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17 [As It Is] More Canadians Do Not Want Monarchy to
Continu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2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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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o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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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Canadians 9 n.加拿大人( Canadian的名词复数 )

7 and 8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8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 monarchy 8 ['mɔnəki] n.君主政体；君主国；君主政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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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percen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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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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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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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ada 6 ['kænədə] n.加拿大（北美洲国家）

15 British 5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16 b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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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constitutional 5 [,kɔnsti'tju:ʃənəl] adj.宪法的；本质的；体质上的；保健的 n.保健散步；保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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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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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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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Britain 4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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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mpire 4 ['empaiə] n.帝国；帝王统治，君权 n.(Empire)人名；(法)昂皮尔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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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monarch 4 ['mɔnək, -ɑ:k] n.君主，帝王；最高统治者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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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9 queen 4 [kwi:n] n.女王，王后；（纸牌中的）皇后；（蜜蜂等的）蜂王 vt.使…成为女王或王后 vi.做女王 n.(Queen)人名；(英)奎
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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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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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change 3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33 continue 3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34 countries 3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35 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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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feel 3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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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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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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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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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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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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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study 3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43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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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wa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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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47 Angus 2 ['æŋgəs] n.安格斯（男子名）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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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asked 2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50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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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onnection 2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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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lizabeth 2 [i'lizəbəθ] n.伊丽莎白（女子名）

54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55 government 2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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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he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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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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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indigenous 2 [in'didʒinəs] adj.本土的；土著的；国产的；固有的

60 issues 2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61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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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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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65 opinion 2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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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population 2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68 professor 2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69 province 2 ['prɔvins] n.省；领域；职权

70 Quebec 2 [kwi'bek; kə-] n.魁北克（加拿大港市省名）

71 Reid 2 [ri:d] n.里德（等于Read，男子名）

72 reign 2 [rein] vi.统治；支配；盛行；君临 n.统治；统治时期；支配

73 removing 2 [riː 'muːvɪŋ] n. 消除；排除；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74 ruler 2 ['ru:lə] n.尺；统治者；[测]划线板，划线的人

75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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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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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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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79 Trudeau 2 特鲁多 n.(Trudeau)人名；(英、法)特鲁多

80 university 2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81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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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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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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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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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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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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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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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91 alongside 1 [ə'lɔŋ'said] adv.在旁边 prep.在……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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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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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approve 1 [ə'pru:v] vt.批准；赞成；为…提供证据 vi.批准；赞成；满意

96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97 article 1 ['ɑ:tikəl] n.文章；物品；条款；[语]冠词 vt.订约将…收为学徒或见习生；使…受协议条款的约束 vi.签订协议；进行控告

98 attachment 1 [ə'tætʃmənt] n.附件；依恋；连接物；扣押财产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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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101 besides 1 [bi'saidz] adv.此外；而且 prep.除…之外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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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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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Carleton 1 n.卡尔顿（位于加拿大）；卡尔顿大学

105 chance 1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106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107 chiefs 1 n. 首领（chief的复数）

108 climate 1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109 collapsed 1 [kə'læpzd] adj. 倒塌的

110 colonial 1 [kə'ləunjəl] n.殖民地居民 adj.殖民地的，殖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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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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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commonwealth 1 ['kɔmənwelθ] n.联邦；共和国；国民整体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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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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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117 crown 1 [kraun] n.王冠；花冠；王权；顶点 vt.加冕；居…之顶；表彰；使圆满完成 n.(Crown)人名；(英)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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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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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deep 1 [di:p] n.深处；深渊 adj.深的；低沉的；深奥的 adv.深入地；深深地；迟 n.(Deep)人名；(英)迪普

121 demands 1 英 [dɪ'mɑːnd] 美 [dɪ'mænd] n. 要求；需求 v. 要求；查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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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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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divided 1 [di'vaidid] adj.分裂的；分开的；有分歧的 v.分开（divide的过去分词）；分离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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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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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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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economy 1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128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29 emperor 1 ['empərə] n.皇帝，君主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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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ntirely 1 [in'taiəli] adv.完全地，彻底地

132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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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135 fami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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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felt 1 [felt] n.毡；毡制品 vi.粘结 vt.使粘结；把…制成毡 v.感觉（feel的过去式） n.(Felt)人名；(英、罗、芬、捷、瑞典)费尔特

137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138 forever 1 [fə'revə] adv.永远；不断地；常常

139 formally 1 ['fɔ:məli] adv.正式地；形式上

140 form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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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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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French 1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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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functioning 1 ['fʌŋkʃəniŋ] n.运行，运作；[计]功能；机能；起酌（function的动名词） v.运行，起作用（function的现在分词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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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47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148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49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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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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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headdresses 1 n.饰头巾，头发编梳的式样( headdress的名词复数 )

152 healthy 1 ['helθi] adj.健康的，健全的；有益于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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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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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II 1 abbr.微光（ImageInten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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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inaction 1 [in'ækʃən] n.不活动；迟钝

158 inevitable 1 [in'evitəbl] adj.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159 inevitably 1 [in'evitəbli] adv.不可避免地；必然地

160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61 institute 1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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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invite 1 [in'vait, 'invait] vt.邀请，招待；招致 n.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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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166 Jonathan 1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167 Justin 1 ['dʒʌstin] n.贾斯廷（男子名）

168 king 1 [英[kɪŋ] 美[kɪŋ]] n.国王；最有势力者；王棋 vi.统治；做国王 vt.立…为王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最大的 n.(King)人名；
(德、英、葡、捷、西)金；(中)金(普通话·威妥玛)；(泰)京；(东南亚国家华语)京

169 kingdom 1 ['kiŋdəm] n.王国；界；领域 n.(Kingdom)人名；(英)金德姆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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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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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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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leger 1 ['ledʒə(r)] n.底饵；分类帐（等于ledger） n.(Leger)人名；(葡)莱热；(德、捷)莱格尔；(英)莱杰；(西)莱赫尔

175 legislatures 1 n.立法机关，立法团体( legislature的名词复数 )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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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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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liked 1 [laikt] v.喜欢（like的过去式）

179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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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lo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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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Malloy 1 ['mælɔɪ] n. 镍钼铁超导磁合金

183 Manitoba 1 [,mæni'tuəbə] n.马尼托巴湖（加拿大中南部）

184 marked 1 [mɑ:kt] adj.显著的；有记号的 v.表示（mark的过去分词）；作记号；打分数

185 massive 1 ['mæsiv] adj.大量的；巨大的，厚重的；魁伟的

186 mean 1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187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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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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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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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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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94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95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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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observers 1 [əb'zɜːvəz] 观测器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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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200 opportunities 1 [ˌɒpə'tjuːnɪtɪs] npl. opportunity的复数形式，机会，时机

201 opportunity 1 [,ɔpə'tju:niti] n.时机，机会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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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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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Ottawa 1 ['ɔtəwə] n.渥太华（加拿大首都）

205 parliament 1 ['pɑ:ləmənt] n.议会，国会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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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08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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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photo 1 ['fəutəu] n.照片

211 plus 1 [plʌs] n.正号，加号；好处；附加额 adj.正的；附加的 prep.加，加上 n.(Plus)人名；(德)普卢斯

212 politically 1 [pə'litikli] adv.政治上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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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pow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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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preoccupied 1 [pri:'ɔkjupaid] adj.全神贯注的；心事重重的；被先占的 v.抢先占有；使…全神贯注（preoccupy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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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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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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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pro 1 [prəu] adv.赞成地 n.赞成者；赞成的意见 prep.赞成 n.(Pro)人名；(意)普罗

219 provincial 1 [prəu'vinʃəl] adj.省的；地方性的；偏狭的 n.粗野的人；乡下人；外地人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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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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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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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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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reform 1 [ri'fɔ:m] n.改革，改良；改正 vt.改革，革新；重新组成 vi.重组；改过 adj.改革的；改革教会的

225 reforms 1 英 [rɪ'fɔː m] 美 [rɪ'fɔː rm] n. 改革；改良 v. 改革；革新；改造

226 regions 1 ['ri:dʒənz] n. 区域，地区，地带（名词region的复数形式）

227 relationship 1 [ri'leiʃənʃip] n.关系；关联

228 remained 1 [rɪ'meɪn] v. 剩余；逗留；留下；依然；保持 n. 剩余物；遗迹；残骸

229 reporting 1 英 [rɪ'pɔː tɪŋ] 美 [rɪ'pɔː 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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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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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33 risks 1 [rɪsk] n. 危险；风险；投资报酬的风险 vt. 冒 ... 的危险；承受...的风险

234 risky 1 ['riski] adj.危险的；冒险的；（作品等）有伤风化的

235 road 1 [rəud] n.公路，马路；道路；手段 vt.（狗）沿臭迹追逐（猎物） adj.（美）巡回的 n.(Road)人名；(英)罗德

236 royal 1 ['rɔiəl] adj.皇家的；盛大的；女王的；高贵的；第一流的 n.王室；王室成员

237 rules 1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38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239 see 1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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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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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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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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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inclair 1 [sin'klεə] n.辛克莱（男子名）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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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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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orry 1 ['sɔ:ri, 'sɔ-] adj.遗憾的；对不起的，抱歉的 int.对不起，抱歉（表示委婉的拒绝等）

248 speaking 1 ['spi:kiŋ] adj.演讲的；富于表情的，雄辩的 n.说话；演讲 v.讲（speak的ing形式）

249 strange 1 [streindʒ] adj.奇怪的；陌生的；外行的 adv.奇怪地；陌生地，冷淡地 n.(Strange)人名；(英)斯特兰奇；(瑞典、塞)斯特
朗格

250 strengthening 1 ['streŋθənɪŋ] n. 加固 动词strength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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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uggestions 1 n. 意见；示意 名词suggestion的复数形式.

253 supporting 1 [sə'pɔ:tiŋ] adj.支持的；辅助性的；次要的 n.支持；支承面 v.支持；供养（support的ing形式）

254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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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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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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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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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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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61 ties 1 [taɪz] tie的复数形式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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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264 twenty 1 ['twenti] n.二十；二十年代 num.二十 adj.二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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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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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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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warmth 1 [wɔ:mθ] n.温暖；热情；激动

270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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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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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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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while 1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276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77 whole 1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278 Winnipeg 1 ['winipeg] n.温尼伯（加拿大城市）

279 wish 1 [wiʃ] n.希望；祝福；心愿 vt.祝愿；渴望；向…致问候语 vi.愿望；需要 n.(Wish)人名；(英)威什

280 without 1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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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work 1 n.工作；[物]功；产品；操作；职业；行为；事业；工厂；著作；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 vt.使工作；操作；经营；使缓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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