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8-29 [As It Is]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Resigns
for Health Reason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2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1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abe 15 [eib] n.亚伯（男子名，等于Abraham）

4 i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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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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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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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his 13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8 minister 12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9 and 1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0 prime 10 [praim] adj.主要的；最好的；基本的 adv.极好地 n.初期；青年；精华；全盛时期 vt.使准备好；填装 vi.作准备 n.(Prime)
人名；(英)普赖姆；(德)普里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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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 japan 7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14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5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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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7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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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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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that 5 [ðæt, 弱ðət, ðt] pron.那；那个 adv.那么；那样 conj.因为；以至于 adj.那；那个 n.(That)人名；(德)塔特

20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1 long 4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22 office 4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23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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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treatment 4 ['tri:tmənt] n.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25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6 wi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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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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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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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because 3 [bi'kɔz] conj.因为

31 defense 3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32 form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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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gre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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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health 3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35 Japanese 3 [,dʒæpə'ni:z] adj.日本（人）的；日语的 n.日本人；日语

36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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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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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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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suppo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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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uncle 3 ['ʌŋkl] n.叔叔；伯父；伯伯；舅父；姨丈；姑父

42 achievement 2 n.成就；完成；达到；成绩

43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44 although 2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45 body 2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46 bowel 2 ['bauəl] n.肠；内部；同情 vt.将……的肚肠取出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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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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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abin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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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apable 2 ['keipəbl] adj.能干的，能胜任的；有才华的

51 confidence 2 ['kɔnfidəns] n.信心；信任；秘密 adj.（美）诈骗的；骗得信任的

52 consecutive 2 [kən'sekjutiv] adj.连贯的；连续不断的

53 constitution 2 n.宪法；体制；章程；构造；建立，组成；体格

54 days 2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55 decided 2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56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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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conomic 2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58 focus 2 ['fəukəs] n.焦点；中心；清晰；焦距 vt.使集中；使聚焦 vi.集中；聚焦；调节焦距 n.(Focus)人名；(瑞典)福库斯

59 Friday 2 ['fraidi] n.星期五

60 goals 2 ['ɡəʊlz] n.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

61 gut 2 n.内脏；肠子；剧情；胆量；海峡；勇气；直觉；肠 vt.取出内脏；摧毁（建筑物等）的内部 adj.简单的；本质的，根本
的；本能的，直觉的 n.（德、俄、意、葡、塞、捷、匈、瑞典）古特（人名）；（英）格特（人名）

62 hospital 2 ['hɔspitəl] n.医院 n.(Hospital)人名；(英)霍斯皮特尔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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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Korea 2 [kə'riə] n.韩国；朝鲜

65 leader 2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66 longest 2 ['lɔŋgist, 'lɔ:ŋ-] adj.最长的 n.(Longest)人名；(英)朗格斯特

67 Monday 2 ['mʌndi] n.星期一

68 my 2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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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north 2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71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72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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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pain 2 [pein] n.疼痛；努力 vt.使…痛苦；使…烦恼 vi.感到疼痛；引起疼痛 n.(Pain)人名；(意)帕因；(俄)派因；(法)潘；(英)佩因

75 paramount 2 ['pærəmaunt] adj.最重要的，主要的；至高无上的 n.最高统治者

76 part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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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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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politics 2 ['pɔlitiks] n.政治，政治学；政治活动；政纲

79 reported 2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80 row 2 [rəu] n.行，排；划船；街道；吵闹 vt.划船；使……成排 vi.划船；争吵 n.(Row)人名；(英)罗

81 serving 2 ['sə:viŋ] n.服务；上菜；一份食物 v.服务（serve的ing形式） adj.用于上菜的 n.(Serving)人名；(瑞典)塞尔温

82 stability 2 [stə'biliti] n.稳定性；坚定，恒心

83 Stat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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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stay 2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85 strong 2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86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87 Tokyo 2 ['təukjəu; -kiəu; 'tɔ:kjɔ:] n.东京（日本首都）

88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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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w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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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who 2 pron.谁；什么人

92 wrenching 2 [renfʃɪŋ] adj. 折磨的 n. 修截苗根；苗木铲根 动词wrench的现在分词形式.

93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94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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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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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accomplishing 1 英 [ə'kʌmplɪʃ] 美 [ə'kɑːmplɪʃ] vt. 完成；实现

98 active 1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99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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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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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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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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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alliance 1 [ə'laiəns] n.联盟，联合；联姻

105 amending 1 [ə'mend] vt. 修正；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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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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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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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associated 1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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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badly 1 ['bædli] adv.非常，很；严重地，厉害地；恶劣地

112 battled 1 [bætld] 有雉堞的；有城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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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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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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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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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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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belief 1 [bi'li:f] n.相信，信赖；信仰；教义

120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121 break 1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
晓；（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122 Bryan 1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123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124 capability 1 [,keipə'biləti] n.才能，能力；性能，容量

125 carries 1 ['kæri] v. 携带；运送；搬运；带有；传播；承载 n. 【计】进位；运载

126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127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8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129 chief 1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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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chronic 1 ['krɔnik] adj.慢性的；长期的；习惯性的 n.(Chronic)人名；(英)克罗尼克

132 colitis 1 [kɔ'laitis] n.[内科]结肠炎

133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134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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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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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coronavirus 1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138 country 1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
乐的

139 crisis 1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140 cure 1 [kjuə] vt.治疗；治愈；使硫化；加工处理 vi.治病；痊愈；受治疗；被硫化；被加工处理 n.治疗；治愈；[临床]疗法 n.
(Cure)人名；(罗)库雷；(法)屈尔；(英)丘尔；(塞)楚雷

141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142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143 digest 1 [di'dʒest, dai-, 'daidʒest] vt.消化；吸收；融会贯通 vi.消化 n.文摘；摘要

144 direc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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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146 dispute 1 [dis'pju:t, 'dis-] vt.辩论；怀疑；阻止；抗拒 vi.争论 n.辩论；争吵

147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148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149 drafted 1 英 [drɑːft] 美 [dræft] n. 草稿；草图；汇票；征兵 vt. 起草；征兵；选秀 adj. 酝酿中的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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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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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154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55 eisaku 1 永作(姓,日本)

156 elected 1 v.（进行）选举(el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推举； 选择；决定（做某事）

157 elections 1 n. 选举，选举制；投票（election的复数形式）

158 emotional 1 [i'məuʃənəl] adj.情绪的；易激动的；感动人的

159 e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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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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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ms 1 [ɪɡ'zæmz] examinations 考试



163 expand 1 [ik'spænd] vt.扩张；使膨胀；详述 vi.发展；张开，展开

164 expectations 1 [ekspek'teɪʃnz] 预期继承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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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faced 1 [feist] adj.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有…表面的 v.面对（face的过去分词）

167 failed 1 [feild] adj.已失败的，不成功的 v.失败，不成功（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8 failure 1 ['feiljə] n.失败；故障；失败者；破产

169 family 1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170 famously 1 ['feiməsli] adv.著名地；极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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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173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74 foreign 1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175 fumio 1 书绪(姓,日本)

176 George 1 [dʒɔ:dʒ] n.乔治（男子名）；自动操纵装置；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

177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178 grandfather 1 ['grænd,fɑ:ðə] n.祖父；始祖 vt.不受新规定限制

179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180 guarantee 1 [,gærən'ti:] n.保证；担保；保证人；保证书；抵押品 vt.保证；担保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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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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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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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illness 1 ['ilnis] n.病；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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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88 interested 1 ['intristid, 'intər-] adj.感兴趣的；有权益的；有成见的 v.使…感兴趣（interest的过去分词）

189 international 1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190 ishiba 1 n. 石破茂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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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job 1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193 kidnapped 1 adj. 被绑架的 动词kidna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4 kishi 1 (日文)“让我们的地球快乐”。

195 kishida 1 岸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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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koichi 1 小市

198 kono 1 河野

199 lacking 1 ['lækiŋ] adj.缺乏的；没有的；不足的 v.缺少；不足（lack的ing形式）

200 lasting 1 ['lɑ:stiŋ, 'læstiŋ] adj.持久的；永恒的 n.[纺]厚实斜纹织物 v.持续；维持（last的ing形式）

201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202 lawmaker 1 ['lɔ:,meikə] n.立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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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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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leaving 1 ['li:viŋ] n.离开；残余；渣滓 v.离开；留下；舍弃（leave的ing形式）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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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208 Lynn 1 [lin] n.林恩（姓氏）

209 major 1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210 marks 1 [ma:rks] n.标记，记号；唛头，分数；台面标志 n.(Marks)人名；(英、德、意、瑞典、西、捷)马克斯；(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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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mental 1 ['mentəl] 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n.精神病患者

213 ministers 1 英 ['mɪnɪstə(r)] 美 ['mɪnɪstər] n. 外交使节；部长；大臣；牧师 v. 照顾；给予帮助

214 minster 1 ['minstə] n.大教堂；修道院附属的教堂 n.(Minster)人名；(德、捷)明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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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nakano 1 n. 中野(在日本；东经 138º23' 北纬 36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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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nationalist 1 ['næʃənəlist] n.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民族独立主义者 adj.民族主义的（等于nationalistic）；国家主义的；民族
独立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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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needs 1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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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nishimura 1 西村

223 Nobusuke 1 伸介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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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226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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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overworked 1 英 [ˌəʊvə'wɜːkt] 美 [ˌoʊvər'wɜːrkt] adj. 工作过度的；过分劳累的 动词over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29 pacifist 1 ['pæsifist] n.和平主义者 adj.非战主义的

230 parliament 1 ['pɑ:ləmənt] n.议会，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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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233 phrase 1 [freiz] n.短语,习语,措辞,乐句 vt.措词,将(乐曲)分成乐句

234 physical 1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235 policies 1 英 ['pɒləsi] 美 ['pɑːl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236 politicians 1 [pɒlɪ'tɪʃnz] 政治家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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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power 1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239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40 press 1 [pres] vt.压；按；逼迫；紧抱 vi.压；逼；重压 n.压；按；新闻；出版社；[印刷]印刷机 n.(Press)人名；(英、德、俄、
西、瑞典)普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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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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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pulled 1 ['pʊld] adj. 牵引的 v. 拉；拖；牵；拔（动词pu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45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246 react 1 vi.反应，作出反应；产生（化学）反应；



247 reasons 1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248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49 recession 1 [ri'seʃən] n.衰退；不景气；后退；凹处

250 record 1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251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252 resign 1 [ri'zain] vt.辞职；放弃；委托；使听从 vi.辞职 n.辞去职务

253 resignation 1 [,rezig'neiʃən] n.辞职；放弃；辞职书；顺从

254 resigning 1 [rɪ'zaɪn] v. 辞职；放弃；顺从；听任

255 resigns 1 [rɪ'zaɪn] v. 辞职；放弃；顺从；听任

256 rest 1 [rest] vt.使休息，使轻松；把…寄托于 n.休息，静止；休息时间；剩余部分；支架 vi.休息；静止；依赖；安置 n.(Rest)人
名；(英、德、俄、捷、荷)雷斯特

257 returned 1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258 revitalization 1 [ri:,vaitəlai'zeiʃən, -li'z-] n.复兴；复苏；新生

259 rewriting 1 n.重写；改写 v.重写；改写（rewrite的ing形式）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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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262 sato 1 n. 自对准厚氧化物层技术

263 secretary 1 ['sekrətəri] n.秘书；书记；部长；大臣

264 served 1 英 [sɜːv] 美 [sɜːr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265 settle 1 ['setl] vi.解决；定居；沉淀；下陷 vt.解决；安排；使…定居 n.有背长椅 n.(Settle)人名；(英)塞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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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higeru 1 茂(姓,日本)

268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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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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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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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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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sophia 1 [sə'faiə] n.索菲娅（女子名）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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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specific 1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276 spoke 1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277 stable 1 ['steibl] n.马厩；牛棚 adj.稳定的；牢固的；坚定的 vi.被关在马厩 vt.赶入马房 n.(Stable)人名；(英)斯特布尔

278 straight 1 adj.直的；连续的；笔直的；正直的；整齐的；异性恋的 adv.直接地；不断地；立即；坦率地 n.直；直线；直男，直
女，异性恋者 n.(Straight)人名；(英)斯特雷特

279 strength 1 [streŋθ, streŋkθ] n.力量；力气；兵力；长处

280 succeed 1 [sək'si:d] vi.成功；继承；继任；兴旺 vt.继承；接替；继…之后

281 succession 1 [sək'seʃən] n.连续；继位；继承权；[生态]演替

282 suga 1 须贺

283 summer 1 ['sʌmə] n.夏季；全盛时期 vi.避暑；过夏天 adj.夏季的 n.(Summer)人名；(德)祖默；(英)萨默

284 taro 1 ['tɑ:rəu, 'tæ-] n.芋头，[园艺]芋艿 n.(Taro)人名；(塞、肯、意)塔罗；(日)多吕(姓)

285 ter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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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term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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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territorial 1 [,teri'tɔ:riəl] adj.领土的；区域的；土地的；地方的 n.地方自卫队士兵

288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89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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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ties 1 [taɪz] tie的复数形式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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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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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tube 1 [tju:b, tu:b] n.管；电子管；隧道；电视机 vt.使成管状；把…装管；用管输送 vi.乘地铁；不及格

295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96 ulcerative 1 ['ʌlsərətiv] adj.溃疡性的；引起溃疡的

297 unfinished 1 [,ʌn'finiʃt] adj.未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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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unsettled 1 [,ʌn'setld] adj.未决定的；怀疑的；未处理的；不整齐的

300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301 very 1 ['veri] adj.恰好是，正是；甚至；十足的；特有的 adv.非常，很；完全 n.(Very)人名；(英)维里

302 visited 1 v.拜访，访问（visit的过去式）

303 visits 1 ['vɪzɪt] v. 拜访；参观；闲谈 n. 拜访；参观；聊天

304 waste 1 [weist] n.浪费；废物；荒地；损耗；地面风化物 vt.浪费；消耗；使荒芜 vi.浪费；变消瘦；挥霍钱财 adj.废弃的；多余
的；荒芜的

305 weakened 1 ['wiː kən] v. 使 ... 弱，削弱； 变弱； 弄淡

306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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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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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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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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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yasutoshi 1 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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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yoshihide 1 义英

315 youngest 1 ['jʌŋgist] n.最小的儿子；年纪最小的人 adj.最年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