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04 [As It Is] Japan's Prime Minister Suga to Leave Office 词词
频表频表

1 the 2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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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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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1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suga 12 须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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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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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h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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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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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bou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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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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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minister 7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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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part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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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somethin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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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nd 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7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8 many 5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9 people 5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0 public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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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lection 4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22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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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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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japan 4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25 pri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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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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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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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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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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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onavirus 3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31 h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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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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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however 3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34 its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35 just 3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36 litt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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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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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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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9 run 3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40 stay 3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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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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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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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abe 2 [eib] n.亚伯（男子名，等于Abra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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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48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49 began 2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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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risis 2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52 criticism 2 ['krɪtɪsɪzəm] n.批评；考证；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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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defense 2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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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ffort 2 ['efət] n.努力；成就

57 elections 2 n. 选举，选举制；投票（elec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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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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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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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incre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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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Japanese 2 [,dʒæpə'ni:z] adj.日本（人）的；日语的 n.日本人；日语

64 LDP 2 n. 语言数据处理(双倍精度寄存)

65 leaders 2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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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68 office 2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69 olympics 2 英 [əʊ'lɪmpɪks] 美 [oʊ'lɪmpɪks] n. 奥林匹克运动会 =Olympic Games.

70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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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overcome 2 [,əuvə'kʌm] vt.克服；胜过 vi.克服；得胜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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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perc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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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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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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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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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rate 2 [reit] n.比率，率；速度；价格；等级 vt.认为；估价；责骂 vi.责骂；被评价 n.(Rate)人名；(法、塞)拉特

78 recent 2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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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onse 2 [ri'spɔns] n.响应；反应；回答

81 several 2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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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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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surve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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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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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unhappy 2 [,ʌn'hæpi] adj.不快乐的；不幸福的；不适当的

87 virus 2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88 Wallace 2 ['wɔlis] n.华莱士（男子名）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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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91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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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affairs 1 英 [ə'feə(r)] 美 [ə'fer] n. 私通；事件；事务；事情

94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95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96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97 announcement 1 [ə'naunsmənt] n.公告；宣告；发表；通告

98 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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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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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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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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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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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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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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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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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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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108 broadcaster 1 ['brɔ:d,kɑ:stə, -,kæstə] n.广播公司；广播员；播送设备；撒播物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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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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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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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13 centered 1 ['sentəd] adj.居中的；有圆心的 v.集中；居中（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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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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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communication 1 n.通讯，[通信]通信；交流；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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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conference 1 n.会议；讨论；协商；联盟；（正式）讨论会；[工会、工党用语]（每年的）大会 vi.举行或参加（系列）会议

119 continues 1 [kən'tɪnju ]ː v. 继续；连续；维持；持续

120 corey 1 ['kɔri:] n.科里（等于Cory）

121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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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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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criticisms 1 [k'rɪtɪsɪzəmz] 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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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current 1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
特

127 death 1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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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decided 1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129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130 defeat 1 vt.击败，战胜；挫败；使…失败 n.失败的事实；击败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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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133 diet 1 ['daiət] n.饮食；食物；规定饮食 vi.节食 vt.[医]照规定饮食 n.(Diet)人名；(法)迪耶

134 discussed 1 [dɪs'kʌst] adj. 被讨论的；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5 doubt 1 [daut] n.怀疑；疑问；疑惑 v.怀疑；不信；恐怕；拿不准

136 doubts 1 [daʊt] n. 怀疑；疑惑；悬而未定 vt. 怀疑；不信任 vi. 不确定

137 d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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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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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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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ffectively 1 [i'fektivli] adv.有效地，生效地；有力地；实际上

142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43 emergency 1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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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nds 1 ['endz] n. 结束；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

146 enjoyed 1 [ɪn'dʒɔɪd] v. 享受，喜欢（动词enj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7 environment 1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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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pect 1 [ik'spekt] vt.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期待；预期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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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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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farmer 1 ['fɑ:mə] n.农夫，农民 n.(Farmer)人名；(英)法默；(法)法尔梅；(西)法梅尔

153 fell 1 [fel] adj.凶猛的；毁灭性的 vt.砍伐；打倒；击倒 n.[林]一季所伐的木材；折缝；兽皮 v.掉下；摔倒；下垂；变坏（fall的过
去式） n.(Fell)人名；(英、法、德)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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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Friday 1 ['fraidi] n.星期五

156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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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gallo 1 [gæləu] adj.法国的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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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gather 1 ['gæðə] vt.收集；收割；使…聚集；使…皱起 vi.聚集；化脓；皱起 n.聚集；衣褶；收获量 n.(Gather)人名；(德)加特

161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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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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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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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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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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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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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hoped 1 英 [həʊpt] 美 [hoʊpt] adj. 希望的；盼望的 动词ho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0 hopeful 1 ['həupful] adj.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n.有希望成功的人

171 host 1 [həust] n.[计]主机；主人；主持人；许多 vt.主持；当主人招待 vi.群集；做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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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ho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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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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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75 infection 1 [in'fekʃən] n.感染；传染；影响；传染病

176 infections 1 [ɪn'fekʃnz] n.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

177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78 ishiba 1 n. 石破茂

179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180 kanagawa 1 n. <日> 神奈川(县； 位于日本)

181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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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Koizumi 1 小泉纯一郎（人名）

184 kono 1 河野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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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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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leadership 1 ['li:dəʃip] n.领导能力；领导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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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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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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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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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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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low 1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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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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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majority 1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199 mari 1 ['mæri] n.毛伊岛（位于夏威夷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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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measures 1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202 messages 1 ['mesɪdʒɪz] n.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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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must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205 nhk 1 n. 日本广播协会

206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207 observers 1 [əb'zɜːvəz] 观测器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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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opposition 1 [,ɔpə'ziʃən] n.反对；反对派；在野党；敌对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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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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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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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overly 1 ['əuvəli] adv.过度地；极度地 n.(Overly)人名；(英)奥弗利

214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215 performed 1 英 [pə'fɔː m] 美 [pər'fɔː rm] v. 执行；履行；表演；运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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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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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planned 1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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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poorly 1 ['puəli, 'pɔ:-] adv.贫穷地；贫乏地；不充分地 adj.身体不舒服的；心情恶劣的

220 popularity 1 [,pɔpju'lærəti] n.普及，流行；名气；受大众欢迎

221 position 1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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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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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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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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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question 1 ['kwestʃən] n.问题，疑问；询问；疑问句 vt.询问；怀疑；审问 vi.询问；怀疑；审问

227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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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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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ratings 1 ['reɪtɪŋz] n. 评定等级 rating的复数形式.

231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232 reacting 1 [r'ɪæktɪŋ] 起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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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35 relatively 1 ['relətivli] adv.相当地；相对地，比较地

236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237 replace 1 [ri'pleis] vt.取代，代替；替换，更换；归还，偿还；把…放回原处

238 reply 1 [ri'plai] vi.回答；[法]答辩；回击 n.回答；[法]答辩 vt.回答；答复

239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240 restructure 1 [ri:'strʌktʃə] vt.调整；重建；更改结构

241 rise 1 [raiz, rais] vi.上升；增强；起立；高耸 vt.使…飞起；使…浮上水面 n.上升；高地；增加；出现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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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aw 1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244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245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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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harply 1 ['ʃa:pli] adv.急剧地；锐利地

248 shigeru 1 茂(姓,日本)

249 shortly 1 ['ʃɔ:tli] adv.立刻；简短地；唐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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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skills 1 技能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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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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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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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spread 1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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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t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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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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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stepped 1 [stept] v.踏；行走（st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0 str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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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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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struggled 1 ['strʌgəld] adj.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62 studied 1 ['stʌdid] adj.有计划的；故意的 v.学习（study的过去式）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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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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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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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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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teaches 1 ['tiː tʃɪz] v. 教；教导；教授；教训（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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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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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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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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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74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75 true 1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276 uncertain 1 [,ʌn'sə:tən] adj.无常的；含糊的；靠不住的；迟疑不决的

277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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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unlikely 1 [,ʌn'laikli] adj.不太可能的；没希望的 adv.未必

280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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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upcoming 1 ['ʌp,kʌmiŋ] adj.即将来临的

282 vaccination 1 [,væksi'neiʃən] n.接种疫苗；种痘

283 vaccine 1 ['væksi:n] n.疫苗；牛痘苗 adj.疫苗的；牛痘的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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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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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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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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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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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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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92 widespread 1 ['waid'spred] adj.普遍的，广泛的；分布广的

293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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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iam 1 ['wiljəm] n.威廉（男子名）；钞票，纸币

295 wi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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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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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worried 1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298 worst 1 [wə:st, 'wə:st] adj.最差的，最坏的；最不利的；效能最低的 n.最坏；最坏的时候 adv.最坏地；最不利地 n.(Worst)人名；
(英、德)沃斯特

299 written 1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300 yamaguchi 1 n. 山口(日本县名)

301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02 yoshihide 1 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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