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11 [As It Is] Thailand's Latest Pro-Democracy Movement 词词
汇表汇表

1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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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ctivist 1 ['æktivist] n.积极分子；激进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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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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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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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7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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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nniversary 1 [,æni'və:səri] n.周年纪念日

10 anon 2 [ə'nɔn] adv.不久；立刻；另一次 n.(Anon)人名；(瑞典)阿农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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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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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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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15 army 6 ['ɑ:mi] n.陆军，军队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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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18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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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ttempts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20 attend 1 [ə'tend] vt.出席；上（大学等）；照料；招待；陪伴 vi.出席；致力于；照料；照顾

21 bangkok 2 [bæŋˈkɔk] n.曼谷（泰国首都）

22 barred 1 [bɑ:d] adj.被禁止的；有条纹的 v.（用栅栏）阻挡（bar的过去式）

23 battles 1 ['bætl] n. 战斗；争斗 v. 与 ... 作战；与 ... 竞争

24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25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26 beings 1 ['biː ɪŋz] n. 人；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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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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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reak 1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晓；
（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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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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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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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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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alling 2 ['kɔ:liŋ] n.职业；欲望；点名；召集；邀请 v.召；呼唤（call的现在分词）；称之为

35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36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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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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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ha 1 [tʃɑ:] n.（英俚）茶 n.(Cha)人名；(柬)乍；(中)查(普通话·威妥玛)

40 chaisang 1 猜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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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han 1 [tʃæn] n.通道（槽，沟） n.(Chan)人名；(法)尚；(缅)钱；(柬、老、泰)占

42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43 chaturon 1 差徒龙

44 chief 1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45 chiefs 1 n. 首领（chief的复数）

46 completed 1 [kəm'pliː tɪd] adj. 已完成的 v. 完成（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7 consequences 1 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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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onstitution 4 n.宪法；体制；章程；构造；建立，组成；体格

50 constitution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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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52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53 count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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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ountryside 1 ['kʌntri,said] n.农村，乡下；乡下的全体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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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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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rowd 1 [[kraud] n.群众,一伙;一堆,许多,大众 v.拥挤,挤满,挤进 vt.挤满,将...塞进;催促,催逼 vi.挤,拥挤,聚集

58 current 1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特

59 cycle 2 ['saikl] n.循环；周期；自行车；整套；一段时间 vt.使循环；使轮转 vi.循环；骑自行车；轮转

60 dangerous 1 ['deindʒərəs] adj.危险的 危险地

61 dark 1 adj.黑暗的，深色的；模糊的；无知的；忧郁的 n.黑暗；夜；黄昏；模糊 n.（Dark）人名；（英）达克 n.（Dark）《暗
黑》（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

62 darkest 1 英 [dɑːk] 美 [dɑ rːk] adj. 黑暗的；深色的 n. 黑暗；暗处；深色调 v. 使变黑；变黑

63 day 1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土)达伊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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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demanding 1 [di'mɑ:ndiŋ] adj.苛求的；要求高的；吃力的 v.要求；查问（demand的ing形式）

66 democracy 6 [di'mɔkrəsi] n.民主，民主主义；民主政治

67 demonstration 1 [,demən'streiʃən] n.示范；证明；示威游行

68 demonstrators 1 n.游行示威者( demonstrator的名词复数 ); 证明者，示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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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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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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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driving 1 ['draiviŋ] adj.强劲的；推进的；精力旺盛的 n.驾驶；操纵 v.驾驶（driv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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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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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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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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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nergize 1 ['enədʒaiz] vt.激励；使活跃；供给…能量 vi.活动；用力

79 engage 1 vt.吸引，占用；使参加；雇佣；使订婚；预定 vi.从事；参与；答应，保证；交战；啮合

80 engaged 1 [in'geidʒd] adj.使用中的，忙碌的 v.保证；约定；同…订婚（engage的过去分词）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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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83 events 2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84 ever 2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85 fall 1 [fɔ:l] vi.落下；变成；来临；减弱 n.下降；秋天；瀑布 vt.砍倒；击倒 adj.秋天的 n.(Fall)人名；(法、芬、瑞典)法尔；(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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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福尔；(阿拉伯)法勒

86 famil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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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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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field 1 ['fi:ld] n.领域；牧场；旷野；战场；运动场 vi.担任场外队员 adj.扫描场；田赛的；野生的 vt.把暴晒于场上；使上场 n.
(Field)人名；(英、法、德、葡)菲尔德

90 fighting 1 ['faitiŋ] adj.战斗的；好战的；适于格斗的 n.战斗，搏斗 v.奋斗（fight的ing形式）；打仗；与…进行拳击

91 fights 1 [faɪt] n. 战斗；打架；斗志 vt. 打架；对抗 vi. 奋斗；斗争；争吵

92 finally 1 ['fainəli] adv.最后；终于；决定性地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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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for 10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5 for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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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forces 2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97 form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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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forty 1 ['fɔ:ti] n.四十 adj.四十的；四十个的

99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00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1 full 1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102 gathered 1 ['gæðəɒ] adj. 聚集的；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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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George 1 [dʒɔ:dʒ] n.乔治（男子名）；自动操纵装置；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

105 gone 1 [gɔn] adj.离去的；死去的；用光的 v.去（go的过去分词）

106 government 5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07 governments 1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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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110 hanging 1 ['hæŋiŋ] n.悬挂；绞刑；帘子，幔帐 adj.悬挂着的 v.悬挂（hang的ing形式）

111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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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hated 1 [heɪt] v. 憎恨；厌恶；讨厌 n. 憎恨；厌恶

114 hav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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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h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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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headed 1 ['hedid] adj.有头的；有标题的 v.率领（head的过去分词）；朝向；走在…的前头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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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hero 1 ['hiərəu] n.英雄；男主角，男主人公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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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his 4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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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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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human 2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124 ignored 1 [ɪɡ'nɔː d] adj. 忽视的 动词ign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5 importantly 1 [im'pɔ:tntli] adv.重要地；大量地；有名望地；自命不凡地

126 impunity 2 [im'pju:nəti] n.不受惩罚；无患；[法]免罚

127 i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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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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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interact 1 [,intə'rækt] vt.互相影响；互相作用 vi.互相影响；互相作用 n.幕间剧；幕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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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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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2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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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itself 1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134 join 1 [dʒɔin] vt.参加；结合；连接 vi.加入；参加；结合 n.结合；连接；接合点 n.(Join)人名；(法)茹安

135 justice 1 ['dʒʌstis] n.司法，法律制裁；正义；法官，审判员 n.(Justice)人名；(英)贾斯蒂斯，贾斯蒂丝(女名)

136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137 killed 1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138 killing 1 ['kiliŋ] adj.杀害的；迷人的；使人筋疲力尽的 n.杀戮；谋杀；猎获物 v.杀死；消磨；毁掉（kill的ing形式） n.(Killing)人
名；(德)基林

139 killings 2 n.谋杀( killing的名词复数 ); 突然发大财，暴发

140 k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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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Kittikachorn 1 吉滴卡宗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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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latest 3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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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lawyer 1 ['lɔ:jə] n.律师；法学家 n.(Lawyer)人名；(英)劳耶

146 leader 2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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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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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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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led 2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51 limits 1 ['lɪmɪts] n.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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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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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loyal 1 ['lɔiəl] adj.忠诚的，忠心的；忠贞的 n.效忠的臣民；忠实信徒 n.(Loyal)人名；(英、德、西、匈、法)洛亚尔

155 lynching 1 ['lintʃiŋ] n.处以私刑；处私刑杀害 v.以私刑处死（lynch的ing形式）

156 maha 1 ['mɑːhɑ ]ː [斯]紫面叶猴

157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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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Marshall 1 ['mɑ:ʃəl] n.马歇尔（姓氏，男子名，等于Mar'shal）

160 massacre 4 ['mæsəkə] vt.残杀；彻底击败 n.大屠杀；惨败 n.(Massacre)人名；(法)马萨克尔

161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162 memorial 1 [英 [mə'mɔ:rɪəl] 美 [məˈmɔriəl, -ˈmor] n.纪念碑，纪念馆；纪念仪式；纪念物 adj.记忆的；纪念的，追悼的

163 memorials 1 [mɪ'mɔː riəlz] n. 纪录

164 memories 1 ['memərɪz] n. 记忆 名词memor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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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modern 1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167 monarchy 6 ['mɔnəki] n.君主政体；君主国；君主政治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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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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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1 movement 4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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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murder 1 ['mə:də] vt.谋杀，凶杀 n.谋杀，凶杀 vi.杀人，犯杀人罪

173 nampa 1 n. 楠帕(在芬兰；东经 26º10' 北纬 66º49')

174 never 2 ['nevə] adv.从未；决不

175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76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77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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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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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notes 1 英 [nəʊt] 美 [noʊt] n. 笔记；便条；纸币；音符；票据；注解；音调 vt. 注意；记录；注解

181 now 3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82 nowhere 1 ['nəuhwεə] adv.无处；任何地方都不；毫无结果 n.无处；任何地方；无名之地 adj.不存在的；毫无结果的；不知名的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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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observers 1 [əb'zɜːvəz] 观测器

185 October 2 [ɔk'təubə] n.[天]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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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often 2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88 old 4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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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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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on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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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on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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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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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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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96 ouster 1 ['austə] n.驱逐；剥夺；罢黜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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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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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200 peaceful 1 ['pi:sful] adj.和平的，爱好和平的；平静的

201 people 6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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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phil 1 [fil] abbr.哲学（philosophy）

204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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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planned 1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206 political 4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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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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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Powers 1 n.能天使；力天使

210 pro 2 [prəu] adv.赞成地 n.赞成者；赞成的意见 prep.赞成 n.(Pro)人名；(意)普罗

211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212 promise 1 ['prɔmis] n.许诺，允诺；希望 vt.允诺，许诺；给人以…的指望或希望 vi.许诺；有指望，有前途

213 promised 1 英 ['prɒmɪs] 美 ['prɑːmɪs] n. 诺言；预示；约定；(有)希望 v. 允诺；发誓；答应；有希望

214 protected 1 [prə'tektid] adj.受保护的 v.保护；防卫（protect的过去分词）

215 protest 1 [prəu'test, 'prəu-] vi.抗议；断言 vt.抗议；断言 n.抗议 adj.表示抗议的；抗议性的

216 protesters 4 n.抗议者( protester的名词复数 ); 反对者; 拒绝者; 断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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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protesting 1 [prəu'test, 'prəu-] vi.抗议；断言 vt.抗议；断言 n.抗议 adj.表示抗议的；抗议性的

218 protestor 1 [prəu'testə] n.抗议者

219 protests 3 英 ['prəʊtest] 美 ['proʊtest] n. 抗议；反对 v. 抗议；反对；申明；断言

220 que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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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refor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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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reforms 2 英 [rɪ'fɔː m] 美 [rɪ'fɔː rm] n. 改革；改良 v. 改革；革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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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remain 1 [ri'mein] vi.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n.遗迹；剩余物，残骸

225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226 repeated 1 [ri'pi:tid] adj.再三的，反复的 v.重复；复述（repeat的过去分词）

227 repeating 1 [ri'pi:tiŋ] adj.重复的；反复的；循环的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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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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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returned 1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231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32 Robertson 1 ['rɔbətsn] n.罗伯森（姓氏）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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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royalist 3 ['rɔiəlist] n.保皇主义者；保皇党人 adj.保皇主义的；保皇党人的

235 rul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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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adness 1 ['sædnis] n.悲哀

237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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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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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school 2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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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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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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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erved 1 英 [sɜːv] 美 [sɜ rː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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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shand 2 n. 尚德

246 shaped 1 [ʃeipt] adj.合适的；成某种形状的；有计划的 vt.发展；成形（shape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

247 s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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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shinawatra 1 n. 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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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since 3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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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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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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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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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strongest 1 英 [strɒŋɡɪst] 美 [strɔː ŋɡɪst] adj. 最强壮的 形容词strong的最高级.

257 struggle 1 ['strʌgl] vi.奋斗，努力；挣扎 n.努力，奋斗；竞争 vt.使劲移动；尽力使得

258 struggled 1 ['strʌgəld] adj.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59 student 2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260 students 4 [st'juːdnts] 学生

261 supporters 2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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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susan 2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63 taught 1 [tɔ:t] v.教授（teach的过去分词）

264 ter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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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textbooks 1 ['teksbʊks] 教材

266 Thai 2 [tai] n.泰国人；泰国语 adj.泰国的；泰国人的

267 Thailand 8 ['tailænd; -lənd] n.泰国（东南亚国家名）

268 thais 1 n.泰国人（Thai的复数）；泰伊思（歌剧名）

269 thaksin 2 n. 他信

270 Thanom 1 他侬

271 t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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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the 5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73 theil 1 n. 泰尔

274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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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276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277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78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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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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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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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to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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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84 took 2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85 tried 1 adj.可靠的；试验过的 v.尝试，审问，审理，审讯，审判（try的过去分词）

286 troops 1 n.[军]部队；[军]军队（troop的复数形式）

287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288 university 4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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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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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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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vajiralongkorn 1 哇集拉隆功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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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violence 2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295 violent 1 ['vaiələnt] adj.暴力的；猛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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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voices 1 n. 声音 名词voice的复数形式. abbr. 音控识别计算机输入系统(=Voice Operated Identification Computer Entry System)

298 wa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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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00 watch 1 [wɔtʃ, wɔ:tʃ] vt.观察；注视；看守；警戒 n.手表；监视；守护；值班人 vi.观看，注视；守侯，看守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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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weak 1 [wi:k] adj.[经]疲软的；虚弱的；无力的；不牢固的

303 wealth 1 [welθ] n.财富；大量；富有

304 wealthy 1 ['welθi] adj.富有的；充分的；丰裕的 n.富人

305 week 1 [wi:k] n.周，星期

306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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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308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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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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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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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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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14 wrong 1 adv.错误地；邪恶地，不正当地 n.坏事；不公正 adj.错误的；失常的；不适当的 vt.委屈；无理地对待；诽谤 n.(Wrong)
人名；(英)朗

315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16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17 young 2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318 youth 1 n.青年；青春；年轻；青少年时期 n.(Youth)《芳华》（电影名）

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