 1 abbr. 集成供应网络(=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

394 jersey 1 ['dʒə:zi] n.运动衫，毛线衫 n.(Jersey)人名；(英)泽西；(德)耶尔赛

395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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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98 Khanna 1 康纳

399 kick 1 [kik] vt.踢；反冲，朝后座 n.踢；反冲，后座力 vi.踢；反冲 n.(Kick)人名；(德)基克

400 Klein 1 n.克莱因（男子名）

401 lasso 1 [læ'su:, 'læsəu] n.套索 vt.用套索套捕；拉拢 n.(Lasso)人名；(西、意)拉索

402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403 leather 1 ['leðə] n.皮革；皮革制品 vt.用皮革包盖；抽打 adj.皮的；皮革制的 n.(Leather)人名；(英)莱瑟

404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405 legal 1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406 legislature 1 ['ledʒisleitʃə] n.立法机关；立法机构

407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408 let 1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409 letters 1 [letəz] n.[语]字母；书信；读者投书栏（letter的复数） v.用字母标明；用印刷体写（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

410 license 1 ['laisəns] n.执照，许可证；特许 vt.许可；特许；发许可证给

411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412 lines 1 [laɪnz] n. (剧本中的)台词；诗歌；线条；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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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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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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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lockout 1 ['lɔkaut] n.停工；[计][自]封锁

417 loose 1 [lu:s] adj.宽松的；散漫的；不牢固的；不精确的 vt.释放；开船；放枪 vi.变松；开火 adv.松散地 n.放纵；放任；发射 n.
(Loose)人名；(捷、瑞典)洛塞；(英)卢斯；(德)洛泽

418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419 lots 1 [lɔts] n.大量，许多；一堆；命运（lot的复数） adv.很，非常 v.抽签；分组；把（土地）划分成块（lot的三单形式）

420 Louis 1 ['lu:i] n.路易斯（男子名）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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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majority 1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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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march 1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425 margin 1 ['mɑ:dʒin] n.边缘；利润，余裕；页边的空白 vt.加边于；加旁注于 n.(Margin)人名；(俄、意)马尔金

426 matter 1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427 mayor 1 ['mεə] n.市长 n.(Mayor)人名；(英)梅厄；(法、西、俄)马约尔

428 mayoral 1 ['mεərəl, 'meiə-] adj.市长的 n.(Mayoral)人名；(西)马约拉尔

429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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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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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menu 1 ['menju:, mə'nju:] n.菜单 饭菜

433 middle 1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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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might 1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435 model 1 ['mɔdəl] n.模型；典型；模范；模特儿；样式 vt.模拟；塑造；模仿 vi.做模型；做模特儿 adj.模范的；作模型用的 n.
(Model)人名；(德、俄、英)莫德尔

436 monopoly 1 [mə'nɔpəli] n.垄断；垄断者；专卖权

437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438 moo 1 [mu:] vi.发出哞哞声 n.牛叫声 n.(Moo)人名；(瑞典)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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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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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 mule 1 [mju:l] n.骡；倔强之人，顽固的人；杂交种动物 n.(Mule)人名；(意)穆莱；(英)米尔

442 music 1 ['mju:zik] n.音乐，乐曲

443 nancy 1 ['nænsi] adj.女性化的；同性恋的 n.女性化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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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446 neighborhoods 1 ['neɪbɔː hʊdz] 生活社区

447 notices 1 英 ['nəʊtɪs] 美 ['noʊtɪs] vt. 注意；留心；通知 n. 通知；注意；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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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numb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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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Numbers 1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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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Older 1 ['əʊldər] adj. 年长的

453 ongoing 1 ['ɔn,gəuiŋ, 'ɔ:n-] adj.不间断的，进行的；前进的 n.前进；行为，举止

454 opening 1 ['əupəniŋ] n.开始；机会；通路；空缺的职位 adj.开始的 v.开放（open的ing形式）；打开；公开

455 operate 1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456 operating 1 ['ɔpəreitiŋ] adj.操作的；[外科]外科手术的 v.操作（operate的ing形式）；动手术

457 organizations 1 [ˌɔː ɡənaɪ'zeɪʃnz] n. 组织机构（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

458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459 oversight 1 ['əuvəsait] n.监督，照管；疏忽

460 pace 1 n.一步；步速；步伐；速度 vi.踱步；缓慢而行 vt.踱步于；用步测 n.(Pace)人名；(捷)帕采；(英)佩斯；(法)帕斯；(罗)帕
切

461 parking 1 ['pɑ:kiŋ] n.停车 adj.停车的 v.停车（park的ing形式） n.(Parking)人名；(英)帕金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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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 pelosi 1 佩洛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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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 picking 1 ['pikiŋ] n.采摘；掘，撬开；采得物；赃物 v.采摘，挑选，挑惕（pick的ing形式）

466 picture 1 ['piktʃə] n.照片，图画；影片；景色；化身 vt.画；想像；描写

467 plates 1 [pleɪts] n. 盘子；板材 名词plate的复数形式.

468 play 1 [plei] vt.游戏；扮演；演奏；播放；同…比赛 vi.演奏；玩耍；上演；参加比赛 n.游戏；比赛；剧本 n.(Play)人名；(法、瑞
典)普莱

469 plenty 1 ['plenti] n.丰富，大量；充足 adj.足够的，很多的 adv.足够 n.(Plenty)人名；(英)普伦蒂

470 plus 1 [plʌs] n.正号，加号；好处；附加额 adj.正的；附加的 prep.加，加上 n.(Plus)人名；(德)普卢斯

471 polls 1 n. 投票区 abbr. 议会联机图书馆研究(=Parliamentary On Line Library Study)

472 post 1 [pəust] n.岗位；邮件；标杆 vt.张贴；公布；邮递；布置 vi.快速行进 n.(Post)人名；(英、西、捷、瑞典、荷)波斯特

473 postponed 1 英 [ˌpəʊst'pəʊnd] 美 [ˌpoʊst'poʊnd] adj. 延期的；缓办的 动词postpo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74 pre 1 abbr.炼油工程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

475 pretty 1 adj.漂亮的；可爱的；优美的 adv.相当地；颇 n.有吸引力的事物（尤指饰品）；漂亮的人 n.Pretty，普雷蒂（人名）

476 preview 1 [pri:'vju:] n.预览；试映；事先查看 vt.预览；预演；事先查看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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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 prince 1 [prins] n.王子，国君；亲王；贵族 n.(Prince)人名；(英、葡)普林斯；(法)普兰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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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 private 1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
的，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480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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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 profile 1 ['prəufail] n.侧面；轮廓；外形；剖面；简况 vt.描…的轮廓；扼要描述 vi.给出轮廓

483 profitable 1 ['prɔfitəbl] adj.有利可图的；赚钱的；有益的

484 progra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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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 protected 1 [prə'tektid] adj.受保护的 v.保护；防卫（protect的过去分词）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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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 quote 1 [kwəut, kəut] vt.报价；引述；举证 vi.报价；引用；引证 n.引用

488 ran 1 [ræn] v.跑（run的过去式） n.(Ran)人名；(俄、瑞典、塞)拉恩；(柬)兰

489 ranch 1 [rɑ:ntʃ, ræntʃ] n.大农场；大牧场 vi.经营牧场；在牧场工作 vt.经营牧场；在牧场饲养…

490 razor 1 ['reizə] vt.剃，用剃刀刮 n.剃刀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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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 real 1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493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494 receive 1 [ri'si:v] 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495 receives 1 [rɪ'siː v] v. 接到；收到；接待

496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497 reckless 1 ['reklis] adj.鲁莽的，不顾后果的；粗心大意的 n.(Reckless)人名；(英)雷克利斯

498 reduced 1 [ri'dju:st] adj.减少的；[数]简化的；缩减的

499 refer 1 [ri'fə:] vi.参考；涉及；提到；查阅 vt.涉及；委托；归诸于；使…求助于

500 referendum 1 [,refə'rendəm] n.公民投票权；外交官请示书

501 reform 1 [ri'fɔ:m] n.改革，改良；改正 vt.改革，革新；重新组成 vi.重组；改过 adj.改革的；改革教会的

502 remote 1 [ri'məut] adj.遥远的；偏僻的；疏远的 n.远程

503 rep 1 [rep] n.棱纹平布；雷普（物体伦琴当量） abbr.代表（representative）；名声（reputation）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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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 reportedly 1 [ri'pɔ:tidli] adv.据报道；据传闻

506 report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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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508 requires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509 resolute 1 ['rezəlju:t, -lət] adj.坚决的；果断的

510 rests 1 [rests] n. 其他 名词rest的复数形式.

511 retired 1 [ri'taiəd] adj.退休的；退役的；幽闭的 v.退休（retire的过去分词）

512 rid 1 [rid] vt.使摆脱；使去掉 n.(Rid)人名；(英)里德

513 Ro 1 abbr. 雷达操作人员(=Radar Operator） abbr. 雷达测距器(=Range Roly)

514 roped 1 英 [rəʊp] 美 [roʊp] n. 绳索；一串；绞刑 v. 捆绑；说服（口）

515 rounding 1 adj.圆的；使圆的；[数]凑整的；环绕的 n.[数]凑整；制圆 v.绕行；使变圆；把…弄成整数（round的ing形式）

516 ruminant 1 ['ru:minənt] adj.反刍的；沉思的 n.反刍动物

517 rush 1 [rʌʃ] n.冲进；匆促；急流；灯心草 adj.急需的 vt.使冲；突袭；匆忙地做；飞跃 vi.冲；奔；闯；赶紧；涌现 n.(Rush)人
名；(英)拉什

518 salaries 1 ['sæləri] n. 薪水 v. 给 ... 薪水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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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 season 1 ['si:zən] n.时期；季节；赛季 vt.给…调味；使适应 vi.变得成熟；变干燥

521 secondly 1 ['sekəndli] adv.其次；第二

522 secretary 1 ['sekrətəri] n.秘书；书记；部长；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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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sending 1 ['sendɪŋ] 发送； 派遣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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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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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 sets 1 n.[数]集合，设置（set的复数） v.放置（set单三形式）

527 shared 1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28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529 shrinking 1 [ʃrɪŋkɪŋ] adj. 畏缩的；犹豫不决的；收缩的 v. 萎缩，收缩（动词shrink的现在分词形式）

530 shutdowns 1 n.关闭，倒闭( shutdown的名词复数 )

531 sides 1 [saɪdz] n.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

532 signature 1 ['signətʃə] n.署名；签名；信号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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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 significantly 1 adv.显著地；相当数量地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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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 single 1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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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 slow 1 [sləu] adj.慢的；减速的；迟钝的 vi.变慢；变萧条 vt.放慢；阻碍 adv.慢慢地；迟缓地 n.(Slow)人名；(英)斯洛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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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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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542 span 1 [/spæn/] n.跨度，跨距；范围 vt.跨越；持续；以手指测量 n.(Span)人名；(捷)斯潘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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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 split 1 [split] vt.分离；使分离；劈开；离开；分解 vi.离开；被劈开；断绝关系 n.劈开；裂缝 adj.劈开的

545 spring 1 [spriŋ] n.春天；弹簧；泉水；活力；跳跃 adj.春天的 vi.生长；涌出；跃出；裂开 vt.使跳起；使爆炸；突然提出；使弹
开 n.(Spring)人名；(德)施普林；(英、芬、瑞典)斯普林

546 stairs 1 [steəz] n. 楼梯

547 stamps 1 [stæmps] n. 邮票；印章 名词stamp的复数形式.

548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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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 steady 1 ['stedi] adj.稳定的；不变的；沉着的 vi.稳固 vt.使稳定；稳固；使坚定 adv.稳定地；稳固地 n.关系固定的情侣；固定支
架

551 steer 1 [stiə] vt.控制，引导；驾驶 vi.驾驶，掌舵；行驶 n.阉牛 n.(Steer)人名；(英)斯蒂尔；(德、匈)施特尔

552 step 1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553 stream 1 [stri:m] n.溪流；流动；潮流；光线 vi.流；涌进；飘扬 vt.流出；涌出；使飘动

554 streets 1 [st'riː ts] 街道

555 strolled 1 英 [strəʊl] 美 [stroʊl] n. 闲逛；漫步 v. 闲逛；漫步

556 style 1 [stail] n.风格；时尚；类型；字体 vt.设计；称呼；使合潮流 vi.设计式样；用刻刀作装饰画 n.(Style)人名；(英)斯泰尔

557 subject 1 ['sʌbdʒikt, -dʒe-, səb'dʒekt] n.主题；科目；[语]主语；国民 adj.服从的；易患…的；受制于…的 vt.使…隶属；使屈从于…

558 subsidies 1 ['sʌbsədi] n. 津贴；补助金

559 sums 1 [sʌm] n. 金额；总数；要点 v. 概括；总结；归纳；总计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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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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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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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 taxpayer 1 ['tæks,peiə] n.纳税人；所收租金只够支付地产税的建筑物

564 taxpayers 1 ['tækspeɪəz] 纳税人

565 technically 1 ['teknikli] adv.技术上；专门地；学术上；工艺上

566 ten 1 [ten] num.十个，十 n.(Ten)人名；(英)坦恩；(意)泰恩；(柬)登
听力特快 www.listeningexpress.com

http://www.listeningexpress.com/


567 tentative 1 ['tentətiv] adj.试验性的，暂定的；踌躇的 n.假设，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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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 thin 1 [θin] adj.薄的；瘦的；稀薄的；微弱的 vt.使瘦；使淡；使稀疏 vi.变薄；变瘦；变淡 adv.稀疏地；微弱地 n.细小部分 n.
(Thin)人名；(越)辰；(柬)廷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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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 throughout 1 [θru:'aut] adv.自始至终，到处；全部 prep.贯穿，遍及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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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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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 timeless 1 ['taimlis] adj.永恒的；不受时间影响的；不合时宜的

575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576 tota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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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 trace 1 [treis] vi.追溯；沿路走 vt.追踪，查探；描绘；回溯 n.痕迹，踪迹；微量；[仪]迹线；缰绳

578 trades 1 [tradz] n. 行业；信风；贸易风 名词trade的复数形式.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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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 training 1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581 transcript 1 ['trænskript, 'trænz-, 'trɑ:n-] n.成绩单；抄本，副本；文字记录

582 trivia 1 ['triviə] n.琐事

583 truck 1 [trʌk] n.卡车；交易；手推车 vi.驾驶卡车；以物易物 vt.交易；以卡车运输 adj.（美）运货汽车的 n.(Truck)人名；(德)特
鲁克

584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585 twice 1 [twais] adv.两次；两倍

586 typically 1 ['tipikəli] adv.代表性地；作为特色地

587 unprofitable 1 [,ʌn'prɔfitəbl] adj.无益的，没有用的；没有利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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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 us 1 pron.我们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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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 vacant 1 ['veikənt] adj.空虚的；空的；空缺的；空闲的；茫然的 n.(Vacant)人名；(法)瓦康

592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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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 Virginia 1 [və(:)'dʒinjə] n.弗吉尼亚（女子名）；弗吉尼亚州 adj.弗吉尼亚州的

595 voice 1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596 voter 1 ['vəutə] n.选举人，投票人；有投票权者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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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 voting 1 ['vəutiŋ] adj.投票的 n.投票；选举 v.投票（vote的ing形式）；选举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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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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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weekend 1 [,wi:k'end, 'wi:kend] n.周末，周末休假；周末聚会 adj.周末的，周末用的 vi.度周末

602 weigh 1 [wei] vt.权衡；考虑；称…重量 vi.重量为…；具有重要性；成为…的重荷；起锚 n.权衡；称重量

603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604 west 1 [west] n.西；西方；西部 adj.西方的；朝西的 adv.在西方；向西方；自西方 n.(West)人名；(英、德、芬、瑞典)韦斯特

605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606 who 1 pron.谁；什么人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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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 wonderful 1 adj.极好的，精彩的，绝妙的；奇妙的；美妙；胜；神妙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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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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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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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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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workers 1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613 worth 1 [wə:θ] adj.值…的 n.价值；财产 n.(Worth)人名；(英)沃思；(德)沃特

614 wranglers 1 n.争执人( wrangler的名词复数 ); 在争吵的人; （尤指放马的）牧人; 牛仔

615 yesterday 1 ['jestədi,-dei] n.昨天；往昔 adv.昨天

616 younger 1 ['jʌŋə, 'jʌŋgə] n.年纪较小者；幼辈 adj.较年轻的 n.(Younger)人名；(英)扬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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