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21 [As It Is] Presidential Election Could Change More Than
Chile's Leader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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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nd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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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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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of 1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6 Chile 10 ['tʃili] n.智利（南美洲国家）

7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 a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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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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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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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political 7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13 boric 6 ['bɔ:rik] adj.硼的；含硼的 n.(Boric)人名；(罗)博里克

14 change 6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15 economic 6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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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Kast 6 kastilianisch (German-Castilian) (德语)卡斯提尔

18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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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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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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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model 5 ['mɔdəl] n.模型；典型；模范；模特儿；样式 vt.模拟；塑造；模仿 vi.做模型；做模特儿 adj.模范的；作模型用的 n.
(Model)人名；(德、俄、英)莫德尔

22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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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count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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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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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policies 4 英 ['pɒləsi] 美 ['pɑ lː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27 say 4 [sei] vt.讲；说明；例如；声称；假设；指明 vi.讲；表示；念；假定；背诵 n.(Say)人名；(土)萨伊；(法、老、柬)赛；(英)
塞伊；(匈、罗)绍伊

28 who 4 pron.谁；什么人

29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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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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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er 3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33 considered 3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34 election 3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35 growth 3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36 mainstream 3 ['meinstri:m] n.主流

37 modera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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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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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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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need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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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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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Pinochet 3 n.(Pinochet)人名；(西)皮诺切特

42 s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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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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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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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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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abortion 2 n.流产，堕胎，小产；流产的胎儿；（计划等）失败，夭折

47 America 2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48 business 2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49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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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andidates 2 ['kændɪdeɪts] n. 申请求职者；候选人；投考者 名词candidate的复数形式.

51 cause 2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52 chileans 2 n.智利人(Chilean的复数形式)

53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54 enough 2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55 environmental 2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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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gender 2 ['dʒendə] n.性；性别；性交 vt.生（过去式gendered，过去分词gendered，现在分词gendering，第三人称单数genders，形
容词genderless）

58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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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60 jr 2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61 Latin 2 ['lætin] adj.拉丁语的；拉丁人的 n.拉丁语；拉丁人

62 la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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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lef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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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mario 2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65 old 2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66 opinion 2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67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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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parties 2 英 ['pɑ tːi] 美 ['pɑ rːti] n. 聚会；宴会；政党；一伙人；[律]当事人 vi. 开派对

69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70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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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posi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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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presidential 2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73 publi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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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regulation 2 [,regju'leiʃən] n.管理；规则；校准 adj.规定的；平常的

75 right 2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76 ritter 2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77 ru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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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shift 2 [ʃift] n.移动；变化；手段；轮班 vi.移动；转变；转换 vt.转移；改变；替换

79 since 2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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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stability 2 [stə'biliti] n.稳定性；坚定，恒心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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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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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ies 2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84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85 Sunday 2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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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88 wants 2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89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90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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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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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93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94 above 1 [ə'bʌv] prep.超过；在……上面；在……之上 adv.在上面；在上文 adj.上文的 n.上文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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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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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advisory 1 [əd'vaizəri] adj.咨询的；顾问的；劝告的 n.报告；公告

98 agrees 1 [ə'ɡriː ] v. 同意；赞成；承认；符合；一致

99 aliaga 1 n. 阿利亚加(在西班牙；西经 0º42' 北纬 40º40')

100 alone 1 [ə'ləun] adj.独自的；单独的；孤独的 adv.独自地；单独地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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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antonio 1 [æn'təuniəu] n.安东尼奥（男名）

103 Argentina 1 [,ɑ:dʒən'ti:nə] n.阿根廷（位于拉丁美洲）

104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105 Augusto 1 n. 奥古斯托

106 backwards 1 ['bækwədz] adv.倒；向后；逆

107 ballot 1 ['bælət] n.投票；投票用纸；投票总数 vi.投票；抽签决定 vt.使投票表决；拉选票 n.(Ballot)人名；(英)巴洛特；(法)巴洛

108 bank 1 [bæŋk] n.银行；岸；浅滩；储库 vt.将…存入银行；倾斜转弯 vi.堆积；倾斜转弯 n.(Bank)人名；(英、德、俄)班克；(法、
匈)邦克

109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10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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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beliefs 1 n.信仰；信�（belief的复数）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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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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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Brazil 1 [brə'zil] n.巴西（拉丁美洲国家）

116 bury 1 ['beri] vt.埋葬；隐藏 n.(Bury)人名；(法)比里；(英、西)伯里；(德、意、罗、波、捷、匈)布里；(俄)布雷

117 capital 1 ['kæpitə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Capital)人名；(法)卡皮塔尔

118 Caty 1 卡蒂

119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0 Chilean 1 ['tʃiliən] n.智利人；智利语 adj.智利文化的；智利人的；智利的

121 choices 1 ['tʃɔɪsɪs] n.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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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citizens 1 ['sɪtɪzənz] 公民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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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co 1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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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126 Colombia 1 [kə'lʌmbiə] n.哥伦比亚（拉丁美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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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comp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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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competing 1 [kəm'piː tɪŋ] adj. 竞争的；抵触的；相互矛盾的 动词compete的现在分词.

130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131 conservative 1 [kən'sə:vətiv] adj.保守的 n.保守派，守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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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copied 1 ['kɒpɪd] adj. 复制的；模仿的；抄写的 动词cop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4 costs 1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135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136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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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139 democracy 1 [di'mɔkrəsi] n.民主，民主主义；民主政治

140 demonstrations 1 [demənst'reɪʃnz] n. 课堂演示；示范 名词demonstration的复数形式.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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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dictatorship 1 [dik'teitəʃip] n.专政；独裁权；独裁者职位

143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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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46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147 economists 1 [ɪ'kɒnəmɪsts] 经济理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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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ducation 1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150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51 either 1 adj.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任何一个 conj.也（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根本 pron.任一，两方，随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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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ngineer 1 [,endʒi'niə] n.工程师；工兵；火车司机 vt.设计；策划；精明地处理 vi.设计；建造

154 engineering 1 [,endʒi'niəriŋ] n.工程，工程学 v.设计；管理（engineer的ing形式）；建造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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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quality 1 [i:'kwɔləti] n.平等；相等；[数]等式

157 evenly 1 ['i:vənli] adv.均匀地；平衡地；平坦地；平等地

158 expecting 1 [ɪk'spekt] v. 预期；期待；盼望

159 experienced 1 [ik'spiəriənst] adj.老练的，熟练的；富有经验的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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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treme 1 [ik'stri:m] adj.极端的；极度的；偏激的；尽头的 n.极端；末端；最大程度；极端的事物

162 face 1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163 facebook 1 ['feɪsbʊk] n. 肖像影集；脸谱网或脸书网（知名社交网站） v.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

164 female 1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165 fetus 1 ['fi:təs] n.胎儿，胎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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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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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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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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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forwar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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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172 Gabriel 1 ['geibriəl; 'gɑ:bri:'el] n.加布里埃尔（男子名）；加百利（替上帝把好消息报告世人的天使）

173 gener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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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generally 1 ['dʒenərəli] adv.通常；普遍地，一般地

175 generation 1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176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177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178 gotten 1 ['gɔtən] v.得到；达到（get的过去分词）

179 governance 1 ['gʌvənəns] n.管理；统治；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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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healthcare 1 ['helθkeə] 保健

182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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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英)海伊

184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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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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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image 1 ['imidʒ] n.影像；想象；肖像；偶像 vt.想象；反映；象征；作…的像 n.(Image)人名；(法)伊马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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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improvements 1 [ɪmp'ruːvmənts] 改进

190 inequality 1 [,ini'kwɔləti] n.不平等；不同；不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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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Jose 1 n.约瑟（人名）

193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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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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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leaders 1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197 leading 1 ['li:diŋ] adj.领导的；主要的 n.领导；铅板；行距 v.领导（lead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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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200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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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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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litt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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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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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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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luz 1 路兹牌手表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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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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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male 1 [meil] adj.男性的；雄性的；有力的 n.男人；雄性动物 n.(Male)人名；(柬)马尔；(意、西、塞)马莱；(英)梅尔

210 market 1 ['mɑ:kit] n.市场；行情；股票市场；市面；集市；销路；商店 vt.在市场上出售 vi.做买卖 n.(Market)人名；(塞)马尔凯特

211 me 1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212 meaning 1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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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measurements 1 ['meʒəmənts] n. 尺寸 名词measurement的复数形式.

214 medical 1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215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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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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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芬、捷、英)莫斯特

219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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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natalia 1 n. 纳塔莉亚(f

222 neighbors 1 ['neɪbɔː z] n. 邻居 名词neighbor的复数形式. =neighbours.

223 neither 1 ['naiðə, 'ni:-] conj.也不；既不 adv.两个都不；既不……也不 adj.两者都不的 pron.两者都不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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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Nicholas 1 ['nikələs] n.尼古拉斯（男子名）

226 nor 1 [nɔ:, 弱 nə] conj.也不；也不是 adv.也不；也没有 n.(Nor)人名；(中)挪(广东话·威妥玛)；(马来、俄)诺尔；(柬)诺

227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228 number 1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229 observers 1 [əb'zɜːvəz] 观测器

230 OECD 1 英 [ˌəʊiː siː 'diː ] 美 [ˌoʊ] abbr.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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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operation 1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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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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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36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37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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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page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杰；(法)帕日

240 paid 1 [peid] adj.付清的；已付的 vt.支付（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付清

241 part 1 n.部分；角色；零件；一些；片段 vt.分离；分配；分开 vi.断裂；分手 adv.部分地 adj.部分的 n.(Part)人名；(英、瑞典)帕
特；(泰)巴；(法)帕尔

242 p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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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Peru 1 [pə'ru] n.秘鲁（拉丁美洲国家名）

244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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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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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pregnancy 1 ['pregnənsi] n.怀孕；丰富，多产；意义深长

248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49 private 1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
的，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250 procedure 1 [prə'si:dʒə] n.程序，手续；步骤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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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252 propose 1 [prəu'pəuz] vt.建议；打算，计划；求婚 vi.建议；求婚；打算

253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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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Ramos 1 n.拉莫斯（男子名）；蓝魔（数码产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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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receive 1 [ri'si:v] 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257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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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represent 1 [,repri'zent] vt.代表；表现；描绘；回忆；再赠送 vi.代表；提出异议

260 represents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261 reproduce 1 [,ri:prə'dju:s] vt.复制；再生；生殖；使…在脑海中重现 vi.复制；繁殖

262 retirement 1 [ri'taiəmənt] n.退休，退役

263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64 rewrite 1 [,ri:'rait, 'ri:rait] vt.改写；重写 vi.改写；重写 n.重写或改写的文稿；改写的作品

265 rich 1 adj.富有的；肥沃的；昂贵的 adj.油腻的，含有很多脂肪 n.(Rich)人名；(丹)里克；(捷)里赫；(英、西)里奇；(葡、法)里什

266 riots 1 ['raɪət] n. 暴乱；骚乱；喧闹；（色彩）丰富；<俚>有趣的人 v. 闹事；骚乱

267 romina 1 罗米纳

268 rooted 1 ['ru:tid, 'ru-] adj.根深蒂固的；生根的 v.生根（root的过去式）

269 Santiago 1 [,sænti:'eigəu] n.圣地亚哥（智利首都）

270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71 sebastian 1 [si'bæstjən; -tʃən] n.塞巴斯蒂安（男子名）

272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273 section 1 n.截面；部分；部门；地区；章节 vi.被切割成片；被分成部分 vt.把…分段；将…切片；对…进行划分

274 security 1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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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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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hake 1 vt.动摇；摇动；震动；握手 vi.动摇；摇动；发抖 n.摇动；哆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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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280 sichel 1 n. 西奇尔

281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282 so 1 ['səu, 弱 sə] adv.如此，这么；确是如此 conj.所以；因此 pron.这样 n.(So)人名；(柬)索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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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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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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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stable 1 ['steibl] n.马厩；牛棚 adj.稳定的；牢固的；坚定的 vi.被关在马厩 vt.赶入马房 n.(Stable)人名；(英)斯特布尔

287 stand 1 [stænd] vi.站立；位于；停滞 vt.使站立；忍受；抵抗 n.站立；立场；看台；停止

288 stands 1 [stænd] v. 站立；忍受；位于；停滞 n. 站立；货摊；停顿；看台

289 stronger 1 [英[strɒŋə(r)] 美[strɒŋə]] adj.更强壮的

290 suggest 1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291 supports 1 [sə'pɔː ts] n.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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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thoughts 1 ['θɔː ts] n. 思维 名词thought的复数形式.

294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295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96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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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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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uprising 1 ['ʌp,raiziŋ] n.起义；升起 adj.升起的 v.起义（uprise的ing形式）；升起

300 urgently 1 ['ə:dʒəntli] adv.迫切地；紧急地；急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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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us 1 pron.我们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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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vergara 1 n. 贝尔加拉(在乌拉圭；西经 53º54' 南纬 32º58')

304 visit 1 ['vizit] n.访问；参观；逗留 vt.访问；参观；视察 vi.访问；暂住；闲谈 n.(Visit)人名；(老)维西；(泰)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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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voters 1 ['vəʊtəz] 选民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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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voting 1 ['vəutiŋ] adj.投票的 n.投票；选举 v.投票（vote的ing形式）；选举

309 want 1 [wɔnt, wɔ:nt] vt.需要；希望；应该；缺少 n.需要；缺乏；贫困；必需品 vi.需要；缺少

310 Watson 1 n.沃森（姓氏）；华生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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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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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western 1 ['westən] adj.西方的，西部的；有西方特征的 n.西方人；西部片，西部小说 n.(Western)人名；(英)韦斯顿

315 widely 1 ['waidli] adv.广泛地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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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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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19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20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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