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15 [As It Is] US, Britain Fight Foreign Bribery, But Most
Nations Do Very Littl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2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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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nd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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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bery 8 ['braibəri] n.[法]贿赂；受贿；行贿

5 countries 8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6 foreign 8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7 i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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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of 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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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report 6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11 agreement 5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12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3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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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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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companies 4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16 found 4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7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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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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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transparency 4 [træns'pærənsi, -'pεə-, trænz-, trɑ:n-] n.透明，透明度；幻灯片；有图案的玻璃

20 Britain 3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21 compan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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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nforcement 3 [in'fɔ:smənt] n.执行，实施；强制

23 enforcing 3 英 [ɪn'fɔː s] 美 [ɪn'fɔː rs] vt. 强迫；强制；实施；执行；加强

24 exporters 3 [ɪks'pɔː təz] 出口企业

25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6 Germany 3 ['dʒə:məni] n.德国

27 group 3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28 is 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9 largest 3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30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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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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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actively 2 ['æktɪvli] adv. 积极地；活跃地；勤奋的

34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35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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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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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arely 2 ['bεəli] adv.仅仅，勉强；几乎不；公开地；贫乏地

39 bribes 2 [b'raɪbz] n. 赃物 名词bribe的复数形式.

40 business 2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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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hina 2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42 cooperation 2 [kəu,ɔpə'reiʃən] n.合作，协作；[劳经]协力

43 corruption 2 [kə'rʌpʃən] n.贪污，腐败；堕落

44 development 2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45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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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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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porter 2 [ik'spɔ:tə] n.出口商；输出国

49 four 2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50 france 2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51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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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internation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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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investigating 2 [ɪn'vestɪɡeɪt] v. 调查；研究

54 Italy 2 ['itəli] n.意大利（欧洲南部国家）

55 little 2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56 maj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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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markets 2 英 ['mɑːkɪt] 美 ['mɑ rːkɪt] n. 市场；集市 v. 销售；推销；买卖

58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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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nations 2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60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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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on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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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paying 2 ['pei'ŋ] adj.支付的；赢利的；合算的 n.支付；填缝；放送绳链 v.支付；报答（pay的ing形式）

64 responsible 2 [ri'spɔnsəbl] adj.负责的，可靠的；有责任的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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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s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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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secrecy 2 ['si:krəsi] n.保密；秘密；隐蔽

68 shand 2 n. 尚德

69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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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signers 2 n.签名者( signer的名词复数 )

71 Spain 2 [spein] n.西班牙

72 stop 2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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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susan 2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75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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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too 2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77 win 2 vt.赢得；在…中获胜 vi.赢；获胜；成功 n.赢；胜利 n.(Win)人名；(德、荷、缅)温；(英)温(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

78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79 absolute 1 ['æbsəlju:t, ,æbsə'lju:t] adj.绝对的；完全的；专制的 n.绝对；绝对事物

80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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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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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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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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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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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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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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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attempt 1 [ə'tempt] n.企图，试图；攻击 vt.企图，试图；尝试

89 Austria 1 ['ɔstriə] n.奥地利

90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91 bankers 1 Bankers Publishing (Boston) 银行出版物(波士顿)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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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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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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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berlin 1 [bə:'lin] n.柏林

96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97 blind 1 [blaind] adj.盲目的；瞎的 adv.盲目地；看不见地 n.掩饰，借口；百叶窗 vt.使失明；使失去理智 n.(Blind)人名；(法)布兰；
(德、瑞典)布林德

98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99 businesses 1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100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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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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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Canada 1 ['kænədə] n.加拿大（北美洲国家）

103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104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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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107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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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credibility 1 [,kredi'biləti] n.可信性；确实性

110 deals 1 [diː l] n. 协定；交易；大量 v. 应付；分配；处理；交易；经营

111 delia 1 ['di:ljə] n.迪莉娅（女子名）

112 dell 1 [del] n.有树林的小谷地

113 destroy 1 [di'strɔi] vt.破坏；消灭；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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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discuss 1 [dis'kʌs] vt.讨论；论述，辩论

116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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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asy 1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119 economies 1 [ɪ'kɒnəmɪz] 节约；经济（名词econom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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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22 ending 1 ['endiŋ] n.结局；结尾

123 enforce 1 [in'fɔ:s] vt.实施，执行；强迫，强制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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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u 1 abbr.欧盟（EuropeanUnion）；能量单位（EnergyUnit）；熵的单位（EntropyUnit）；等效单位（EquivalentUnit） n.(Eu)人
名；(中)余(普通话·威妥玛)；(英)尤

126 export 1 [ik'spɔ:t, 'eks-, 'ekspɔ:t] n.输出，出口；出口商品 vi.输出物资 vt.输出，出口

127 exports 1 ['ekspɔː rts] n. 出口货；输出额 名词export的复数形式.

128 eye 1 [ai] n.眼睛；视力；眼光；见解，观点 vt.注视，看 n.(Eye)人名；(德)艾厄；(英)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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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ferreira 1 n. 费雷拉

130 fewer 1 ['fju:ə] adj.较少的 pron.较少数 int.较少数

131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132 fought 1 [fɔ:t] v.战斗（fight的过去分词）；打架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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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gillian 1 ['dʒiliən] n.吉莉安（女子名，等于Juliana）

135 governments 1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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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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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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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hiding 1 ['haidiŋ] n.隐匿；躲藏处；殴打 n.(Hiding)人名；(瑞典)希丁

140 identified 1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1 improved 1 [ɪm'pruːvd] adj. 改良的；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2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43 India 1 ['indiə] n.印度（南亚国家）

144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45 institutions 1 [ɪnstɪt'ju ʃːnz] n. 体系 名词institution的复数.

146 Israel 1 ['izreiəl] n.以色列（亚洲国家）；犹太人，以色列人

147 japan 1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148 Korea 1 [kə'riə] n.韩国；朝鲜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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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laws 1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151 lead 1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152 leader 1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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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legislation 1 [,ledʒis'leiʃən] n.立法；法律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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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limited 1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157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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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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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minimum 1 ['miniməm] n.最小值；最低限度；最小化；最小量 adj.最小的；最低的

161 moderate 1 ['mɔdərət, 'mɔdəreit] adj.稳健的，温和的；适度的，中等的；有节制的 vi.变缓和，变弱 vt.节制；减轻

162 Netherlands 1 ['neðələndz] n.荷兰（形容词Netherlandish）；地区名

163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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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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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nothing 1 ['nʌθiŋ] neg.没什么；毫不 n.无；零；不关紧要之事 adv.毫不；决不 pron.无事；无物 int.什么也没有

166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167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68 owned 1 [əund] v.拥有；承认（own的过去分词） adj.自身拥有的

169 ownership 1 ['əunəʃip] n.所有权；物主身份

170 parent 1 ['pεərənt] n.父亲（或母亲）；父母亲；根源 n.(Parent)人名；(法)帕朗；(英、西)帕伦特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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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performance 1 n.性能；绩效；表演；执行；表现

173 poorer 1 英 [pʊə(r)] 美 [pʊr] adj. 可怜的；贫穷的；低劣的 n. 穷人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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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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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瑞典)普雷斯

175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176 rates 1 [reɪt] n. 比率；速度；价格；费用；等级 v. 认为；估价；定等级；值得；怒斥；责骂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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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research 1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179 responsibility 1 [ri.spɔnsə'biliti] n.责任，职责；义务

180 rubio 1 n. 鲁维奥(在玻利维亚；西经 62º22' 南纬 13º57')

181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82 seven 1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183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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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sign 1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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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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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Sta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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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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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subsidiaries 1 英 [səb'sɪdiəri] 美 [səb'sɪdieri] n. 子公司；附属机构 adj. 辅助的；补贴的；附属的

192 subsidiary 1 [səb'sidiəri] adj.附属的；辅助的 n.子公司；辅助者

193 suggestions 1 n. 意见；示意 名词suggestion的复数形式.

194 Switzerland 1 ['switsələnd] n.瑞士（欧洲国家）

195 taxes 1 [tæksi:z] n.税收，税金；税务；[税收]税捐

196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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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198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199 undermine 1 [,ʌndə'main] vt.破坏，渐渐破坏；挖掘地基

200 undermining 1 ['ʌndəmaɪnɪŋ] n. 底切；潜挖；底部冲刷 动词undermine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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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unfortunately 1 [ʌn'fɔ:tʃənətli] adv.不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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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us 1 pron.我们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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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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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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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09 wealthy 1 ['welθi] adj.富有的；充分的；丰裕的 n.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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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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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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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whose 1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214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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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worldwide 1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217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