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01 [As It Is] Lula da Silva Elected President in Brazil 词汇词汇
表表

1 able 2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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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cording 1 adj.相符的；一致的；相应的；和谐的；调和的 adv.依照；根据；按照 v.给予(accord的现在分词)；使和谐一致；使
符合；使适合

4 account 1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5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6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7 actions 2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8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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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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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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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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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dmitted 1 [əd'mitid] adj.公认的；被承认了的 v.承认（admi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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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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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mazon 4 ['æməzɔn] 亚马逊；古希腊女战士

18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9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0 and 16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1 andrew 2 ['ændru:] n.安德鲁（男子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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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24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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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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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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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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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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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bad 2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29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0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31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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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34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35 biden 2 n. 拜登(姓氏)

36 Brazil 7 [brə'zil] n.巴西（拉丁美洲国家）

37 bring 1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38 brings 1 [brɪŋz] v. 带来；促使；引起；劝诱（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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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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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an 1 vt.将…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能；能够；可以；可能 n.罐头；（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容器；（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
的）食品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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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anceled 1 ['kænsl] v. 取消；作废；注销；抵消；删除 n. 取消；删除

43 care 1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44 careful 1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45 carefully 1 ['kɛəfəli] adv.小心地

46 cen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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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entrists 1 n.（政治上的）中立派（centrist的复数形式）

48 challenge 2 n.挑战；怀疑 vt.向…挑战；对…质疑

49 characterized 1 ['kærəktəraɪz] vt. 表示 ... 的典型；赋予 ... 特色

50 charges 1 [t'ʃɑːdʒɪz] n. 费用

51 cheating 1 英 [tʃiː tɪŋ] 美 ['tʃɪtɪŋ] n. 欺骗行为 动词cheat的现在分词.

52 check 1 vt.检查，核对；制止，抑制；在…上打勾 vi.核实，查核；中止；打勾；[象棋]将一军 n.<美>支票；制止，抑制；检
验，核对 n.（英）切克（人名）

53 Chile 1 ['tʃili] n.智利（南美洲国家）

54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除；
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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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英、法)克洛斯

56 closely 1 ['kləusli] adv.紧密地；接近地；严密地；亲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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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omeback 2 ['kʌmbæk] n.恢复；复原

59 comm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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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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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ommunism 1 ['kɔmjunizəm] n.共产主义

62 communities 1 [kə'mjuːnəti] n. 社区；社会；公众；共同体；团体；共享；共有；[生]群落

63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64 congratulated 1 英 [kən'grætjʊˌleɪt] 美 [kən'grætʃə̩ leɪt] vt. 祝贺；庆祝

65 conservative 2 [kən'sə:vətiv] adj.保守的 n.保守派，守旧者

66 conservatives 1 [kən'sɜːvətɪvz] 守旧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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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conviction 1 n.定罪；确信；证明有罪；确信，坚定的信仰

69 convictions 1 信念

70 corruption 1 [kə'rʌpʃən] n.贪污，腐败；堕落

71 count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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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cou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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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covid 1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74 credible 2 ['kredəbl] adj.可靠的，可信的

75 crime 1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76 criticized 1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77 cutting 1 ['kʌtiŋ] n.[机]切断；剪辑；开凿 adj.锋利的；严寒的；尖酸刻薄的 v.削减（cut的ing形式）；采伐；切开 n.(Cutting)人
名；(英)卡廷

78 da 12 [dɑ:] n.（俄）是，是的；爸爸（等于dad） n.(Da)人名；(柬)达

79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80 defeated 1 [dɪ'fiː t] n. 挫败；败北 vt. 战胜；击败；使...不能实现

81 deforestation 1 [di:,fɔri'steiʃən] n.采伐森林；森林开伐

82 delay 1 [di'lei] vi.延期；耽搁 vt.延期；耽搁 n.延期；耽搁；被耽搁或推迟的时间 n.(Delay)人名；(英)迪莱；(法)德莱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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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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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86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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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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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division 1 n.[数]除法；部门；分配；分割；师（军队）；赛区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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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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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drugs 1 [drʌgz] n.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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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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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97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98 eight 1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99 elected 1 v.（进行）选举(el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推举； 选择；决定（做某事）

100 election 6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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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mbryo 1 ['embriəu] n.[胚]胚胎；胚芽；初期 adj.胚胎的；初期的

103 encourage 1 [in'kʌridʒ] vt.鼓励，怂恿；激励；支持

104 ends 1 ['endz] n. 结束；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

105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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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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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108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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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fa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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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fetus 1 ['fi:təs] n.胎儿，胎

112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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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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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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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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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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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geraldo 1 热拉尔多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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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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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guilty 1 ['gilti] adj.有罪的；内疚的

125 ha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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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27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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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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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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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h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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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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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32 his 7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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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huge 2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135 ideas 1 观念

136 identities 1 [aɪ'dentəti] n. 一致；身份；特征

137 identity 1 [ai'dentəti] n.身份；同一性，一致；特性；恒等式

138 illegal 2 adj.[法]非法的；违法的；违反规则的 n.非法移民，非法劳工

139 i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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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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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increase 1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142 indefinitely 1 [in'defθnətli; in'definitli; in'definətli] adv.不确定地，无限期地；模糊地，不明确地

143 independent 1 [,indi'pendənt] adj.独立的；单独的；无党派的；不受约束的 n.独立自主者；无党派者

144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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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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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8 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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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jail 1 [dʒeil] n.监狱；监牢；拘留所 vt.监禁；下狱 n.(Jail)人名；(英)杰尔

150 Jair 1 雅伊尔

151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152 joins 1 [dʒɔɪn] v. 连接；加入；参与；和...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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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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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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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legalized 1 ['li:gəlaizd] 合法的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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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liberals 1 n. 自由派

160 losing 1 ['lu:ziŋ] n.损失；失败 adj.输的；失败的；导致失败的 v.失去；损失（lose的ing形式）；错过

161 luiz 1 路易斯

162 lula 3 n. 卢拉

163 management 1 ['mænidʒmənt] n.管理；管理人员；管理部门；操纵；经营手段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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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matters 1 ['mætəz] n. 事情 名词matt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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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might 1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168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169 monitor 2 n.监视器；监听器；监控器；显示屏；班长 vt.监控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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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morning 1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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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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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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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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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observe 1 vt.庆祝 vt.观察；遵守；说；注意到；评论 vi.观察；说；注意到；评论

177 observers 1 [əb'zɜːvəz] 观测器

178 of 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79 office 2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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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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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often 3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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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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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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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opinions 2 n.意见；评价（opinion的复数）；舆论

188 opponent 1 [ə'pəunənt] n.对手；反对者；敌手 adj.对立的；敌对的

189 opposite 1 ['ɔpəzit, -sit] adj.相反的；对面的；对立的 n.对立面；反义词 prep.在…的对面 adv.在对面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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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organizations 1 [ˌɔː ɡənaɪ'zeɪʃnz] n. 组织机构（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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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4 pacify 1 ['pæsifai] vt.使平静；安慰；平定

195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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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perc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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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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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polarized 2 ['pəuləraizd] adj.偏振的；极化的

201 police 1 [pə'li:s] n.警察，警方；治安 vt.监督；管辖；维持治安；为…配备警察 adj.警察的；有关警察的

202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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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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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poor 1 [puə, pɔ:] adj.贫穷的；可怜的；贫乏的；卑鄙的 n.(Poor)人名；(英、伊朗)普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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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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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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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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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president 4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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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previous 1 ['pri:vjəs] adj.以前的；早先的；过早的 adv.在先；在…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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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procedures 1 [prə'si:dʒəz] 操作

215 promote 2 [prəu'məut] vt.促进；提升；推销；发扬 vi.成为王后或其他大于卒的子

216 rainforest 1 英 ['reɪnfɒrɪst] 美 ['reɪnfɔː rɪst] n. 雨林

217 receiv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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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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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19 religious 1 [ri'lidʒəs] adj.宗教的；虔诚的；严谨的；修道的 n.修道士；尼姑

220 removing 1 [riː 'muːvɪŋ] n. 消除；排除；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221 repeatedly 1 [rɪ'piː tɪdli] adv. 重复地；再三地

222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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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requiring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225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226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27 retu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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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29 ri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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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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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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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ai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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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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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34 secretly 1 ['si:kritli] adv.秘密地；背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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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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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side 1 [said] n.方面；侧面；旁边 vi.支持；赞助；偏袒 adj.旁的，侧的 vt.同意，支持 n.(Side)人名；(英)赛德

238 sides 1 [saɪdz] n.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

239 silva 12 ['silvə] n.森林里的树木；森林志（等于sylva） n.(Silva)人名；(德、俄、法、罗、塞、葡、瑞典、斯里、西、意、英)席尔
瓦

240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241 situations 1 [sɪtʃ'ʊeɪʃnz] 现状

242 smith 2 [smiθ] n.铁匠；锻工；制作者 vt.锻制 vi.锻打金属；当锻工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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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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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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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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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pending 1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248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249 statements 1 [s'teɪtmənts] n. 报表；陈述；声明（名词statement的复数形式）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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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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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stop 1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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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strong 1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254 success 1 [sək'ses] n.成功，成就；胜利；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

255 Sunday 2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256 suppo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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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urveillance 2 [sə:'veiləns, sə-] n.监督；监视

258 sustainable 2 adj.可以忍受的；足可支撑的；养得起的；可持续的

259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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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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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售得金额

261 terms 1 [tə:mz] n.地位，关系；[法]条款；术语；措辞；价钱（term的复数形式） v.把…称为（term的三单形式）

262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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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the 2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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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66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67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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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Thomas 1 ['tɔməs] n.托马斯（男子名）；多马（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270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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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to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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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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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treatment 1 ['tri:tmənt] n.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274 trial 1 ['traiəl] n.试验；审讯；努力；磨炼 adj.试验的；审讯的 n.(Trial)人名；(法)特里亚尔

275 trusted 1 [trʌst] n. 信任；信托 vi. 信任 vt. 相信；委托

276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77 unfair 2 [,ʌn'fεə] adj.不公平的，不公正的

278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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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values 2 ['væljʊz] n. 价值观念；价值标准 名词value的复数形式.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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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victories 1 ['vɪktəri] n. 胜利；成功

282 victory 4 ['viktəri] n.胜利；成功；克服 n.(Victory)人名；(西)维多利；(英)维克托里

283 views 1 [v'juːz] n. 见解 名词view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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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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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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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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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89 watching 1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290 w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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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92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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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wh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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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294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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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who 3 pron.谁；什么人

297 wi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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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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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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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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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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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03 worries 1 ['wʌrɪs] n. 烦恼；令人担忧的事物 名词worr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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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worst 1 [wə:st, 'wə:st] adj.最差的，最坏的；最不利的；效能最低的 n.最坏；最坏的时候 adv.最坏地；最不利地 n.(Worst)人名；
(英、德)沃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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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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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09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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