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1-07 [As It Is] A Crushed Student Movement, Little Hope
Before Myanmar's Election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n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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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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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is 1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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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for 1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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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government 9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0 Myanmar 9 ['mjænmɑ:] n.缅甸（东南亚国家）

11 sh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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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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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rmy 6 ['ɑ:mi] n.陆军，军队

14 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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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military 6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16 mo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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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not 6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8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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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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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1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2 Aung 5 n.(Aung)人名；(缅)昂

23 conflict 5 [kən'flikt, 'kɔnflikt] n.冲突，矛盾；斗争；争执 vi.冲突，抵触；争执；战斗

24 ethnic 5 ['eθnik] adj.种族的；人种的

25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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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hnin 5 宁

28 Kyi 5 n.(Kyi)人名；(缅)枝(女名)，基(男名)

29 nld 5 ['en'eld'iː ] (=nasolacrimal duct) 鼻泪管,(=necrobiosis lipoidica diabeticorum) (拉)糖尿病脂性渐进性环死

30 rakhine 5 n.若干（缅甸地名）

31 S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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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students 5 [st'juːdnts] 学生

33 Suu 5 Suspension Unit,悬挂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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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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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een 4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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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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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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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lection 4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40 group 4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41 h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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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n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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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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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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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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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Burma 3 ['bə:mə] n.缅甸（东南亚国家）

47 democracy 3 [di'mɔkrəsi] n.民主，民主主义；民主政治

48 did 3 [did] v.做（do的过去式）

49 h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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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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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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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eader 3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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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organization 3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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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s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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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says 3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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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there 3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60 war 3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61 were 3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62 who 3 pron.谁；什么人

63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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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across 2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66 agency 2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67 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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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another 2 [ə'nʌðə] adj.又一，另一；另外的；不同的 pron.另一个；又一个 prep.另一个；另一个人

69 Arakan 2 若开

70 arm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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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Bangladesh 2 [,ba:ŋglə'deʃ] n.孟加拉国（亚洲国家）

72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73 began 2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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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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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crackdown 2 ['krækdaun] n.镇压；（美）制裁；强制取缔；惩罚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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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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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pected 2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80 failed 2 [feild] adj.已失败的，不成功的 v.失败，不成功（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1 federation 2 ['fedəreiʃən] n.联合；联邦；联盟；联邦政府

82 fight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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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gener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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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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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gi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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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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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howe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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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instead 2 adv.代替；反而；相反

88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89 leaflet 2 ['li:flit] n.小叶；传单

90 leaflets 2 ['liː flət] n. 小叶；传单 v. 散发传单

91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92 Members 2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93 mischief 2 ['mistʃif] n.恶作剧；伤害；顽皮；不和

94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95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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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per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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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promi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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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puppet 2 ['pʌpit] n.木偶；傀儡；受他人操纵的人

100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01 rohingyas 2 罗兴迦人

102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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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serious 2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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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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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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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sto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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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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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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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Sunday 2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111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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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Tudor 2 ['tju:də] adj.都铎式建筑式样的；都铎王朝的 n.英国都铎王朝

113 union 2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114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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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usually 2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116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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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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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accusation 1 [,ækju:'zeiʃən] n.控告，指控；谴责

120 achieve 1 vt.取得；获得；实现；成功 vi.达到预期的目的，实现预期的结果，如愿以偿

121 acted 1 ['æktɪd] v. 行动；假装；表演；扮演；充当（动词a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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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activists 1 ['æktɪvɪsts] 积极分子

124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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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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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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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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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affected 1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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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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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aim 1 vt.目的在于；引导；把…对准 vi.打算；对准目标；瞄准 n.目的；目标；对准

133 allowed 1 adj.允许，容许的 v.允许；认可（allow的过去分词）

134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35 annoying 1 [ə'nɔiiŋ] adj.讨厌的；恼人的 v.骚扰（annoy的ing形式）

136 answer 1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137 anti 1 ['ænti, -tai] adj.反对的 n.反对者，反对论者 n.(Anti)人名；(意)安蒂；(阿拉伯)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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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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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arrest 1 [ə'rest] vt.逮捕；阻止；吸引 n.逮捕；监禁 n.(Arrest)人名；(德)阿雷斯特

141 attacking 1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142 attempt 1 [ə'tempt] n.企图，试图；攻击 vt.企图，试图；尝试

143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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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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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behavior 1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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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believing 1 [bi'li:viŋ] adj.有信仰的；信任他人的 v.相信（believe的ing形式）；认为

150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
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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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blames 1 [bleɪm] vt. 责备；把 ... 归咎于 n. 责备；过失

153 Borders 1 n.鲍德斯（公司名，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

154 boycott 1 ['bɔikɔt] vt.联合抵制；拒绝参加 n.联合抵制 n.(Boycott)人名；(英)博伊科特

155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156 burning 1 ['bə:niŋ] adj.燃烧的；强烈的；发热的 n.燃烧 vi.燃烧（burn的现在分词）

157 call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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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campaigns 1 [kæm'peɪn] n. 运动；战役；活动；竞选运动 v. 参加竞选；从事运动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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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61 Caty 1 卡蒂

162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163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164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165 changes 1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166 charges 1 [t'ʃɑːdʒɪz] n. 费用

167 choosing 1 v.选择；决定（choose的ing形式）

168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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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civilians 1 n. 平民；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

171 comm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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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173 condemned 1 [kən'demd] adj.已被定罪的；被责难的

174 condemning 1 [kən'dem] vt. 谴责；判刑

175 conflicts 1 英 ['kɒnflɪkt] 美 ['kɑːnflɪkt] n. 冲突；战斗；矛盾；斗争 vi. 冲突；抵触；争执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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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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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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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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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cost 1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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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183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184 crushed 1 [krʌʃt] adj. 压碎的；碾碎的；起皱的 动词cr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5 damage 1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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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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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defenders 1 [dɪ'fendəz] 后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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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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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denies 1 [dɪ'naɪ] vt. 否认；拒绝承认；拒绝给予；自制

192 detention 1 [di'tenʃən] n.拘留；延迟；挽留

193 dictatorships 1 n.独裁，专政( dictatorship的名词复数 ); 独裁统治的国家

194 disillusionment 1 [,disi'lju:ʒənmənt] n.幻灭；醒悟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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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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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198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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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conomic 1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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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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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nemy 1 ['enimi] n.敌人，仇敌；敌军 adj.敌人的，敌方的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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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206 expectations 1 [ekspek'teɪʃnz] 预期继承的遗产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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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209 fail 1 [feil] vi.失败，不及格；破产；缺乏；衰退 vt.不及格；使失望；忘记；舍弃 n.不及格 n.(Fail)人名；(葡、捷)法伊尔；(法)法
伊

210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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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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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flee 1 [fli:] vi.逃走；消失，消散 vt.逃跑，逃走；逃避

213 folded 1 ['fəuldid] v.折叠；交叉合拢；失败垮台；把牲畜关在栏中（fold的过去分词） adj.折叠的；褶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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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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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freeze 1 [fri:z] vi.冻结；冷冻；僵硬 vt.使…冻住；使…结冰 n.冻结；凝固 n.(Freeze)人名；(英)弗里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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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219 genocidal 1 [,dʒenəu'saidəl] adj.集团屠杀的，种族灭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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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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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girl 1 n.女孩；姑娘，未婚女子；女职员，女演员；（男人的）女朋友 n.（捷）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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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224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225 Greater 1 ['greitə] adj.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

226 grew 1 [gru:] v.成长，种植（grow的过去式） n.(Grew)人名；(芬)格雷夫；(英、葡)格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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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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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230 hardship 1 ['hɑ:dʃip] n.困苦；苦难；艰难险阻

231 harm 1 [hɑ:m] n.伤害；损害 vt.伤害；危害；损害 n.(Harm)人名；(德)哈尔姆

232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233 hiding 1 ['haidiŋ] n.隐匿；躲藏处；殴打 n.(Hiding)人名；(瑞典)希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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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holds 1 英 [həʊldz] 美 [hoʊldz] n. 货舱；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

236 homes 1 英 [həʊm] 美 [hoʊm] n. 家；家庭；收容所；栖息地；发源地 adv. 在家；回家；在国内；回国；正中目标 adj. 家用的；国
内的；总部的；（比赛）主场的 v. 提供住处；朝向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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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horsey 1 ['hɔ:si] adj.马的；似马的（等于sorsy）

239 impossible 1 [im'pɔsəbl] adj.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的；难以忍受的；不真实的 n.不可能；不可能的事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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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intent 1 [in'tent] n.意图；目的；含义 adj.专心的；急切的；坚决的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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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244 jailed 1 ['dʒeɪld] adj. 监禁的；拘留的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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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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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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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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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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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laws 1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252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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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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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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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lift 1 [lift] vt.举起；提升；鼓舞；空运；抄袭 vi.消散；升起；耸立 n.电梯；举起；起重机；搭车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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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lived 1 [livd, 'laivd] adj.有生命的 v.居住（live的过去分词）；活着；度过；以…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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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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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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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march 1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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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maya 1 ['maiə] n.马雅人；马雅语 adj.马雅人的；马雅语的

264 meant 1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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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267 men 1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268 met 1 [met] v.遇见（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et)人名；(瑞典)梅特

269 ministers 1 英 ['mɪnɪstə(r)] 美 ['mɪnɪstər] n. 外交使节；部长；大臣；牧师 v. 照顾；给予帮助

270 minorities 1 英 [maɪ'nɒrəti] 美 [maɪ'nɔː rəti] n. 少数；少数民族；未成年

271 monk 1 [mʌŋk] n.僧侣，修道士；和尚 n.(Monk)人名；(柬)蒙；(德、法、英)蒙克

272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73 movement 1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274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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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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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278 natural 1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279 nine 1 [nain] n.九，九个 num.九；九个 adj.九的，九个的 n.(Nine)人名；(塞)尼内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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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nothing 1 ['nʌθiŋ] neg.没什么；毫不 n.无；零；不关紧要之事 adv.毫不；决不 pron.无事；无物 int.什么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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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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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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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opposition 1 [,ɔpə'ziʃən] n.反对；反对派；在野党；敌对

286 Oxford 1 ['ɔksfəd] n.牛津大学；牛津（英国城市）

287 paper 1 ['peipə] n.纸；论文；文件；报纸 adj.纸做的 vt.用纸糊；用纸包装 vi.贴糊墙纸；发交通违章传票 n.(Paper)人名；(俄)帕
佩尔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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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part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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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path 1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291 peace 1 [pi:s] n.和平；平静；和睦；秩序 n.(Peace)人名；(英)皮斯

292 peoples 1 ['piː plz] n. 民族

293 plan 1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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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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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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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popularity 1 [,pɔpju'lærəti] n.普及，流行；名气；受大众欢迎

298 Powers 1 n.能天使；力天使

299 printed 1 adj.印刷的；印花样的；已印好的 v.[印刷]印刷；出版（print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铭记

300 prison 1 ['prizən] n.监狱；监禁；拘留所 vt.监禁，关押 n.(Prison)人名；(德)普里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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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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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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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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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pull 1 [pul] vt.拉；拔；拖 vi.拉，拖；拔 n.拉，拉绳；拉力，牵引力；拖 n.(Pull)人名；(法)皮尔；(德、瑞典)普尔

306 punish 1 ['pʌniʃ] vt.惩罚；严厉对待；贪婪地吃喝 vi.惩罚

307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308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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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缅)布

309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310 raping 1 [reɪp] n. 强奸；蹂躏；破坏 v. 强奸；掠夺；蹂躏

311 realistic 1 [,riə'listik, ,ri:-] adj.现实的；现实主义的；逼真的；实在论的

312 rebellion 1 [ri'beljən] n.叛乱；反抗；谋反；不服从

313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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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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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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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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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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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representatives 1 [reprɪ'zentətɪvz] n. 众议院议员；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

320 requests 1 [rɪ'kwest] n. 请求；要求 vt. 请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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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responsible 1 [ri'spɔnsəbl] adj.负责的，可靠的；有责任的

323 rest 1 [rest] vt.使休息，使轻松；把…寄托于 n.休息，静止；休息时间；剩余部分；支架 vi.休息；静止；依赖；安置 n.(Rest)人
名；(英、德、俄、捷、荷)雷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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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Richard 1 ['ritʃəd] n.理查德（男子名）

326 rightfully 1 ['raitfəli] adv.正当地；正直地

327 rising 1 ['raiziŋ] n.上升；起床；造反 adj.上升的；上涨的；新兴的 adv.接近 v.上升（rise的ing形式） n.(Rising)人名；(瑞典)里
辛；(英)赖辛

328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329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330 seem 1 [si:m] vi.似乎；像是；装作 n.(Seem)人名；(英)西姆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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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sentenced 1 ['sentəns] n. 句子；判决 vt. 宣判；判决

333 separated 1 ['sepəreitid] adj.分开的；分居；不在一起生活的 v.分开；隔开（sepa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34 shand 1 n. 尚德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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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sheet 1 [ʃi:t] n.薄片，纸张；薄板；床单 vt.覆盖；盖上被单；使成大片 vi.成片流动；大片落下 adj.片状的 n.(Sheet)人名；(英)希
特

337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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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society 1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340 solve 1 [sɔlv, sɔ:lv] vt.解决；解答；溶解 vi.作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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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strength 1 [streŋθ, streŋkθ] n.力量；力气；兵力；长处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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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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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346 sympathized 1 ['sɪmpəθaɪz] vi. 同情；同感；赞成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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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targeting 1 ['tɑːɡɪtɪŋ] n. 目标 动词target的现在分词形式.

349 teacher 1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350 teaches 1 ['tiː tʃɪz] v. 教；教导；教授；教训（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51 ten 1 [ten] num.十个，十 n.(Ten)人名；(英)坦恩；(意)泰恩；(柬)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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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TENS 1 十位

353 terrorist 1 ['terərist] n.恐怖主义者，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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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356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357 toward 1 [英 [tɔ:d, təʊrd, tə̍ wɔ:d] 美 [tɔrd, tord, təˈwɔrd]] prep.向；对于；为了；接近 adj.即将来到的，进行中的 n.(Toward)人名；
(英)特沃德

358 towards 1 [tə'wɔ:dz, tu-, 'təuədz, twɔ:dz] prep.朝，向；对于；有助于

359 towns 1 n. 汤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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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true 1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362 trust 1 ['trʌst] n.信任，信赖；责任；托拉斯 vt.信任，信赖；盼望；赊卖给 vi.信任，信赖；依靠 n.(Trust)人名；(英)特拉斯特

363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364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65 unite 1 [ju:'nait] vt.使…混合；使…联合；使…团结 vi.团结；联合；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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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368 unmarried 1 [,ʌn'mærid] adj.[法]未婚的；单身的；独身的 v.离婚（unmarry的过去分词）

369 unrealistically 1 adv. 不现实地(不实际地；与事实不符地)

370 unrest 1 [,ʌn'rest] n.不安；动荡的局面；不安的状态

371 urge 1 [ə:dʒ] vt.力劝，催促；驱策，推进 n.强烈的欲望，迫切要求；推动力 vi.强烈要求

372 valuable 1 ['væljuəbl] adj.有价值的；贵重的；可估价的 n.贵重物品

373 ve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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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victims 1 ['vɪktɪmz] n. 受害者 名词victim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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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villages 1 ['vilidʒəz] n. 村庄，村（名词village的复数形式）；<大写>比利亚赫斯（姓氏）

377 vo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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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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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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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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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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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winner 1 ['winə] n.胜利者 n.(Winner)人名；(英、德、瑞典)温纳

384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385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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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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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 written 1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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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 you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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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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