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9-15 [As It Is] Suga Likely to Become Japan's Next Prime
Minister 词汇表词汇表

1 abe 9 [eib] n.亚伯（男子名，等于Abraham）

2 able 1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3 about 1 [ə'baut] prep.关于；大约 adj.在附近的；四处走动的；在起作用的 adv.大约；周围；到处 n.大致；粗枝大叶；不拘小节的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4 accusation 2 [,ækju:'zeiʃən] n.控告，指控；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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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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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dministration 2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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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gainst 2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11 Akita 2 [ɑ:'ki:tə] n.秋田市（日本本州岛西北岸城市）；秋田犬（宠物）

12 all 2 [ɔ:l] adj.全部的 adv.全然地；越发 n.全部 pron.全部 n.(All)人名；(瑞典)阿尔；(英)奥尔

13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4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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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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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pproach 1 [ə'prəutʃ] n.方法；途径；接近 vt.接近；着手处理 vi.靠近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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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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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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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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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24 b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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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baton 2 ['bætən] n.指挥棒；接力棒；警棍；司令棒 n.(Baton)人名；(法)巴东；(阿尔巴)巴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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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28 become 4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29 been 3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30 belief 1 [bi'li:f] n.相信，信赖；信仰；教义

31 bland 2 [blænd] adj.乏味的；温和的；冷漠的 vt.使…变得淡而无味；除掉…的特性 vi.变得平淡无奇；丧失特性 n.(Bland)人名；
(英)布兰德

32 boring 1 ['bɔ:riŋ] adj.无聊的；令人厌烦的 n.钻孔 v.钻孔；使厌烦；挖空（bore的ing形式） n.(Boring)人名；(英、瑞典)博林

33 born 1 [bɔ:n] v.出世（bear的过去分词） adj.天生的 n.(Born)人名；(柬)邦；(英、西、俄、捷、德、瑞典、匈)博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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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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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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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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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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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aptured 1 英 ['kæptʃə(r)] 美 ['kæptʃər] vt. 捕获；占领；夺取；吸引；(用照片等)留存 n. 捕获；战利品

40 career 1 n.生涯；职业；事业；速度，全速 adj.作为毕生职业的 vi.全速前进，猛冲

41 changes 1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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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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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oalition 1 [,kəuə'liʃən] n.联合；结合，合并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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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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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onferences 1 ['kanfərəns] n. 会议；研讨会；商讨会 名词conferenc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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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ontinue 3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50 coronavirus 2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51 corruption 1 [kə'rʌpʃən] n.贪污，腐败；堕落

52 count 1 [kaunt] vt.计算；认为 vi.计数；有价值 n.计数；计算；伯爵 n.(Count)人名；(法、德、南非)伯爵(欧洲贵族头衔)，康特(人
名)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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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ronyism 2 ['krəuniizəm] n.任人唯亲；任用亲信

55 daily 1 ['deili] adj.日常的；每日的 n.日报；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日常地；每日；天天 n.(Daily)人名；(英)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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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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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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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defended 1 [dɪ'fend] v. 防守；防护；辩护

60 democratic 1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61 dictatorial 1 [,diktə'tɔ:riəl] adj.独裁的，专政的；专横傲慢的

62 diplomacy 1 [di'pləuməsi] n.外交；外交手腕；交际手段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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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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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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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67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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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conomy 2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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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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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lection 2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74 emphasis 1 ['emfəsis] n.重点；强调；加强语气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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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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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ntered 1 ['entə(r)d] adj. 进入的 动词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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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pected 2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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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families 1 ['fæməlɪz] n.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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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farm 1 [fɑ:m] vi.种田，务农；经营农场 n.农场；农家；畜牧场 vt.养殖；耕种；佃出（土地）

84 farmer 2 ['fɑ:mə] n.农夫，农民 n.(Farmer)人名；(英)法默；(法)法尔梅；(西)法梅尔

85 favoritism 1 ['feivəritizəm] n.偏袒；得宠

86 fighting 1 ['faitiŋ] adj.战斗的；好战的；适于格斗的 n.战斗，搏斗 v.奋斗（fight的ing形式）；打仗；与…进行拳击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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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9 foreign 2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90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91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92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93 fully 1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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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gam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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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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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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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handing 1 [hænd] n. 手；协助；手艺 v. 给；传 Hand. n. 汉德（英文姓）

101 ha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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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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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he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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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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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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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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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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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hiring 1 ['haiəriŋ] n.雇用；租用 v.雇用（hire的ing形式）

110 his 4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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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holds 1 英 [həʊldz] 美 [hoʊldz] n. 货舱；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

113 ignored 1 [ɪɡ'nɔː d] adj. 忽视的 动词ign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4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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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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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influence 1 ['influəns] n.影响；势力；感化；有影响的人或事 vt.影响；改变

118 internationally 1 [,intə'næʃənəli] adv.国际性地；在国际间

119 investigated 1 [ɪn'vestɪɡeɪt] v. 调查；研究

120 is 1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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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123 it 1 [ɪt] pron.[指无生命的东西、动物、植物]它；这；那 pron.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活动、经验、抽象观念等 pron.在不分
性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表示天气、时日、距离、状态、温度等等 abbr.信息技术
information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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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japan 8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126 Japanese 1 [,dʒæpə'ni:z] adj.日本（人）的；日语的 n.日本人；日语

127 jobs 1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128 Jong 1 [jɔŋ] n.小伙子；（旧时的）青年男奴 n.(Jong)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永；(德、荷)容

129 jurisdiction 1 [,dʒuəris'dikʃən] n.司法权，审判权，管辖权；权限，权力

130 Kim 1 [kim] n.金姆（人名）

131 known 3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32 Korea 1 [kə'riə] n.韩国；朝鲜

133 Korean 1 [kə'riən] adj.韩国人的；韩国语的；朝鲜人的；朝鲜语的 n.韩国人；韩国语；朝鲜人；朝鲜语

134 land 1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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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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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LDP 4 n. 语言数据处理(双倍精度寄存)

138 leader 3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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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liberal 1 ['libərəl] adj.自由主义的；慷慨的；不拘泥的；宽大的 n.自由主义者 n.(Liberal)人名；(葡)利贝拉尔

141 li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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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likely 2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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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loyal 1 ['lɔiəl] adj.忠诚的，忠心的；忠贞的 n.效忠的臣民；忠实信徒 n.(Loyal)人名；(英、德、西、匈、法)洛亚尔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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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majority 1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147 man 1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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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50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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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military 1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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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Monday 3 ['mʌndi] n.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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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57 most 1 [məust] adv.最；非常，极其；最多；几乎 adj.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n.大部分，大多数 n.(Most)人名；(德、俄、
法、芬、捷、英)莫斯特

158 nationals 1 ['næʃnəlz] n. 侨民 名词national的复数形式.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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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61 nex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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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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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northern 2 ['nɔ:ðən] adj.北部的；北方的 n.北部方言

164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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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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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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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169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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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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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oldest 1 ['əuldist] adj.最老的（old的最高级）；最旧的

174 olympics 1 英 [əʊ'lɪmpɪks] 美 [oʊ'lɪmpɪks] n. 奥林匹克运动会 =Olympic Games.

175 On 4 [ɔn, ɔ:n, ən, n] adv.向前地；作用中，行动中；继续着 prep.向，朝……；关于；在……之上；在……时候 adj.开着的；发生着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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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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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opposed 1 [ə'pəuzd] adj.相反的；敌对的 v.反对（oppose的过去分词）；使对立

179 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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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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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82 outgoing 1 adj.对人友好的，开朗的；出发的，外出的；即将离职的；乐于助人的 n.外出；流出；开支 v.超过；优于（outgo的
ing形式）

183 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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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pacifist 2 ['pæsifist] n.和平主义者 adj.非战主义的

185 parents 1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186 parliament 1 ['pɑ:ləmənt] n.议会，国会

187 parliamentary 1 [,pɑ:lə'mentəri] adj.议会的；国会的；议会制度的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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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pass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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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pipe 1 [paip] n.管；烟斗；笛 vi.吹笛；尖叫 vt.用管道输送；尖声唱；用管乐器演奏 n.(Pipe)人名；(匈)皮佩；(英)派普

191 policies 3 英 ['pɒləsi] 美 ['pɑːl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192 policy 3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93 politician 2 [,pɔli'tiʃən] n.政治家，政客

194 politicians 1 [pɒlɪ'tɪʃnz] 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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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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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pow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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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199 praised 1 [preɪz] vt. 赞美；称赞 n. 赞美；称赞；崇拜 vi. 赞美

200 preconditions 1 [ˌpriː kən'dɪʃn] n. 先决条件；前提 v. 预先准备

201 prefecture 2 ['pri:fektjuə, -tʃə-] n.县；管区，辖区；地方官的任期

202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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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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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prim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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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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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projects 1 [p'rədʒekts] [ projected ]的第三人称单数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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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pushing 1 ['puʃiŋ] adj.奋斗的；莽撞的；有精力的；富有进取心的 n.推挤；推人犯规（篮球术语） v.推；促进；逼迫（push的ing
形式）

210 race 1 n.属，种；种族，人种；家庭，门第；赛事，赛跑 vt.使参加比赛；和…竞赛；使急走，使全速行进 vi.比速度，参加竞
赛；全速行进 n.(Race)人名；(英)雷斯；(塞)拉采

211 rarely 1 ['rεəli] adv.很少地；难得；罕有地

212 readily 1 ['redili] adv.容易地；乐意地；无困难地

213 reality 1 [ri'æləti, ri:-] n.现实；实际；真实

214 rebuilding 1 ['riː ˌbɪldɪŋ] n. 改建

215 received 1 [ri'si:vd] adj.被一般承认的；被认为标准的 v.收到；接受；迎接（receive的过去分词）

216 regional 2 ['ri:dʒənəl] adj.地区的；局部的；整个地区的

217 relationship 1 [ri'leiʃənʃip] n.关系；关联

218 relay 1 ['ri:lei, ri'lei] vi.转播；接替 n.[电]继电器；接替，接替人员；驿马 vt.转播；使接替；分程传递

219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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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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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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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rul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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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runner 1 ['rʌnə] n.跑步者；走私者；推销员；送信人 n.(Runner)人名；(英)朗纳

225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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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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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self 1 [self] n.自己，自我；本质；私心 adj.同一的 vt.使自花授精；使近亲繁殖 vi.自花授精 n.(Self)人名；(英)塞尔夫

228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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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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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shand 2 n. 尚德

232 shown 1 ['ʃəun] v.解释（show的过去分词）；给予；表露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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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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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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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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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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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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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spending 1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240 spokesman 1 ['spəuksmən] n.发言人；代言人

241 starting 1 ['stɑ tː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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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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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uga 14 须贺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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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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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upporter 1 [sə'pɔ:tə] n.支持者；拥护者

248 supports 1 [sə'pɔː ts] n. 支持

249 susan 2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50 t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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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televised 1 ['telɪvaɪz] v. 用电视放映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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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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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the 3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55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256 there 3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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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this 5 [ðis, 弱ðəs] pron.这；这个；这里 adj.这；本；这个；今 adv.这样地；这么 n.(This)人名；(法)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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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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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t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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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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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tradition 1 [trə'diʃən] n.惯例，传统；传说

264 traditions 1 [trə'dɪʃnz] 传统

265 traveled 1 ['trævəld] adj.富有旅行经验的；旅客多的；旅客使用的 v.旅行（travel的过去分词）

266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67 type 1 [taip] n.类型，品种；模范；样式 vt.打字；测定（血等）类型 vi.打字 n.(Type)人名；(英)泰普

268 un 1 [ʌn, ən] pron.家伙，东西 n.(Un)人名；(柬)温

269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270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71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72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73 violence 1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274 vo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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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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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277 war 1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278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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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w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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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282 week 1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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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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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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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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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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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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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whi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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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who 2 pron.谁；什么人

292 whoever 1 [hu:'evə] pron.无论谁；任何人 n.《爱谁谁》（电影名）

293 wi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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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wins 1 视窗网际网路名称服务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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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with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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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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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would 3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99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00 yoshihide 1 义英

301 young 1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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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