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16 [As It Is] Thai Activists Again Take to Streets, Ignoring
Government Protest Ban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3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to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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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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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nd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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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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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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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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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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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protes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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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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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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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government 6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5 ha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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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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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ctivists 5 ['æktɪvɪsts] 积极分子

18 been 5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19 countr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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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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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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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motorcade 5 ['məutəkeid] n.汽车行列，车队

23 polic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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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roya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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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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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who 5 pron.谁；什么人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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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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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mergency 4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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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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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incident 4 ['insidənt] n.事件，事变；插曲 adj.[光]入射的；附带的；易发生的，伴随而来的

33 its 4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34 protesters 4 n.抗议者( protester的名词复数 ); 反对者; 拒绝者; 断言者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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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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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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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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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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ued 3 ['ɪʃu ]ː n. 议题；问题；期刊号；一次发行额；发行；<律>子女 v. 发表；公布；正式发给；发行；流出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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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k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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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leaders 3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45 led 3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46 ord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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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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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pres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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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several 3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50 sta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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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streets 3 [st'riː ts] 街道

52 Thursday 3 ['θə:zdi; -dei] n.星期四

53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54 Wednesday 3 ['wenzdi; -dei] n.星期三

55 action 2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56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57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58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59 arrests 2 [ə'rest] vt. 逮捕；拘留 n. 逮捕；拘留

60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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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away 2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63 ban 2 [bæn] vt.禁止，取缔 n.禁令，禁忌 n.(Ban)人名；(日)蕃(名)；(缅、老、柬)班；(东南亚国家华语)万；(法)邦；(中)饼(广东
话·威妥玛)；(德、塞、罗、阿拉伯)巴恩；(英)班恩

64 blown 2 [bləun] adj.吹制的，吹出的；开花的，盛开的；喘气的 v.风吹（blow的过去分词） n.(Blown)人名；(英)布洛恩

65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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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arrying 2 ['kærɪɪŋ] adj. 运送的；运输的 n. 运送；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

68 charge 2 [tʃɑ:dʒ] n.费用；电荷；掌管；控告；命令；负载 vt.使充电；使承担；指责；装载；对…索费；向…冲去 vi.充电；控
告；索价；向前冲；记在账上 n.(Charge)人名；(法)沙尔热；(英)查奇

69 city 2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70 constitution 2 n.宪法；体制；章程；构造；建立，组成；体格

71 crisis 2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72 criticism 2 ['krɪtɪsɪzəm] n.批评；考证；苛求

73 declared 2 [di'klεəd] adj.公然的；公开宣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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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demonstrators 2 n.游行示威者( demonstrator的名词复数 ); 证明者，示范者

76 e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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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faceboo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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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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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first 2 [fə:st] adv.第一；首先；优先；宁愿 n.第一；开始；冠军 adj.第一的；基本的；最早的 num.第一 n.(First)人名；(英)弗斯
特；(捷)菲尔斯特

80 fu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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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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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gathered 2 ['gæðəɒ] adj. 聚集的；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82 ground 2 n.地面；土地；范围；战场;根据 vt.使接触地面；打基础；使搁浅 vi.着陆；搁浅 adj.土地的；地面上的；磨碎的；磨
过的 v.研磨（grind的过去分词）；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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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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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involving 2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86 kneel 2 [ni:l] vi.跪下，跪

87 laws 2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88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89 media 2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90 minister 2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91 montesano 2 n. 蒙特萨诺(在美国；西经 123º36' 北纬 46º58')

92 move 2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93 moved 2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4 movement 2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95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96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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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99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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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01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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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pa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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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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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past 2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105 pow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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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pr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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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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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protester 2 [prəu'testə] n.抗议者；反对者；持异议者

109 protests 2 英 ['prəʊtest] 美 ['proʊtest] n. 抗议；反对 v. 抗议；反对；申明；断言

110 shopping 2 ['ʃɔpiŋ] n.购物，买东西 v.购物（shop的ing形式）

111 social 2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112 spokesman 2 ['spəuksmən] n.发言人；代言人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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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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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t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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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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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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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thousands 2 ['θaʊzndz] n. 数千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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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22 under 2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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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unprecedented 2 [,ʌn'presidəntid] adj.空前的；无前例的

124 video 2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125 VOA 2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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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accuse 1 [ə'kju:z] vt.控告，指控；谴责；归咎于 vi.指责；控告

128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129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130 affect 1 [ə'fekt, 'æfekt] vt.影响；感染；感动；假装 vi.倾向；喜欢 n.情感；引起感情的因素

131 AFP 1 n. 法新社 (=Agence France Presse)；【医】甲胎蛋白（= alpha feto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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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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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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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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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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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139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40 am 1 abbr.调频，调谐，调幅（amplitudemodulation） vi.（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 aux.（与v-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与v-
ed连用构成被动语态） n.（柬）安（人名）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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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143 ap 1 abbr.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Press）；空气污染（AirPollution）；大气规划（AirProgram）；汇编程序
（AssemblyProgram） n.(Ap)人名；(中)鸭(广东话·威妥玛)

144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5 arms 1 [a:mz] n.臂（arm的复数）；[军]武器；纹章 v.武装；配备（arm的三单形式） n.(Arms)人名；(英)阿姆斯

146 army 1 ['ɑ:mi] n.陆军，军队

147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48 attempting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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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avoided 1 [ə'vɔɪdɪd] adj. 避免了 动词avoi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51 bangkok 1 [bæŋˈkɔk] n.曼谷（泰国首都）

152 banned 1 [bæn] v. 禁止；剥夺权利 n. 禁令；禁止

153 bars 1 [bɑːz] n. 马齿龈 名词bar的复数形式.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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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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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belonging 1 [bi'lɔŋiŋ] n.所有物；行李；附属物

158 body 1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159 breaking 1 ['breikiŋ] n.破坏；阻断 v.破坏（break的ing形式）

160 buying 1 n.买进 v.购买；获得；收买（buy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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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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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64 captured 1 英 ['kæptʃə(r)] 美 ['kæptʃər] vt. 捕获；占领；夺取；吸引；(用照片等)留存 n. 捕获；战利品

165 cars 1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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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changes 1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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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169 cheered 1 [tʃiəd] 欢呼，动词che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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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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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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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conservative 1 [kən'sə:vətiv] adj.保守的 n.保守派，守旧者

174 contact 1 n.接触，联系 vt.使接触，联系 vi.使接触，联系

175 coronavirus 1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176 coverings 1 ['kʌvərɪŋz] n. 覆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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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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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dealing 1 ['di:liŋ] n.交易；行为

181 declaration 1 [,deklə'reiʃən] n.（纳税品等的）申报；宣布；公告；申诉书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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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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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demonstrations 1 [demənst'reɪʃnz] n. 课堂演示；示范 名词demonstration的复数形式.

185 denied 1 [dɪ'naɪəd] adj. 被否认的；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6 deny 1 [di'nai] vt.否定，否认；拒绝给予；拒绝…的要求 vi.否认；拒绝

187 detain 1 [di'tein] vt.拘留；留住；耽搁

188 detained 1 [dɪ'teɪn] vt. 扣留；拘押；耽搁；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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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direct 1 [di'rekt, dai-] adj.直接的；直系的；亲身的；恰好的 vt.管理；指挥；导演；指向 vi.指导；指挥 adv.直接地；正好；按直系
关系

191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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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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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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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drive 1 [draiv] vi.开车；猛击；飞跑 vt.推动，发动（机器等）；驾驶（马车，汽车等）；驱赶 n.驱动器；驾车；[心理]内驱力，
推进力；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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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97 electronic 1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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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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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201 everything 1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202 experienced 1 [ik'spiəriənst] adj.老练的，熟练的；富有经验的

203 express 1 [ik'spres] vt.表达；快递 adj.明确的；迅速的；专门的 n.快车，快递，专使；捷运公司

204 face 1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205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206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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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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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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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following 1 ['fɔləuiŋ] adj.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n.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v.跟随；沿行（follow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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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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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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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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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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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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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219 gathering 1 ['gæðəriŋ] n.聚集；集会；收款 v.聚集（gather的ing形式）

220 gatherings 1 ['ɡæðərɪŋz] n. 聚集，集会（名词gathering的复数形式）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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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Germany 1 ['dʒə:məni] n.德国

223 gesture 1 ['dʒestʃə] n.姿态；手势 vi.作手势；用动作示意 vt.用动作表示

224 gesturing 1 英 ['dʒestʃə(r)] 美 ['dʒestʃər] n. 手势；姿势 v. 作手势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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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227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228 hands 1 n.[解剖]手（hand的复数） v.给，传递（hand的单三形式） n.(Hands)人名；(英)汉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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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happening 1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231 he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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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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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helicopter 1 ['helikɔptə] n.[航]直升飞机 vi.[航]乘直升飞机 vt.由直升机运送

234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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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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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ignoring 1 英 [ɪɡ'nɔː (r)] 美 [ɪɡ'nɔː r] vt. 忽视；不理；不顾

238 images 1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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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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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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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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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insult 1 [in'sʌlt] vt.侮辱；辱骂；损害 n.侮辱；凌辱；无礼

244 insulted 1 [ɪn'sʌlt] n. 侮辱；辱骂；冒犯 vt. 侮辱；辱骂；凌辱

245 interfere 1 [,intə'fiə] vi.干涉；妨碍；打扰 vt.冲突；介入

246 isak 1 伊萨克

247 iseas 1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东南亚研究所

248 just 1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249 knee 1 [ni:] n.膝盖，膝 vt.用膝盖碰 n.(Knee)人名；(英)尼

250 language 1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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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largely 1 ['lɑ:dʒli] adv.主要地；大部分；大量地

253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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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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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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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leave 1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259 lie 1 [lai] vi.躺；说谎；位于；展现 vt.谎骗 n.谎言；位置 n.(Lie)人名；(罗、挪、瑞典)利；(中)李(普通话·威妥玛)

260 limited 1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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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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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maha 1 ['mɑːhɑ ]ː [斯]紫面叶猴

264 major 1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265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266 marched 1 英 [mɑ tːʃ] 美 [mɑ rːtʃ] n. 行军；行进；游行示威；稳步前进；进行曲 v. 行进；前进；进发；使同行；游行示威 March n.
三月

267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268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269 meters 1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270 Michael 1 ['maikəl] n.迈克尔（男子名）

271 military 1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272 moment 1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273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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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motor 1 ['məutə] n.发动机，马达；汽车 adj.汽车的；机动的 vi.乘汽车 vt.以汽车载运

276 motorcades 1 n.一长列汽车，（汽）车队( motorcade的名词复数 )

277 moves 1 [muːv] n.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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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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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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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ocha 1 (=ochratoxin A) 赭曲毒素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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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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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286 onto 1 ['ɔntu, -tə] prep.在…之上；对…了解；映射到…上 adj.映射的；自身的；映成的

287 ordered 1 ['ɔ:dəd] adj.[数]有序的；整齐的；安排好的 v.命令；点餐（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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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otherwise 1 adv.否则；另外；在其他方面 adj.另外的；其他方面的；原本，本来 conj.其他；如果不；然后

290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291 over 1 ['əuvə] adv.结束；越过；从头到尾 prep.越过；在…之上；遍于…之上 adj.结束的；上面的 vt.越过 n.(Over)人名；(俄、
西、土)奥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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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photos 1 英 ['fəʊtəʊ] 美 ['foʊtoʊ] n. 照片 v. 拍照

294 pleasure 1 ['pleʒə, 'plei-] n.快乐；希望；娱乐；令人高兴的事 vt.使高兴；使满意 vi.高兴；寻欢作乐

295 Powers 1 n.能天使；力天使

296 presse 1 Die Presse (German-Neue Freie Presse)-Vienna's Press (德语)维也纳通信社

297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298 prison 1 ['prizən] n.监狱；监禁；拘留所 vt.监禁，关押 n.(Prison)人名；(德)普里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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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program 1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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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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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publication 1 [,pʌbli'keiʃən] n.出版；出版物；发表

303 pushed 1 [puʃt] adj.处于窘境的；为难的；推挤现象的 v.推；挤；逼迫（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4 pushing 1 ['puʃiŋ] adj.奋斗的；莽撞的；有精力的；富有进取心的 n.推挤；推人犯规（篮球术语） v.推；促进；逼迫（push的ing
形式）

305 questioned 1 ['kwestʃən] n. 问题；疑问 v. 询问；怀疑

306 reasonable 1 ['ri:zənəbl] adj.合理的，公道的；通情达理的

307 reasons 1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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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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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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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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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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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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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resignation 1 [,rezig'neiʃən] n.辞职；放弃；辞职书；顺从

315 respect 1 [ri'spekt] n.尊敬，尊重；方面；敬意 vt.尊敬，尊重；遵守

316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317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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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royalist 1 ['rɔiəlist] n.保皇主义者；保皇党人 adj.保皇主义的；保皇党人的

320 royals 1 Royals Stadium, Kansas City, Missoori 密苏里洲堪萨斯城皇家露天体育场

321 ru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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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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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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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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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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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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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seized 1 ['siː zd] adj. 查封的，扣押的 v. 逮住，抓住，咬住（动词seize的过去式,动词seiz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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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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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shouting 1 ['ʃəutiŋ] n.大喊大叫 vi.大喊大叫（shout的现在分词）

331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332 sign 1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333 silence 1 ['sailəns] n.沉默；寂静；缄默；不谈；无声状态 vt.使沉默；使安静；压制；消除噪音 int.安静！；别作声！

334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335 Singapore 1 [,siŋgə'pɔ:] n.新加坡

336 sit 1 [sit] vi.坐；位于 vt.使就座 n.(Si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硕；(罗)西特

337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338 slowly 1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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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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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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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spends 1 [s'pendz] n. 开支，花费（spend的复数形式） v. 花费（动词spen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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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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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strict 1 [strikt] adj.严格的；绝对的；精确的；详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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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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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349 surprised 1 [sə'praizd] adj.感到惊讶的，出人意料的 v.使惊奇（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

350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51 taboo 1 [tə'bu:, tæ-] n.禁忌；禁止 adj.禁忌的；忌讳的 vt.禁忌；禁止

352 taboos 1 [tə'buːz] n. 禁忌；忌讳 名词taboo的复数形式.

353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354 temporarily 1 ['tempərərili, ,tempə'rεə-] adv.临时地，临时

355 TENS 1 十位

356 territory 1 ['teritəri] n.领土，领域；范围；地域；版图

357 thais 1 n.泰国人（Thai的复数）；泰伊思（歌剧名）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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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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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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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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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thousand 1 ['θauzənd] n.一千；一千个；许许多多 adj.成千的；无数的

363 through 1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364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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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unheard 1 [,ʌn'hə:d] adj.听不到的；未被倾听的；不予理睬的

367 unlike 1 [,ʌn'laik] adj.不同的，不相似的 prep.和…不同，不像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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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us 1 pron.我们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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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72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73 vajiralongkorn 1 哇集拉隆功

374 vehicles 1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375 violating 1 ['vaɪəleɪt] v. 侵犯；违反；扰乱；亵渎；强奸

376 violation 1 [,vaiə'leiʃən] n.违反；妨碍，侵害；违背；强奸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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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waiting 1 ['weitiŋ] n.等待；服侍 adj.等待的；服侍的 v.等待；伺候（wait的ing形式）；延缓 n.(Waiting)人名；(英)韦廷

379 walk 1 [wɔ:k] n.步行，走；散步 vt.散步；走过 vi.走，步行；散步 n.(Walk)人名；(德、葡)瓦尔克；(英)沃克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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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 wealth 1 [welθ] n.财富；大量；富有

382 wearing 1 [wεə riŋ, wεərŋ, 'wεəriŋ] adj.磨损的；穿用的；令人疲倦的 v.穿着；磨损（wear的ing形式） n.(Wearing)人名；(英)韦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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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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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386 whose 1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387 widely 1 ['waidli] adv.广泛地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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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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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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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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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92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93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94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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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