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30 [As It Is] At UN, Some Leaders Demand Payments for
Past Wrong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n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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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to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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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eparations 16 [repə'reɪʃnz] n. 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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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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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t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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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 not 8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1 be 7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2 bu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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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countries 7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14 did 7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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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Germany 6 ['dʒə:məni] n.德国

17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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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ld 5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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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payments 5 ['peɪmənts]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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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slavery 5 n.奴役；奴隶制度；奴隶身份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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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who 5 pron.谁；什么人

25 years 5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26 ab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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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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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past 4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29 s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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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there 4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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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frican 3 ['æfrikən] adj.非洲的，非洲人的 n.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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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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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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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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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ritain 3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38 declaration 3 [,deklə'reiʃən] n.（纳税品等的）申报；宣布；公告；申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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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Durban 3 ['də:bən] n.德班（南非东部港市）

40 issu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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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meeting 3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42 offered 3 ['ɒfəd] v. 提供；奉献；提议 vbl. 提供；奉献；提议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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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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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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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president 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47 resolution 3 [,rezə'lu:ʃən, -,lju:-] n.[物]分辨率；决议；解决；决心

48 saint 3 [seint] n.圣人；圣徒；道德崇高的人 adj.神圣的 vt.成为圣徒

49 sout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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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Stat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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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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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w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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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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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year 3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55 Africa 2 ['æfrikə] n.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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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ag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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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among 2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59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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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assembly 2 n.装配；集会，集合 n.汇编，编译

61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2 biden 2 n. 拜登(姓氏)

63 black 2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64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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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omment 2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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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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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discussions 2 [dɪs'kʌʃnz] 讨论

69 earlier 2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70 Europe 2 ['juərəp] n.欧洲

71 forward 2 ['fɔ:wəd] adj.向前的；早的；迅速的 adv.向前地；向将来 vt.促进；转寄；运送 n.前锋 n.(Forward)人名；(英)福沃德

72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73 gained 2 [geɪnd] adj.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74 gener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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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genocide 2 ['dʒenəusaid] n.种族灭绝；灭绝整个种族的大屠杀

76 governments 2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77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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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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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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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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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Lucia 2 ['lu:sjə] n.露西娅（女子名）

84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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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nations 2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86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87 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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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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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p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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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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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racism 2 ['reisizəm] n.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人种偏见

92 rectify 2 ['rektifai] vt.改正；精馏；整流

93 sensitive 2 adj.敏感的；感觉的；[仪]灵敏的；感光的；易受伤害的；易受影响的 n.敏感的人；有灵异能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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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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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sup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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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98 talk 2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99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00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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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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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03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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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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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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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address 1 vt.演说；从事；忙于；写姓名地址；向…致辞；与…说话；提出；处理 n.地址；演讲；致辞；说话的技巧；称呼

108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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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affected 1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1 aid 1 [eid] n.援助；帮助；助手；帮助者 vt.援助；帮助；有助于 vi.帮助 n.(Aid)人名；(阿拉伯、印、英)艾德

112 ambassador 1 [æm'bæsədə] n.大使；代表；使节

113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14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115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16 ancestry 1 ['ænsestri] n.祖先；血统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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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pologies 1 英 [ə'pɒlədʒi] 美 [ə'pɑ lːədʒi] n. 道歉；辩解；<口>勉强的代用品

119 approval 1 [ə'pru:vəl] n.批准；认可；赞成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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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22 art 1 n.（包括雕塑、绘画、音乐等的）艺术，美术；美术（作）品；艺品（作）品；（表演）艺术；技术，技巧； adj.艺术
的；艺术品的；具有艺术性的 v.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过时用法

123 attend 1 [ə'tend] vt.出席；上（大学等）；照料；招待；陪伴 vi.出席；致力于；照料；照顾

124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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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best 1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127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128 billion 1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129 boycotted 1 英 ['bɔɪkɒt] 美 ['bɔɪkɑ tː] vt. 抵制（贸易）；拒绝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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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British 1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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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133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34 Cameroon 1 [,kæmə'ru:n; 'kæm-] n.喀麦隆（西非国名）

135 Caribbean 1 [kæri'bi(:)ən] adj.加勒比人的；加勒比海的；加勒比语的 n.加勒比海

136 carla 1 ['kɑ:lə] n.卡拉（女子名）

137 carried 1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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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140 civil 1 ['sivəl] adj.公民的；民间的；文职的；有礼貌的；根据民法的 n.(Civil)人名；(土)吉维尔；(法)西维尔

141 colonialism 1 [kə'ləunjəlizəm] n.殖民主义；殖民政策

142 colonies 1 英 ['kɒləni] 美 ['kɑ lːəni] n. 殖民地；侨居地；侨民；聚居(地)；群体；菌落

143 colonized 1 英 ['kɒlənaɪz] 美 ['kɑ lːənaɪz] v. 开拓殖民地；移居于殖民地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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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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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conflict 1 [kən'flikt, 'kɔnflikt] n.冲突，矛盾；斗争；争执 vi.冲突，抵触；争执；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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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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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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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correction 1 [kə'rekʃən] n.改正，修正

151 creation 1 [kri:'eiʃən] n.创造，创作；创作物，产物

152 Cuba 1 ['kju:bə] n.古巴（拉丁美洲国家）

153 cultural 1 ['kʌltʃərəl] adj.文化的；教养的

154 cyril 1 ['sirəl] n.西里尔（男子名）

155 damage 1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156 darkest 1 英 [dɑːk] 美 [dɑ rːk] adj. 黑暗的；深色的 n. 黑暗；暗处；深色调 v. 使变黑；变黑

157 death 1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158 debate 1 [di'beit] vt.辩论，争论，讨论 vi.辩论，争论，讨论 n.辩论；辩论会

159 demand 1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160 demanding 1 [di'mɑ:ndiŋ] adj.苛求的；要求高的；吃力的 v.要求；查问（demand的ing形式）

161 descendant 1 [di'sendənt] adj.下降的；祖传的 n.后裔；子孙

162 descendants 1 [dɪ'sendənts] n. 后代；后裔 名词descendant的复数形式.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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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disabilities 1 [ˌdɪsə'bɪləti] n. 无力；无能；残疾；不利条件

165 discriminate 1 vt.歧视；区别；辨别 vi.区别；辨别

166 discrimination 1 [dis,krimi'neiʃən] n.歧视；区别，辨别；识别力

167 discuss 1 [dis'kʌs] vt.讨论；论述，辩论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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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displaced 1 [dis'pleist] adj.无家可归的；位移的；被取代的 n.无家可归者 v.取代（displace的过去分词）；移动…的位置；撤换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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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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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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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ssex 1 ['esiks] n.艾塞克斯（英国英格兰东南部的郡）

175 euros 1 n. 欧元 名词euro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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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佩

177 exploit 1 ['eksplɔit, ik's-] vt.开发，开拓；剥削；开采 n.勋绩；功绩

178 exploited 1 [ɪk'splɔɪt] vt. 剥削；利用；开发；开拓 n. 功绩；英勇行为

179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180 fair 1 [fεə] adj.公平的；美丽的，白皙的；[气象]晴朗的 adv.公平地；直接地；清楚地 vi.转晴 n.展览会；市集；美人 n.(Fair)人
名；(英、芬)费尔

181 favor 1 vt.较喜欢；像；优惠，偏袒；有利于；赐予；证实 n.帮助；赞同；偏爱，喜爱

182 feelings 1 ['fiː lɪŋs] n.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

183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84 finance 1 [fai'næns] n.财政，财政学；金融 vt.负担经费，供给…经费 vi.筹措资金 n.(Finance)人名；(法)菲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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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floyd 1 [flɔid] n.弗洛伊德（男子名）

187 forms 1 ['fɔː mz] n. 表格；形式；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

188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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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greenfield 1 n.市郊绿区 (Greenfield)人名；[英]格林菲尔德 adj.未开发地区的

191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92 harmed 1 英 [hɑːm] 美 [hɑ rːm] n. 危害；伤害；损害 vt. 伤害；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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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heroes 1 n. 英雄们 名词hero的复数形式.

195 historical 1 [his'tɔrikəl] adj.历史的；史学的；基于史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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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ho 1 [həu] int.呵；引人注意；表示惊讶 n.(Ho)人名；(柬)霍

198 honored 1 英 ['ɒnəd] 美 ['ɑnərd] adj. 深感荣幸的；受尊敬的

199 honoring 1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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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howe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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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humankind 1 [,hju:mən'kaind] n.人类（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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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205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6 individuals 1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207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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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210 Israeli 1 [iz'reili] adj.以色列的；以色列人的 n.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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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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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214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215 killing 1 ['kiliŋ] adj.杀害的；迷人的；使人筋疲力尽的 n.杀戮；谋杀；猎获物 v.杀死；消磨；毁掉（kill的ing形式） n.(Killing)人
名；(德)基林

216 Kitts 1 n.(Kitts)人名；(英)基茨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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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large 1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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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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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latest 1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221 la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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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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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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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Linda 1 ['lində] n.琳达（女子名）

225 links 1 ['liŋks] n.[计]链接（link的复数）；沙地；沙丘

226 lived 1 [livd, 'laivd] adj.有生命的 v.居住（live的过去分词）；活着；度过；以…为生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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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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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mainly 1 ['meinli] adv.主要地，大体上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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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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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Malaysia 1 [mə'leiʒə; mə'leiziə] n.马来西亚；马来群岛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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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235 minister 1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236 Minneapolis 1 [,mini'æpəlis] n.明尼阿波里斯市（美国一座城市）

237 Minnesota 1 [,mini'səutə] n.明尼苏达州（美国中北部洲）

238 mistreatment 1 [mis'tri:tmənt] n.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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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more 1 [mɔ:] adv.更多；此外；更大程度地 adj.更多的；附加的 pron.更多的数量 n.更多 n.(More)人名；(英、法)莫尔；(意、西、
以)莫雷

241 movement 1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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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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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Namibia 1 [nɑ:'mibiə] n.纳米比亚（非洲西南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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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native 1 ['neitiv] adj.本国的；土著的；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天赋的 n.本地人；土产；当地居民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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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Nevis 1 ['ni:vis] n.尼维斯（国名）

249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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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objects 1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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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officially 1 [ə'fiʃəli] adv.正式地；官方地；作为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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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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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ours 1 ['auəz, 弱ɑ:z] pron.我们的 n.(Ours)人名；(法)乌尔斯

257 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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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outlawed 1 ['aʊtlɔː ] n. 被剥夺法律保护的人；逃犯；反叛者 v. 使 ... 失去法律保护；将 ... 逐出社会；宣告非法

259 Palestinian 1 adj. 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人的 n. 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

260 periods 1 ['pɪrɪədz] n.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

261 person 1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262 Philip 1 ['filip] n.菲利普（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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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Pierre 1 [pi(:)'ɛə] n.皮埃尔（男子名）

264 policies 1 英 ['pɒləsi] 美 ['pɑ lː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265 possibilities 1 英 [ˌpɒsə'bɪləti] 美 [ˌpɑːsə'bɪləti] n. 可能；可能性；可能的事情；潜在的价值

266 Powers 1 n.能天使；力天使

267 pr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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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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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produced 1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270 progress 1 ['prəugres, 'prɔ-, prəu'gres] n.进步，发展；前进 vi.前进，进步；进行 n.(Progress)人名；(赞)普罗格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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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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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ramaphosa 1 拉马福萨

275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76 recognized 1 ['rekəɡnaɪzd] adj. 公认的；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7 refugees 1 难民

278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79 reparation 1 [,repə'reiʃən] n.赔偿；修理；赔款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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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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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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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284 Roma 1 ['rɔmə, 'rəu-] n.罗马，罗马帝国

285 sally 1 英 [ˈsæli] 美 [ˈsæli] n.突围；[军]出击；（感情等）迸发；俏皮话；远足 vt.突围；出发；动身，外出 n.(Sally)人名；(捷)萨
莉；(德、芬、意、英)萨莉(教名Sara、Sarah的昵称)

286 satisfaction 1 [,sætis'fækʃən] n.满意，满足；赔偿；乐事；赎罪

287 seek 1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288 seriously 1 ['siəriəsli, 'si:r-] adv.认真地；严重地，严肃地

289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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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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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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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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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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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speech 1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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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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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stopped 1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299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300 studying 1 ['stʌdi] n. 研究；学习；学科；书房；(绘画或文学)习作；练习曲；沉思；记忆力…的人；台词记得…的人 v. 研究；
学习；读书；仔细观察；努力

301 suffered 1 ['sʌfəd] v. 遭受，允许，宽恕（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2 supported 1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03 talks 1 ['tɔː ks] 会谈

304 TENS 1 十位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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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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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Thomas 1 ['tɔməs] n.托马斯（男子名）；多马（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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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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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towards 1 [tə'wɔ:dz, tu-, 'təuədz, twɔ:dz] prep.朝，向；对于；有助于

312 treated 1 [triː tɪd] v. 对待；招待；治疗 vbl. 对待；招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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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underdeveloped 1 [,ʌndədi'veləpt] adj.不发达的

315 understanding 1 [,ʌndə'stændiŋ] n.谅解，理解；理解力；协议 adj.了解的；聪明的；有理解力的 v.理解；明白（understand的ing
形式）

316 unfairly 1 [ʌn'fɛəli] adv.不公平地；不正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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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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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urged 1 ['ɜːdʒd] v. 催促；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20 urgency 1 ['ə:dʒənsi] n.紧急；催促；紧急的事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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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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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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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voiced 1 [vɔist] adj.浊音的；有声的 v.表达（vo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说出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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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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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week 1 [wi:k] n.周，星期

328 wiping 1 ['waɪpɪŋ] n. 擦拭 动词wipe的现在分词形式.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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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31 wrong 1 adv.错误地；邪恶地，不正当地 n.坏事；不公正 adj.错误的；失常的；不适当的 vt.委屈；无理地对待；诽谤 n.(Wrong)
人名；(英)朗

332 wrongs 1 英 [rɒŋ] 美 [rɔː ŋ] adj. 错误的；有毛病的；不适当的；不道德的 adv. 错误地 n. 不义行为；坏事；犯罪；欺骗；错误；不
公正 v. 冤枉；不公正地对待

333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334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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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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