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5-12 [As It Is] How Will the Philippines' Next President Lead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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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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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1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and 1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6 Marcos 14 n.马科斯（姓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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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with 1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9 ha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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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Philippines 9 ['filipi:nz; fili'pi:nz] n.菲律宾

11 his 8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2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 china 6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14 jr 6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15 president 6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6 court 5 [kɔ:t] n.法院；球场；朝廷；奉承 vt.招致（失败、危险等）；向…献殷勤；设法获得 vi.求爱 n.(Court)人名；(英)考特；
(法)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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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9 duterte 4 迪泰特

20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1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2 wi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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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24 American 3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25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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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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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form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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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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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history 3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31 human 3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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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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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pow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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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relations 3 [ri'leʃənz] n.关系；交往；事务

36 rights 3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37 rul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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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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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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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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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t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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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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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administration 2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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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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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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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between 2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47 biden 2 n. 拜登(姓氏)

48 Caty 2 卡蒂

49 closer 2 ['kləuzə] adj.靠近的 n.[自]闭合器；最后的节目

50 comments 2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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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decision 2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53 department 2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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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does 2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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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rosion 2 [i'rəuʒən] n.侵蚀，腐蚀

58 family 2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59 Ferdinand 2 n.斐迪南（男子名）；《公牛历险记》（动画电影名）

60 foreign 2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61 geostrategic 2 ['dʒi:əustræ'ti:dʒik] adj.地缘政治学的

62 Hawaii 2 [hə'waii:] n.夏威夷岛；夏威夷（美国州名）

63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64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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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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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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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key 2 [ki:] n.（打字机等的）键；关键；钥匙 vt.键入；锁上；调节…的音调；提供线索 vi.使用钥匙 adj.关键的 n.(Key)人名；(英)
基；(德、荷、瑞典)凯

69 lo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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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lot 2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分
（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71 military 2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72 million 2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73 mother 2 ['mʌðə] n.母亲；大娘；女修道院院长 vt.生下；养育；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母亲的；出生地的

74 next 2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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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ord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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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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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priorities 2 英 [praɪ'ɒrəti] 美 [praɪ'ɔː rəti] n. 优先权；优先；优先顺序

81 recipe 2 n.食谱；[临床]处方；秘诀；烹饪法

82 regional 2 ['ri:dʒənəl] adj.地区的；局部的；整个地区的

83 rodrigo 2 n.罗德里戈（歌曲名称）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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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sara 2 ['sɑ:rə] n.萨拉（女子名）；萨拉族；萨拉人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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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Stat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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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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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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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supported 2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91 term 2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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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ties 2 [taɪz] tie的复数形式

94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95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96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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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victory 2 ['viktəri] n.胜利；成功；克服 n.(Victory)人名；(西)维多利；(英)维克托里

98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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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weaver 2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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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102 accused 1 [ə'kju:zd] n.被告 adj.被控告的 v.指责；控告（accus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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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add 1 [æd] vi.加；增加；加起来；做加法 vt.增加，添加；补充说；计算…总和 n.加法，加法运算

105 administrations 1 [ədmɪnɪst'reɪʃnz] 行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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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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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10 andrea 1 ['ændriə; ɔ:n'dreiə] n.安德里亚（男子名）

111 answer 1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112 apparent 1 [ə'pærənt] adj.显然的；表面上的

113 appears 1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114 approval 1 [ə'pru:vəl] n.批准；认可；赞成

115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16 argued 1 英 ['ɑːɡju ]ː 美 ['ɑ rːɡju ]ː v. 说服；争论；辩论

117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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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sia 1 ['eiʃə] n.亚洲

119 aside 1 [ə'said] adv.离开，撇开；在旁边 n.旁白；私语，悄悄话；离题的话 prep.在…旁边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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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22 balance 1 ['bæləns] n.平衡；余额；匀称 vt.使平衡；结算；使相称 vi.保持平衡；相称；抵销 n.(Balance)人名；(西)巴兰塞

123 ballots 1 ['bælət] n. 投票；投票用纸 vi. 投票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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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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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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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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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call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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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campaign 1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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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century 1 ['sentʃuri] n.世纪，百年；（板球）一百分

133 Chinese 1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134 Chloe 1 ['kləui] n.克洛伊（女子名）

135 claims 1 [kleɪm] n. 要求；要求权；主张；断言；声称；要求物 vt. 要求；请求；主张；声称；断言

136 colony 1 n.殖民地；移民队；种群；动物栖息地

137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138 complexity 1 [kəm'pleksiti] n.复杂，复杂性；复杂错综的事物

139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140 confirmed 1 [kən'fə:md] adj.确认的；保兑的；坚定的；惯常的 v.确证；使坚定（confirm的过去分词）；批准

141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142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143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144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145 count 1 [kaunt] vt.计算；认为 vi.计数；有价值 n.计数；计算；伯爵 n.(Count)人名；(法、德、南非)伯爵(欧洲贵族头衔)，康特
(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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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criticism 1 ['krɪtɪsɪzəm] n.批评；考证；苛求

148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149 decided 1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150 declared 1 [di'klεəd] adj.公然的；公开宣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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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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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dictator 1 [dik'teitə, 'dikteitə] n.独裁者；命令者

154 died 1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155 disaster 1 [,di'zɑ:stə] n.灾难，灾祸；不幸

156 dispute 1 [dis'pju:t, 'dis-] vt.辩论；怀疑；阻止；抗拒 vi.争论 n.辩论；争吵

157 disputes 1 [dɪ'spju tː] v. 争论；辩驳；争议；质疑 n. 争论；争端；争吵

158 district 1 ['distrikt] n.区域；地方；行政区

159 drugs 1 [drʌgz] n.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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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62 election 1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163 elections 1 n. 选举，选举制；投票（election的复数形式）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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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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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 1 adj.准确的，精密的；精确的 vt.要求；强求；急需 vi.勒索钱财

167 expressed 1 [ɪk'spres] n. 快车；快递；专使 adj. 明确的；急速的；直接的 adv. 用快递 vt. 表达；表示；挤压出；快递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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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false 1 [fɔ:ls] adj.错误的；虚伪的；伪造的 adv.欺诈地

170 father 1 ['fɑ:ðə] n.父亲，爸爸；神父；祖先；前辈 vt.发明，创立；当…的父亲

171 fined 1 [faɪnd] adj. 罚款的；被罚的 动词f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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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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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74 further 1 ['fə:ðə] adv.进一步地；而且；更远地 adj.更远的；深一层的 vt.促进，助长；增进

175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76 gaining 1 ['geɪnɪŋ] n. 开槽 动词gain的现在分词形式.

177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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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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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81 harm 1 [hɑ:m] n.伤害；损害 vt.伤害；危害；损害 n.(Harm)人名；(德)哈尔姆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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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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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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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186 help 1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普

187 helping 1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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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190 ideals 1 [aɪ'diəlz] 理想

191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92 illegal 1 adj.[法]非法的；违法的；违反规则的 n.非法移民，非法劳工

193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94 independence 1 [,indi'pendəns] n.独立性，自立性；自主

195 influence 1 ['influəns] n.影响；势力；感化；有影响的人或事 vt.影响；改变

196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97 instructions 1 n.指令；说明（instruction的复数形式）

198 interests 1 ['ɪntrəst] n. 兴趣；嗜好；利息；股份 v. 使…感兴趣

199 interference 1 [,intə'fiərəns] n.干扰，冲突；干涉

200 investigation 1 [in,vesti'geiʃən] n.调查；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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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203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204 June 1 n.六月；琼（人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年轻气盛的六月”）

205 killings 1 n.谋杀( killing的名词复数 ); 突然发大财，暴发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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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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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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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210 legal 1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211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
(英)卢克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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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Manila 1 [mə'nilə] n.马尼拉（菲律宾首都）

214 mate 1 [meit] n.助手，大副；配偶；同事；配对物 vt.使配对；使一致；结伴 vi.交配；成配偶；紧密配合 n.(Mate)人名；(日)蛏
(姓)；(西、意、塞)马特；(波黑)马特；(罗、俄)马泰

215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216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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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218 ned 1 [ned] n.内德（男子名，等于Edward）

219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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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ocean 1 ['əuʃən] n.海洋；大量；广阔 n.(Ocean)人名；(罗)奥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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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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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225 ordering 1 ['ɔ:dəriŋ] n.订购；[计]排序；[计]定序 v.订购（order的ing形式）；命令；指挥

226 ousted 1 [aʊst] v. 逐出；夺取；取代

227 overthrow 1 [,əuvə'θrəu, 'əuvəθrəu] n.推翻；倾覆；瓦解 vt.推翻；打倒；倾覆

228 pacific 1 adj.和平的；温和的；平静的 n.太平洋 adj.太平洋的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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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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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232 partnership 1 ['pɑ:tnəʃip] n.合伙；[经管]合伙企业；合作关系；合伙契约

233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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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permitting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236 Philippine 1 ['filipi:n] adj.菲律宾的；菲律宾人的 n.菲律宾人

237 pl 1 abbr.分界线（PartingLine）；合用线（PartyLine）；有效负载（PayLoad）；信号灯（PilotLamp）；复数（plural，等于pl）

238 plan 1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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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41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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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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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瑞典)普雷斯

244 price 1 [prais] n.价格；价值；代价 vt.给……定价；问……的价格 n.(Price)人名；(英)普赖斯；(法)普里斯；(葡、瑞典)普里塞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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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promote 1 [prəu'məut] vt.促进；提升；推销；发扬 vi.成为王后或其他大于卒的子

247 promoting 1 英 [prə'məʊt] 美 [prə'moʊt] vt. 促进；提升；升迁；发起；促销，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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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publ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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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raising 1 ['reiziŋ] n.高地；提高；举；浮雕装饰 v.饲养；升起；举起（raise的ing形式）

251 rating 1 ['reitiŋ] n.等级；等级评定；额定功率 v.对…评价（rate的ing形式） n.(Rating)人名；(德)拉廷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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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recognize 1 ['rekəgnaiz] vt.认出，识别；承认 vi.确认，承认；具结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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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refused 1 [rɪ'fjuːz] v. 拒绝 n. 垃圾；废物

256 relating 1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257 renewing 1 [rɪ'nju ɪːŋ] adj. 新生的；重建的 动词renew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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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260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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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researcher 1 [ri:'sə:tʃə] n.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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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respond 1 [ri'spɔnd] vi.回答；作出反应；承担责任 vt.以…回答 n.应答；唱和

263 responds 1 英 [rɪ'spɒnd] 美 [rɪ'spɑːnd] v. 回答；响应；反应；反应灵敏；反响 n. [建]壁联；[宗]应唱圣歌

264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65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266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67 ruled 1 [ru lː] n. 规则；条例；习惯；统治；直尺 v. 支配；统治；画直线

268 running 1 ['rʌniŋ] n.运转；赛跑；流出 adj.连续的；流动的；跑着的；运转着的 v.跑；运转（run的ing形式）；行驶 n.(Running)
人名；(英)朗宁

269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270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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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ea 1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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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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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275 setting 1 ['setiŋ] n.环境；安装；布置；[天]沉落 v.放置；沉没；使…处于某位置（set的ing形式）

276 settle 1 ['setl] vi.解决；定居；沉淀；下陷 vt.解决；安排；使…定居 n.有背长椅 n.(Settle)人名；(英)塞特尔

277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78 severe 1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279 shar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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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harp 1 adj.急剧的；锋利的；强烈的；敏捷的；刺耳的 adv.急剧地；锐利地；突然地 n.尖头 vt.磨快；把音调升高 vi.升音演奏
n.(Sharp)人名；(英)夏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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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single 1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283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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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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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sought 1 [sɔ:t] v.寻找（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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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289 spoken 1 ['spəukən] adj.口语的，口头的 v.说（speak的过去分词）

290 sr 1 abbr. [化]元素锶(strontium)的符号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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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suggested 1 [sə'dʒestɪd] adj. 建议的；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3 take 1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294 territorial 1 [,teri'tɔ:riəl] adj.领土的；区域的；土地的；地方的 n.地方自卫队士兵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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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97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298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299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00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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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unofficial 1 [,ʌnə'fiʃəl] adj.非官方的；非正式的

303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304 us 1 pron.我们

305 vice 1 [vais] n.恶习；缺点；[机]老虎钳；卖淫 prep.代替 vt.钳住 adj.副的；代替的 n.(Vice)人名；(塞)维采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306 violated 1 ['vaɪəleɪt] v. 侵犯；违反；扰乱；亵渎；强奸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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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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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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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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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12 wealth 1 [welθ] n.财富；大量；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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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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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widely 1 ['waidli] adv.广泛地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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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18 wong 1 n.黄（姓氏）；王（姓氏）；汪（姓氏）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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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321 worn 1 [wɔ:n] adj.疲倦的；用旧的 v.穿；磨损（wear的过去分词）；佩戴 n.(Worn)人名；(柬)翁；(英、葡)沃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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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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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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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