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12 [As It Is] F.W. de Klerk, South Africa's Last Apartheid
President, Dies 词频表
the 3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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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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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19 [di:] abbr.判定元件（DecisionElement） n.(De)人名；(朝)大
4 Klerk 19 n.(Klerk)人名；(南非)克勒克
5 of 1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6 apartheid 16 [ə'pɑ:theit, -hait] n.种族隔离
7 tha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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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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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t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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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通话·威妥玛)

south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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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h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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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was 1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3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 sai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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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伯)赛义德

Africa 8 ['æfrikə] n.非洲
16 countr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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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的

Mandela 8 曼德拉（人名）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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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fricans 7 n. 非洲人（African的复数形式）
20 from 7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1 his 7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2 president 7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3 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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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lack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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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6 political 6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27 white 6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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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fter 5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30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1 b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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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3 system 5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4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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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form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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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many 4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37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38 pow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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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39

someth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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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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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4 pron.谁；什么人
41 against 3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42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43 died 3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44 e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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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government 3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46 hi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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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la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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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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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r 3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49 leader 3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50 national 3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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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racial 3 ['reiʃəl] adj.种族的；人种的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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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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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violent 3 ['vaiələnt] adj.暴力的；猛烈的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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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58 anc 2 [ˌeɪen'siː] abbr. 全数字呼叫方法(=all-number calling) abbr. 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bbr. 美国新闻社
57

(=American News Company) abbr. 阿灵顿国家公墓(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

ant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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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apologized 2 [ə'plɒlədʒaɪzd] adj. 道歉的 动词apolog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61 between 2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62 called 2 [kɔː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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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aused 2 [kɔː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64 continu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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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ontroversial 2 [,kɔntrə'və:ʃəl] adj.有争议的；有争论的
66 crime 2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67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68 death 2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69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70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71 economic 2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72 economy 2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73 forced 2 adj.被迫的；强迫的；用力的；不自然的 v.强迫（force的过去式）
74 gi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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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goal 2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76 groups 2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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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humanity 2 [hju:'mænəti] n.人类；人道；仁慈；人文学科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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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关系的；世界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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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legacy

2 ['legəsi] n.遗赠，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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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2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83 longer 2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84 malema 2 n. 马莱马(在莫桑比克；东经 37º25' 南纬 14º57')
85 media 2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86 minority 2 n.少数民族；少数派；未成年
87 miracle 2 ['mirəkl] n.奇迹，奇迹般的人或物；惊人的事例 n.(Miracle)人名；(英)米勒克尔；(意、西)米拉克莱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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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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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92 parliament 2 ['pɑ:ləmənt] n.议会，国会
93 peacefully 2 adv.平静地；和平地
94 reckon 2 ['rekən] vt.测算，估计；认为；计算 vi.估计；计算；猜想，料想
95 reports 2 英 [rɪ'pɔːt] 美 [rɪ'pɔː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96 seen 2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97 separate 2 vt.使分离；使分开；使分居 vi.分开；隔开；分居 adj.单独的；分开的；不同的；各自的； n..分开；抽印本
98 shared 2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9 social 2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100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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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稍微

speech 2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102 st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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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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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think 2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105 violence 2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106 vo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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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08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09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110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111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12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113 accepted 1 [ək'septid] adj.公认的；录取的；可接受的；已承兑的 v.接受（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114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101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116 activists 1 ['æktɪvɪsts] 积极分子
117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8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119 admitted 1 [əd'mitid] adj.公认的；被承认了的 v.承认（admit的过去分词）
120 African 1 ['æfrikən] adj.非洲的，非洲人的 n.非洲人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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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allowing 1 [ə'laʊ] vt. 允许；让某人得到；留出；同意（法律） vi. (for)考虑到；允许
123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124 angered 1 英 ['æŋɡə(r)] 美 ['æŋɡər] n. 愤怒；怒火 vt. 激怒 vi. 发火
125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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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argument 1 ['ɑ:gjumənt] n.论证；论据；争吵；内容提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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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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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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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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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ended 1 [ə'tendɪd]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32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33 ban 1 [bæn] vt.禁止，取缔 n.禁令，禁忌 n.(Ban)人名；(日)蕃(名)；(缅、老、柬)班；(东南亚国家华语)万；(法)邦；(中)饼(广东
131

话·威妥玛)；(德、塞、罗、阿拉伯)巴恩；(英)班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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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136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137 believed 1 [bɪ'liːv] v. 相信；认为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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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140 blamed 1 [bleimd] adj.混蛋的，该死的 v.谴责
141 broke 1 [brəuk] adj.一文不名的，破产的 v.打破，断掉（break的过去式） n.(Broke)人名；(英)布罗克
142 Bryan 1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143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44 cancer 1 ['kænsə] n.癌症；恶性肿瘤
145 cape 1 [keip] n.[地理]海角，岬；披肩 n.(Cape)人名；(塞)察佩；(英)凯普
146 causing 1 [kɔː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147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134

塞；(英、法)克洛斯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149 communities 1 [kə'mjuːnəti] n. 社区；社会；公众；共同体；团体；共享；共有；[生]群落
150 conflict 1 [kən'flikt, 'kɔnflikt] n.冲突，矛盾；斗争；争执 vi.冲突，抵触；争执；战斗
151 congress 1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152 cooperation 1 [kəu,ɔpə'reiʃən] n.合作，协作；[劳经]协力
153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54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55 criticized 1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156 cyril 1 ['sirəl] n.西里尔（男子名）
157 defend 1 [di'fend] vt.辩护；防护 vi.保卫；防守
158 demanded 1 英 [dɪ'mɑːnd] 美 [dɪ'mænd] n. 要求；需求 v. 要求；查问；需要
159 democracy 1 [di'mɔkrəsi] n.民主，民主主义；民主政治
160 denounced 1 [dɪ'naʊns] v. 谴责；告发；通告废除
161 deputy 1 ['depjuti] n.代理人，代表 adj.副的；代理的
162 developm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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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dies 1 ['daii:z] v.死亡；消失（动词di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凋谢 n.[机]模具（名词die的复数）；（拉）日 n.(Dies)人名；(英)
148

戴斯；(西)迭斯

disagreement 1 [,disə'gri:mənt] n.不一致；争论；意见不同
165 discrimination 1 [dis,krimi'neiʃən] n.歧视；区别，辨别；识别力
166 discussion 1 [dis'kʌʃən] n.讨论，议论
167 disloyalty 1 [dis'lɔiəlti] n.不忠实；不义，不贞；背信弃义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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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去 n.(Down)人名；(英)唐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170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171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169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equal 1 ['i:kwəl] adj.平等的；相等的；胜任的 vt.等于；比得上 n.对手；匹敌；同辈；相等的事物
173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74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75 experts 1 英 ['ekspɜːt] 美 ['ekspɜːr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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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178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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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特；(捷)菲尔斯特

following 1 ['fɔləuiŋ] adj.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n.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v.跟随；沿行（follow的ing形式）
181 force 1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182 foundation 1 [faun'deiʃən] n.基础；地基；基金会；根据；创立
183 frederik 1 弗雷德里克
184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185 funeral 1 ['fju:nərəl] n.葬礼；麻烦事 adj.丧葬的，出殡的
186 god 1 [gɔd] n.神；（大写首字母时）上帝 vt.膜拜，崇拜 n.(God)人名；(索、阿拉伯)古德
187 h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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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handed 1 ['hændid] adj.有手的；用...手的 v.帮助（hand的过去分词）；递送
189 hands 1 n.[解剖]手（hand的复数） v.给，传递（hand的单三形式） n.(Hands)人名；(英)汉兹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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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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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193 hero 1 ['hiərəu] n.英雄；男主角，男主人公
194 hig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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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名；(英)海伊
195

1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home

homeland 1 ['həumlænd] n.祖国；故乡
197 increased 1 [ɪn'kriː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8 into 1 ['intu:, -tu, -tə] prep.到…里；深入…之中；成为…状况；进入到…之内 n.(Into)人名；(芬、英)因托
199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00 julius 1 ['dʒu:ljəs] n.朱利叶斯（男子名）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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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laws 1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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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Lead)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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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206 left 1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207 lifted 1 [lɪft] vt. 举起；运送；偷窃；升高；还清；取消 vi. 提升 n. 举起；提升；电梯；搭便车；帮助；载货量；扒窃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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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limiting 1 ['limitiŋ] adj.限制的；限制性的 v.限制；限定（limit的现在分词）
210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211 l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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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Lynn 1 [lin] n.林恩（姓氏）
213 majority 1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214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215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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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ent 1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217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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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法、芬、捷、英)莫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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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nation 1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221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22 negotiations 1 [nɪɡəʊʃ'ɪeɪʃnz] n. 协商；谈判；磋商 名词negotiation的复数形式.
223 Nelson 1 ['nelsən] n.压住对方头部或颈后及一臂或二臂的手法 n.(Nelson)人名；(英、俄)纳尔逊；(德、西、葡、瑞典)内尔松
224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225 Nobel 1 [nəu'bel] n.诺贝尔（瑞典化学家及发明家，发明炸药，创设诺贝奖）；诺贝尔（姓氏）
226 non 1 [nɔn] adv.非，不 n.投反对票的人，反对票 n.(Non)人名；(柬)嫩；(俄)诺恩
227 obey 1 [əu'bei] vt.服从，听从；按照……行动 vi.服从，顺从；听话 n.(Obey)人名；(英、法)奥贝
228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229 opinion 1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230 opposition 1 [,ɔpə'ziʃən] n.反对；反对派；在野党；敌对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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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233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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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灭；驱逐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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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saw 1 [,əuvə'sɔ:] vt.看管，管理；视察；监视
237 pai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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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part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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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peace 1 [pi:s] n.和平；平静；和睦；秩序 n.(Peace)人名；(英)皮斯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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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population 1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242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43 poverty 1 ['pɔvəti] n.贫困；困难；缺少；低劣
244 presidency 1 ['prezidənsi] n.总统（或董事长、会长、大学校长等）的职位（任期）；管辖；支配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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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西、瑞典)普雷斯

prison 1 ['prizən] n.监狱；监禁；拘留所 vt.监禁，关押 n.(Prison)人名；(德)普里松
247 prize 1 [praiz] n.奖品；奖赏；战利品 vt.珍视；捕获；估价 adj.获奖的
248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246

的

property 1 ['prɔpəti] n.性质，性能；财产；所有权
250 publicly 1 ['pʌblikli] adv.公然地；以公众名义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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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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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赛；全速行进 n.(Race)人名；(英)雷斯；(塞)拉采

ramaphosa 1 拉马福萨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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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reality 1 [ri'æləti, ri:-] n.现实；实际；真实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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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relating 1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258 relationship 1 [ri'leiʃənʃip] n.关系；关联
259 release 1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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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ased 1 [rɪ'liː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1 remained 1 [rɪ'meɪn] v. 剩余；逗留；留下；依然；保持 n. 剩余物；遗迹；残骸
262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63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64 rule 1 [ru:l] vi.统治；管辖；裁定 n.统治；规则 vt.统治；规定；管理；裁决；支配 n.(Rule)人名；(英)鲁尔；(塞)鲁莱
265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260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sanction 1 ['sæŋ,kʃən] n.制裁，处罚；认可；支持 vt.制裁，处罚；批准；鼓励
267 sanctions 1 ['sæŋkʃnz] n. 制裁 名词sanction的复数形式.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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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270 separately 1 ['sepəritli] adv.分别地；分离地；个别地
271 seriously 1 ['siəriəsli, 'si:r-] adv.认真地；严重地，严肃地
272 served 1 英 [sɜːv] 美 [sɜːr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273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74 shouted 1 ['ʃaʊtɪd] v. 呼喊；高声呼叫（动词shou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5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76 spokesman 1 ['spəuksmən] n.发言人；代言人
277 still 1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266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stopping 1 ['stɔpiŋ] n.停止；制止；填塞物 v.停止；妨碍（stop的ing形式）
279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80 suppose 1 [sə'pəuz] vt.假设；认为；让（虚拟语气）；推想 vi.猜想；料想 conj.假使…结果会怎样
281 surprised 1 [sə'praizd] adj.感到惊讶的，出人意料的 v.使惊奇（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
282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283 talks 1 ['tɔːks] 会谈
284 tense 1 [tens] adj.紧张的；拉紧的 vt.变得紧张；使拉紧 vi.拉紧，变得紧张 n.时态
285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86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87 Thursday 1 ['θə:zdi; -dei] n.星期四
288 town 1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289 trade 1 [treid] n.贸易，交易；行业；职业 vi.交易，买卖；以物易物 vt.用…进行交换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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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tweet 1 n.小鸟叫声；自录音再现装置发出的高音；推特 vi.吱吱地叫；啾鸣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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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uneven 1 [,ʌn'i:vən] adj.不均匀的；不平坦的；[数]奇数的
294 unity 1 ['ju:niti] n.团结；一致；联合；个体 n.(Unity)人名；(英)尤妮蒂
295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296 upon 1 [ə'pɔn] prep.根据；接近；在…之上
297 valued 1 ['vælju:d] adj.重要的；宝贵的；贵重的；经估价的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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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weakened 1 ['wiːkən] v. 使 ... 弱，削弱； 变弱； 弄淡
300 w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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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willem 1 ['wɪləm] the Silent)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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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wonderful 1 adj.极好的，精彩的，绝妙的；奇妙的；美妙；胜；神妙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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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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