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13 [As It Is] Myanmar Gears Up for November Election 词词
频表频表

1 the 4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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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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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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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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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Myanmar 12 ['mjænmɑ:] n.缅甸（东南亚国家）

7 nld 11 ['en'eld'iː ] (=nasolacrimal duct) 鼻泪管,(=necrobiosis lipoidica diabeticorum) (拉)糖尿病脂性渐进性环死

8 ethnic 9 ['eθnik] adj.种族的；人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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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military 9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11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 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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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Kyi 8 n.(Kyi)人名；(缅)枝(女名)，基(男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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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Suu 8 Suspension Unit,悬挂装置

16 wi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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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h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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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t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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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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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be 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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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her 5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23 rohingya 5 罗兴亚族（ 缅甸的一个穆斯林族群）

24 vot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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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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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years 5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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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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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lection 4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31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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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howev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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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landslide 4 n.[地质]山崩；大胜利 vi.发生山崩；以压倒优势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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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party 4 n.政党，党派；聚会，派对；当事人[复数parties] vi.参加社交聚会[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

36 ru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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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sta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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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suppor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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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ve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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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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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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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etween 3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42 elections 3 n. 选举，选举制；投票（election的复数形式）

43 if 3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44 its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45 khin 3 希恩

46 majority 3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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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minorities 3 英 [maɪ'nɒrəti] 美 [maɪ'nɔː rəti] n. 少数；少数民族；未成年

49 minority 3 n.少数民族；少数派；未成年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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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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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peace 3 [pi:s] n.和平；平静；和睦；秩序 n.(Peace)人名；(英)皮斯

53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54 rakhine 3 n.若干（缅甸地名）

55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56 u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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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widely 3 ['waidli] adv.广泛地

58 zaw 3 n. 美国微软公司的视窗系统零管理

59 alliance 2 [ə'laiəns] n.联盟，联合；联姻

60 Arakan 2 若开

61 army 2 ['ɑ:mi] n.陆军，军队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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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Aung 2 n.(Aung)人名；(缅)昂

64 back 2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后
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65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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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best 2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68 Burma 2 ['bə:mə] n.缅甸（东南亚国家）

69 campaign 2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70 choice 2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71 citizenship 2 ['sitizənʃip] n.[法]公民身份，公民资格；国籍；公民权

72 coronavirus 2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73 credible 2 ['kredəbl] adj.可靠的，可信的

74 democracy 2 [di'mɔkrəsi] n.民主，民主主义；民主政治

75 experts 2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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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fr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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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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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g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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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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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instead 2 adv.代替；反而；相反

82 institute 2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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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led 2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86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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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myint 2 敏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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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notion 2 ['nəuʃən] n.概念；见解；打算

90 November 2 [nəu'vembə] n.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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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possibility 2 [,pɔsə'biləti] n.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93 raising 2 ['reiziŋ] n.高地；提高；举；浮雕装饰 v.饲养；升起；举起（raise的ing形式）

94 recent 2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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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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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shand 2 n. 尚德

98 simplistic 2 [sim'plistik] adj.过分简单化的；过分单纯化的

99 statues 2 [s'tætʃuːz] 现状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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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substantial 2 [səb'stænʃəl] adj.大量的；实质的；内容充实的 n.本质；重要材料

102 susan 2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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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05 ye 2 [ji:, 弱ji] abbr.酵母抽提物（YeastExtracts）；亚萨卡，乒乓底板（YasakaExtra） n.(Ye)人名；(缅)耶

106 you 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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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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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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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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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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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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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ally 1 [英 [ˈælaɪ] 美 [ˈælaɪ]] n.同盟国；伙伴；同盟者；助手 vt.使联盟；使联合 vi.联合；结盟 n.(Ally)人名；(巴基)阿利；(法)阿
利；(英)艾丽(女子教名Alice的简称)；(尼日利)阿利

115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16 anger 1 ['æŋgə] n.怒，愤怒；忿怒 vt.使发怒，激怒；恼火 vi.发怒；恼火 n.(Anger)人名；(罗)安杰尔；(法)安热；(德、捷、瑞典)
安格尔

117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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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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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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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armed 1 [ɑ:md] adj.武装的；有扶手的；有防卫器官的（指动物） n.(Armed)人名；(科摩)阿米德

121 armies 1 英 ['ɑːmi] 美 ['ɑ rːmi] n. 军队；陆军；一大批

122 August 1 ['ɔː gəst]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n.八月（简写为Aug） n.(August)人名；(法、葡、西、俄、罗、英、德、瑞典、挪)奥
古斯特

123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24 backed 1 [bækt] adj.有背的；有财力支持的 v.支持；使后退（back的过去分词）

125 Bangladesh 1 [,ba:ŋglə'deʃ] n.孟加拉国（亚洲国家）

126 bars 1 [bɑːz] n. 马齿龈 名词b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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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battle 1 ['bætl] n.战役；斗争 vi.斗争；作战 vt.与…作战 n.(Battle)人名；(英)巴特尔；(法)巴特勒；(西)巴特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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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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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131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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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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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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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cancelled 1 ['kænsəld] adj. 被取消的；被废除的 动词canc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36 candidates 1 ['kændɪdeɪts] n. 申请求职者；候选人；投考者 名词candidate的复数形式.

137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38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139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140 celebrated 1 ['selibreitid] adj.著名的；有名望的 v.庆祝（celeb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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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chest 1 [tʃest] n.胸，胸部；衣柜；箱子；金库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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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civilian 1 [si'viljən] adj.民用的；百姓的，平民的 n.平民，百姓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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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coalition 1 [,kəuə'liʃən] n.联合；结合，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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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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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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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controlling 1 [kən'trəuliŋ] n.控制 v.控制；管理（control的ing形式）；验证

152 controls 1 英 [kən'trəʊls] 美 [kən'troʊls] n. 控制器；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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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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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deserves 1 英 [dɪ'zɜːv] 美 [dɪ'zɜ rːv] vt. 应受；值得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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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159 disenfranchise 1 [,disin'fræntʃaiz] vt.剥夺…的公民权（等于disfranchise）

160 disenfranchised 1 [ˌdɪsɪn'fræntʃaɪz] vt. 剥夺 ... 公民权 =disfranchise

161 displaced 1 [dis'pleist] adj.无家可归的；位移的；被取代的 n.无家可归者 v.取代（displace的过去分词）；移动…的位置；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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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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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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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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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scaping 1 [ɪ'skeɪp] n. 逃跑 动词escape的现在分词形式.

167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168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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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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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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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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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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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175 fled 1 [fled] v.逃走（flee的过去分词）；消逝

176 forced 1 adj.被迫的；强迫的；用力的；不自然的 v.强迫（force的过去式）

177 forever 1 [fə'revə] adv.永远；不断地；常常

178 formerly 1 ['fɔ:məli] adv.以前；原来

179 front 1 [frʌnt] n.前面；正面；前线 vt.面对；朝向；对付 vi.朝向 adj.前面的；正面的 adv.在前面；向前 n.(Front)人名；(法)弗龙

180 gears 1 英 [ɡɪə(r)] 美 [ɡɪr] n. 传动装置；齿轮；排挡；工具；装备 v. 调整；使适应于；以齿轮连起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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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genocidal 1 [,dʒenəu'saidəl] adj.集团屠杀的，种族灭绝的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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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185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186 governing 1 ['gʌvəniŋ] adj.有统治、控制或治理权力的 v.统治（govern的ing形式）；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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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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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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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hate 1 [heit] vt.憎恨；厌恶；遗憾 vi.仇恨 n.憎恨；反感 n.(Hate)人名；(法)阿特

191 hein 1 [æŋ] int.（法语）啊；嗯（等于eh） n.(Hein)人名；(捷、英、德、瑞典、芬、荷、匈)海因

192 hero 1 ['hiərəu] n.英雄；男主角，男主人公

193 historic 1 [his'tɔrik] adj.有历史意义的；历史上著名的

194 home 1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195 honor 1 ['ɔnə] n.荣誉；信用；头衔 vt.尊敬（等于honour）；给…以荣誉

196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197 hostilities 1 英 [hɒ'stɪləti] 美 [hɑ 'ːstɪləti] n. 敌意；敌对状态；公开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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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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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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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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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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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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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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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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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keeps 1 ['kiː ps] n. 生计；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

208 kick 1 [kik] vt.踢；反冲，朝后座 n.踢；反冲，后座力 vi.踢；反冲 n.(Kick)人名；(德)基克

209 kyaw 1 基奥

210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211 last 1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持，够用；持久 vt.度过，拖过；使维持 adv.最后地；上次，最近；最后一点 n.(Last)人名；(英、德、葡、罗、瑞典)拉斯特

212 league 1 [li:g] n.联盟；社团；范畴 vt.使…结盟；与…联合 vi.团结；结盟 n.(League)人名；(英)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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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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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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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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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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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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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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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lose 1 [lu:z] vt.浪费；使沉溺于；使迷路；遗失；错过 vi.失败；受损失 n.(Lose)人名；(英)洛斯；(德)洛泽

221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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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made 1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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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226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227 meanwhile 1 ['mi:nwail] adv.同时，其间 n.其间，其时

228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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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myo 1 abbr.肌（myoglobin） n.(Myo)人名；(缅)妙

231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232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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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Nobel 1 [nəu'bel] n.诺贝尔（瑞典化学家及发明家，发明炸药，创设诺贝奖）；诺贝尔（姓氏）

235 northern 1 ['nɔ:ðən] adj.北部的；北方的 n.北部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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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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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observation 1 [,ɔbzə:'veiʃən] n.观察；监视；观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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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OK 1 ['əu'kei, ,əu'kei, 'əukei] adj.好的；不错的 adv.行；很好 int.好；可以 vt.对…表示同意 n.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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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opened 1 v.打开，开启（open过去分词形式） adj.开的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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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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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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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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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parliament 1 ['pɑ:ləmənt] n.议会，国会

248 parties 1 英 ['pɑ tːi] 美 ['pɑ rːti] n. 聚会；宴会；政党；一伙人；[律]当事人 vi. 开派对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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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peter 1 vt.逐渐消失；耗尽 vi.使…精疲力竭 n.麻醉品；保险箱 n.彼得(男子名)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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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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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population 1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254 populations 1 [pɒpjʊ'leɪʃnz] 居群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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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postpone 1 [pəust'pəun, pə'sp-] vt.使…延期；把…放在次要地位；把…放在后面 vi.延缓，延迟；延缓发作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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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presence 1 ['prezəns] n.存在；出席；参加；风度；仪态

259 presidential 1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260 prize 1 [praiz] n.奖品；奖赏；战利品 vt.珍视；捕获；估价 adj.获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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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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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progress 1 ['prəugres, 'prɔ-, prəu'gres] n.进步，发展；前进 vi.前进，进步；进行 n.(Progress)人名；(赞)普罗格雷斯

263 protests 1 英 ['prəʊtest] 美 ['proʊtest] n. 抗议；反对 v. 抗议；反对；申明；断言

264 providing 1 [prəu'vaidiŋ] conj.假如，以…为条件 v.供给（provide的ing形式）；预备

265 rapport 1 [ræ'pɔ:t] n.密切关系，交往；和谐一致 n.(Rapport)人名；(英)拉波特

266 rebel 1 ['rebəl, ri'bel] vi.反叛；反抗；造反 n.反叛者；叛徒 adj.反抗的；造反的 n.(Rebel)人名；(德)雷贝尔；(英)里贝尔；(法)勒贝
尔

267 rebellions 1 n.对政府的（尤指武装）反抗( rebellion的名词复数 ); 造反; （对权威的）反抗; 背叛行为

268 recognized 1 ['rekəɡnaɪzd] adj. 公认的；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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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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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remove 1 [ri'mu:v] vt.移动，迁移；开除；调动 vi.移动，迁移；搬家 n.移动；距离；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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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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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research 1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275 restrictions 1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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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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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runs 1 [rʌnz] n.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

280 sai 1 n. 赛(中文汉字) abbr. 单指针自动同步指示器(=single autosyn indicator)

281 Sam 1 n.萨姆（男子名）

282 San 1 [sa:n] abbr.存储区域网（StorageAreaNetworking） n.(San)人名；(泰)讪；(俄、罗、刚)萨恩；(土、柬)桑；(缅)山

283 saw 1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284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285 seats 1 ['siː ts] n.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

286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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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self 1 [self] n.自己，自我；本质；私心 adj.同一的 vt.使自花授精；使近亲繁殖 vi.自花授精 n.(Self)人名；(英)塞尔夫

289 separatist 1 ['sepərətist] n.分离主义者；独立派 adj.分离主义者的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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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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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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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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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solidarity 1 [,sɔli'dæriti] n.团结，团结一致

296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97 stay 1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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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strongly 1 ['strɔŋli, 'strɔ:ŋ-] adv.强有力地；坚强地；激烈地；气味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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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supported 1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02 swar 1 斯瓦尔

303 tagaung 1 [地名] [缅甸] 太公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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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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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306 talks 1 ['tɔː ks] 会谈

307 TENS 1 十位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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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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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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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312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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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truly 1 ['tru:li] adv.真实地，不假；真诚地 n.(Truly)人名；(英)特鲁利

315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316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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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usd 1 abbr. 美元(=United States Dollar)

319 victory 1 ['viktəri] n.胜利；成功；克服 n.(Victory)人名；(西)维多利；(英)维克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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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voters 1 ['vəʊtəz] 选民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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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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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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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war 1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326 way 1 [wei] n.方法；道路；方向；行业；习惯 adv.大大地；远远地 adj.途中的 n.(Way)人名；(中)见Wei；(英、缅)韦

327 weight 1 [weit] n.重量，重力；负担；砝码；重要性 vt.加重量于，使变重 n.(Weight)人名；(英)韦特；(捷)魏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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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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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31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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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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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wyn 1 n.(Wyn)人名；(英)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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