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18 [As It Is] Young Burmese Risking All to Fight Military
Leader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9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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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in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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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nd 3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5 of 2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6 gue 22 二弦琴

7 for 1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 tha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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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1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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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O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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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was 1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3 people 1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4 by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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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country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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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ha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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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hav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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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sh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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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be 9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0 he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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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i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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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o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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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sai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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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ha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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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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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government 7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27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8 junta 7 ['dʒʌntə] n.团体，派别 n.(Junta)人名；(日)润田(姓)；(西)洪塔

29 Kyi 7 n.(Kyi)人名；(缅)枝(女名)，基(男名)

30 many 7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31 years 7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2 against 6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33 an 6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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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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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Suu 6 Suspension Unit,悬挂装置

37 youn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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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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been 5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39 camp 5 [kæmp] vi.露营；扎营 vt.扎营；使扎营 n.露营 n.(Camp)人名；(英)坎普；(瑞典)坎普；(法)康

40 coup 5 [ku:] n.政变；妙计；出乎意料的行动；砰然的一击 vt.使…颠倒；使…倾斜 vi.推倒；倾斜；溢出 n.(Coup)人名；(法)库普

41 d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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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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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killed 5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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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since 5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46 tak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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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thei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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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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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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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groups 4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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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jungle 4 ['dʒʌŋgl] n.丛林，密林；危险地带 adj.丛林的；蛮荒的

53 leader 4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54 Myanmar 4 ['mjænmɑ:] n.缅甸（东南亚国家）

55 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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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sa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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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m 4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58 there 4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59 training 4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60 troops 4 n.[军]部队；[军]军队（troop的复数形式）

61 two 4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62 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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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Aung 3 n.(Aung)人名；(缅)昂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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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all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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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arried 3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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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d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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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February 3 ['februəri] n.二月

70 generation 3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71 h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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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hundreds 3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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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lef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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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librarian 3 [lai'brεəriən] n.图书馆员；图书管理员

76 Mandalay 3 ['mændəlei; ,mændə'lei] n.曼德勒（缅甸一座城市）

77 media 3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78 medical 3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79 money 3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80 months 3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81 never 3 ['nevə] adv.从未；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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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now 3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83 old 3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84 pla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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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political 3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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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reported 3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88 resistance 3 [ri'zistəns] n.阻力；电阻；抵抗；反抗；抵抗力

89 ru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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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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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streets 3 [st'riː ts] 街道

92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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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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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who 3 pron.谁；什么人

95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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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women 3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97 aapp 2 Auxiliary Airborne Power Plant 机载辅助动力装置

98 accord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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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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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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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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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an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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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anything 2 ['eniθiŋ] pron.任何事

104 April 2 ['eiprəl] n.四月

105 army 2 ['ɑ:mi] n.陆军，军队

106 arrested 2 [ə'restɪd] adj. 逮捕的 动词arr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7 Asia 2 ['eiʃə] n.亚洲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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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backpack 2 ['bækpæk] n.双肩背包，背包；远足用的背包 vt.挑运；把…放入背包 vi.背负简便行李旅行；挑运

110 became 2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111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112 Burmese 2 [,bə:'mi:z] adj.缅甸的；缅甸人的；缅甸语的 n.缅甸语；缅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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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civilian 2 [si'viljən] adj.民用的；百姓的，平民的 n.平民，百姓

115 community 2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116 control 2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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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daughter 2 ['dɔ:tə] n.女儿；[遗][农学]子代 adj.女儿的；子代的

119 early 2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120 elections 2 n. 选举，选举制；投票（election的复数形式）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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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fight 2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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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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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friends 2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126 guerrilla 2 [gə'rilə] n.游击战；游击队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27 him 2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128 institution 2 [,insti'tju:ʃən] n.制度；建立；（社会或宗教等）公共机构；习俗

129 internation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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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Jill 2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31 later 2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132 leadership 2 ['li:dəʃip] n.领导能力；领导阶层

133 led 2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34 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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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lives 2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36 m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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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men 2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138 minutes 2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139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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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nation 2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141 October 2 [ɔk'təubə] n.[天]十月

142 offered 2 ['ɒfəd] v. 提供；奉献；提议 vbl. 提供；奉献；提议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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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operation 2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145 organization 2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146 others 2 pron.其他人

147 phone 2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148 popular 2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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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quickly 2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151 rebe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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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report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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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54 reward 2 [ri'wɔ:d] n.[劳经]报酬；报答；酬谢 vt.[劳经]奖励；奖赏

155 rights 2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156 Robbins 2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157 seen 2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158 smartphones 2 [s'mɑ tːfəʊnz] 智能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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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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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spread 2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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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students 2 [st'juːdnts] 学生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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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tiring 2 ['taiəriŋ] adj.累人的；麻烦的；无聊的；引起疲劳的 v.厌倦；使劳累（tire的ing形式）；感到疲倦

166 today 2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167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68 university 2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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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uprising 2 ['ʌp,raiziŋ] n.起义；升起 adj.升起的 v.起义（uprise的ing形式）；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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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violence 2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172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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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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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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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Weeks 2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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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178 won 2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9 workers 2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180 working 2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181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182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183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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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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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accept 1 [ək'sept] vt.接受；承认；承担；承兑；容纳 vi.承认；同意；承兑

187 active 1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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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actors 1 ['æktəz] n.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

190 Acts 1 [ækts] abbr.声控遥测系统（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声控制与遥测系统
（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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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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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ancient 1 ['einʃənt] adj.古代的；古老的，过时的；年老的 n.古代人；老人

194 ano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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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appearance 1 [ə'piərəns] n.外貌，外观；出现，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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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appendix 1 [ə'pendiks] n.附录；阑尾；附加物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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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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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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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arrived 1 [a'raɪvd] adj.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2 artists 1 英 ['a:tists] 美 ['ɑ:tists] n. 艺术家（名词artist的复数形式）

203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204 assistance 1 [ə'sistəns] n.援助，帮助；辅助设备

205 association 1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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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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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awake 1 [ə'weik] vi.觉醒，意识到；醒来；被唤起 vt.唤醒；使觉醒；激起，唤起 adj.醒着的

209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210 bag 1 [[bæg] n.袋；猎获物；（俚）一瓶啤酒 vt.猎获；把…装入袋中；占据，私吞；使膨大 vi.松垂

211 bank 1 [bæŋk] n.银行；岸；浅滩；储库 vt.将…存入银行；倾斜转弯 vi.堆积；倾斜转弯 n.(Bank)人名；(英、德、俄)班克；(法、
匈)邦克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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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basic 1 ['beisik] adj.基本的；基础的 n.基础；要素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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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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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216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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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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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begun 1 [bi'gʌn] v.开始（begin的过去分词） n.(Begun)人名；(俄)别贡；(英)贝根

220 believes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221 be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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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bo 1 [bəu] abbr.分支机构（branchoffice）；狐臭（BodyOdor）；戏院售票房（BoxOffice）；原油（BaseOil） n.(Bo)人名；(中)步
(广东话·威妥玛)；(中)柏(普通话·威妥玛)；(瑞典)布；(意、葡、刚(金)、柬)博；(老)保

223 books 1 ['bʊks] n. 帐目；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

224 borrowed 1 英 [bɒrəʊd] 美 [bɒroʊd] adj. 借来的；引入的；抄袭的 动词borrow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形式.

225 Bridges 1 ['bridʒiz] n.布里奇斯（姓氏）

226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227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228 bus 1 [bʌs] n.公共汽车 乘公共汽车

229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230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231 campaign 1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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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capture 1 vt.俘获；夺得；捕捉，拍摄,录制 n.捕获；战利品，俘虏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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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carrying 1 ['kærɪɪŋ] adj. 运送的；运输的 n. 运送；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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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238 century 1 ['sentʃuri] n.世纪，百年；（板球）一百分

239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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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choice 1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242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243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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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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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co 1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247 colonial 1 [kə'ləunjəl] n.殖民地居民 adj.殖民地的，殖民的

248 come 1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249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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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252 contacts 1 英 ['kɒntækts] 美 ['kɑntækts] n. 联系人；触体 名词contac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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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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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creative 1 [kri'eitiv] adj.创造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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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daily 1 ['deili] adj.日常的；每日的 n.日报；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日常地；每日；天天 n.(Daily)人名；(英)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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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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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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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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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decided 1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262 declared 1 [di'klεəd] adj.公然的；公开宣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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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defense 1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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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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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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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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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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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dreamed 1 [dri:md] 梦想，幻想（dream的过去分词）

271 dressed 1 ['dresid] adj.穿好衣服的；打扮好的；去内脏及分割加工好的（特指动物，如鱼，禽类等） v.装饰；给…穿衣；布置
（dress的过去分词）

272 drew 1 [dru:] v.牵引（draw的过去式）；描绘；起草 n.(Drew)人名；(英)德鲁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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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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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ateries 1 ['iː təri] n. 小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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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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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279 emergency 1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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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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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283 equipped 1 [ɪk'wɪpt] v. 装备；整装；预备 vbl. 装备；整装；预备

284 established 1 [i'stæbliʃt] adj.确定的；已制定的，已建立的

285 ethnic 1 ['eθnik] adj.种族的；人种的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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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vening 1 ['i:vniŋ] n.晚上；傍晚；（联欢性的）晚会；后期 adj.在晚上的；为晚上的；晚上用的 int.晚上好（等于goodevening）

288 faceboo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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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faces 1 ['feɪsɪz] n.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

290 famous 1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291 federalism 1 ['fedərəlizəm] n.联邦制；联邦主义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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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fighters 1 歼击机

294 final 1 ['fainl] adj.最终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 n.决赛；期末考试；当日报纸的末版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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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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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299 foreign 1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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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forest 1 ['fɔrist] vt.植树于，使成为森林 n.森林 n.(Forest)人名；(法)福雷；(英、西)福雷斯特

301 forget 1 [fə'gɛt] vt.忘记；忽略 vi.忘记 n.(Forget)人名；(法)福尔热

302 formed 1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303 founder 1 ['faundə] vi.失败；沉没；倒塌；变跛 vt.破坏；使摔倒；垮掉 n.创始人；建立者；翻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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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freed 1 [f'riː d] adj. 释放的 动词fre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06 freedom 1 ['fri:dəm] n.自由，自主；直率 n.(Freedom)人名；(英)弗里德姆

307 function 1 ['fʌŋkʃən] n.功能；[数]函数；职责；盛大的集会 vi.运行；活动；行使职责

308 gaining 1 ['geɪnɪŋ] n. 开槽 动词gain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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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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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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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g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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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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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governance 1 ['gʌvənəns] n.管理；统治；支配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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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grou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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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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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grown 1 [grəun] adj.长大的；成年的；长满某物的 v.生长；变成；栽培（grow的过去分词）

319 growth 1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320 guide 1 [gaid] n.指南；向导；入门书 vt.引导；带领；操纵 vi.担任向导 n.(Guide)人名；(法、葡)吉德

321 guns 1 ['ɡʌnz] 枪炮

322 harder 1 [ha:də] adj.更难的；更努力的；更坚固的（hard的比较级） n.(Harder)人名；(英、德、瑞典)哈德

323 haven 1 ['heivən] n.港口；避难所，安息所 vt.为……提供避难处；安置……于港中 n.(Haven)人名；(英)黑文

324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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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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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329 herself 1 [hə:'self] pron.她自己（she的反身代词）；她亲自

330 hidden 1 ['hidən] adj.隐藏的 v.隐藏，躲藏（hide的过去分词） n.(Hidden)人名；(英)希登

331 hide 1 [haid] vt.隐藏；隐瞒；鞭打 vi.隐藏 n.躲藏；兽皮；躲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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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hlaing 1 兰

334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335 holding 1 ['həuldiŋ] n.举办；支持 v.召开；担任（hold的ing形式）；握住 n.(Holding)人名；(英)霍尔丁

336 hometown 1 ['həum'taun] n.家乡；故乡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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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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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house 1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名；(英)豪斯

340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341 ideas 1 观念

342 imprisoned 1 [ɪm'prɪzn] v. 监禁；关押；束缚

343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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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increasing 1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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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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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infected 1 [in'fektid] adj.被感染的 v.传染（infect的过去分词）

348 informers 1 [ɪn'fɔː məz] 线人

349 infrastructure 1 ['infrə,strʌktʃə] n.基础设施；公共建设；下部构造

350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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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investment 1 [in'vestmənt] n.投资；投入；封锁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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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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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56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357 kyat 1 [kjɑ:t] n.元（缅甸货币单位）；值一元之硬币

358 laborers 1 ['læbɔː ərz] 劳动者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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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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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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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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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library 1 ['laibrəri] n.图书馆，藏书室；文库

364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365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366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367 local 1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368 l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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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longtime 1 ['lɔŋtaim, 'lɔ:ŋ-] adj.长时间的；为时甚久的 adv.长久地

370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
(英)卢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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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mcpherson 1 麦克弗森（人名）

373 me 1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374 medicine 1 ['medisin] n.药；医学；内科；巫术 vt.用药物治疗；给…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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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message 1 ['mesidʒ] n.消息；差使；启示；预言；广告词 vi.报信，报告；[通信]报文 vt.通知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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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million 1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379 min 1 分钟(minute)

380 minority 1 n.少数民族；少数派；未成年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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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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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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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 muslim 1 ['muzlim; 'mʌz-] n.穆斯林；穆罕默德信徒 adj.伊斯兰教的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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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naing 1 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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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389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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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newest 1 [nu ɪːst] adj. 最新的 形容词new的最高级形式.

392 newly 1 ['nju:li] adv.最近；重新；以新的方式

393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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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96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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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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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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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operating 1 ['ɔpəreitiŋ] adj.操作的；[外科]外科手术的 v.操作（operate的ing形式）；动手术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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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organize 1 ['ɔ:gənaiz] vt.组织；使有系统化；给予生机；组织成立工会等 vi.组织起来；成立组织

403 organizing 1 v.组织（organize的ing形式）；使有机化 n.组织 adj.组织上的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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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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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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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 overthrowing 1 英 ['əʊvəθrəʊ] 美 ['oʊvərθroʊ] v. 推翻；打倒；颠覆；[体]高投 n. 推翻；瓦解；颠覆；[体]高投

408 pain 1 [pein] n.疼痛；努力 vt.使…痛苦；使…烦恼 vi.感到疼痛；引起疼痛 n.(Pain)人名；(意)帕因；(俄)派因；(法)潘；(英)佩因

409 parents 1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410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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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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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pay 1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413 payment 1 ['peimənt] n.付款，支付；报酬，报答；偿还；惩罚，报应

414 pdf 1 [ˌpiː diː 'ef] abbr. 可移植文档格式(=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415 peacefully 1 adv.平静地；和平地

416 performing 1 [pə'fɔ:miŋ] adj.表演的；履行的 v.表演（perform的ing形式）；履行

417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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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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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planning 1 ['plæniŋ] n.规划；计划编制 v.计划；设计；预期（plan的ing形式）

420 plants 1 [p'lɑːnts] n. 植物花卉；工厂（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 v. 种植；设立；建立；安插；栽赃（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
式）

421 please 1 [pli:z] vt.使喜欢；使高兴，使满意 vi.讨人喜欢；令人高兴 int.请（礼貌用语）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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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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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poorly 1 ['puəli, 'pɔ:-] adv.贫穷地；贫乏地；不充分地 adj.身体不舒服的；心情恶劣的

425 poppy 1 ['pɔpi] n.罂粟花；罂粟属植物；深红色 adj.罂粟科的

426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427 predicting 1 [prɪ'dɪkt] v. 预言；预报；预知；预测

428 prep 1 [prep] n.预备；预习；准备功课 vi.上预备学校；作好准备 vt.使准备好；使（病人）准备接受手术 abbr.准备
（preparation）；预备的（preparatory）；前置词（preposition） n.(Prep)人名；(俄)普列普

429 prepared 1 adj.准备好的 v.准备（prepare的过去分词）

430 price 1 [prais] n.价格；价值；代价 vt.给……定价；问……的价格 n.(Price)人名；(英)普赖斯；(法)普里斯；(葡、瑞典)普里塞

431 prisoners 1 服刑人员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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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433 properly 1 ['prɔpəli] adv.适当地；正确地；恰当地

434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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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 protesters 1 n.抗议者( protester的名词复数 ); 反对者; 拒绝者; 断言者

437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438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439 read 1 [ri:d] vt.阅读；读懂，理解 vi.读；读起来 n.阅读；读物 adj.有学问的 n.(Read)人名；(英)里德

440 ready 1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人名；(英)雷迪

441 rebelling 1 ['rebl] n. 反叛者；造反者；叛逆者 v. 造反；反抗；反感

442 rebels 1 ['rebəls] n. 叛民 名词rebel的复数形式.

443 receiv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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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recorded 1 [ri'kɔ:did] adj.记录的 v.记录；录音（record的过去分词）

445 region 1 ['ri:dʒən] n.地区；范围；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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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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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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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ride 1 vi.骑马；乘车；依靠；漂浮 vt.骑；乘；控制；（骑马、自行车等）穿越；搭乘；飘浮 n.骑；乘坐；交通工具；可供骑行
的路；（乘坐汽车等的）旅行；乘骑；（乘车或骑车的）短途旅程；供乘骑的游乐设施 n.（英）赖德（人名）；（法、
葡）里德（人名）

451 risking 1 [rɪsk] n. 危险；风险；投资报酬的风险 vt. 冒 ... 的危险；承受...的风险

452 roads 1 n. 路；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 罗兹(姓氏)

453 rohingya 1 罗兴亚族（ 缅甸的一个穆斯林族群）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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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 sacrificing 1 ['sækrɪfaɪs] n. 牺牲；祭品；供奉 vt. 牺牲；亏本出售；供奉 vi. 献祭；(棒球)作牺牲一击

456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457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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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 secret 1 ['si:krit] n.秘密；秘诀；机密 adj.秘密的；机密的 n.(Secret)人名；(法)塞克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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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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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 seemed 1 [siː m] vi. 似乎；好像

463 sees 1 abbr.扩展企业应用套件（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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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 semi 1 ['sem(a)i] n.半挂车；半独立式的住宅 n.(Semi)人名；(意、芬)塞米

466 sending 1 ['sendɪŋ] 发送； 派遣

467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468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469 service 1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470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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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 shiny 1 ['ʃaini] adj.有光泽的，擦亮的；闪耀的；晴朗的；磨损的

473 shoon 1 n.鞋；蹄铁；外胎(shoe的变形)

474 shopping 1 ['ʃɔpiŋ] n.购物，买东西 v.购物（shop的ing形式）

475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476 shoulder 1 ['ʃəuldə] n.肩，肩膀；肩部 vt.肩负，承担 vi.用肩推挤，用肩顶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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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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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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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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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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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speaking 1 ['spi:kiŋ] adj.演讲的；富于表情的，雄辩的 n.说话；演讲 v.讲（speak的ing形式）

482 st 1 [es ti:] abbr.标准时间（standardtime）；Shipping装货单（ShippingTicket）

483 standing 1 ['stændiŋ] adj.长期的；直立的；固定的 n.站立；持续；身分 v.站立；坚持不变；坐落于（stand的ing形式） n.
(Standing)人名；(英)斯坦丁；(德)施坦丁

484 stated 1 ['steitid] adj.规定的；阐明的；定期的 v.规定（state的过去分词）；陈述；阐明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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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 steps 1 n.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台阶，步骤（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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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 stood 1 [stud] v.站立（sta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89 straps 1 [stræp] n. 皮带；带子 vt. (用带子)捆扎；(用带子)抽打

490 striking 1 ['straikiŋ] adj.显著的，突出的，惊人的；打击的；罢工的 v.打（strike的ing形式）

491 structures 1 [st'rʌktʃəz] n.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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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 supporting 1 [sə'pɔ:tiŋ] adj.支持的；辅助性的；次要的 n.支持；支承面 v.支持；供养（support的ing形式）

494 suspected 1 英 [səs'pektɪd] 美 [sə'spektɪd] adj. 可疑的；嫌疑的 动词su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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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497 teachers 1 ['titʃə:s] n.教师（teacher的复数形式）

498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499 television 1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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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thickly 1 ['θikli] adv.厚地；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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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504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505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06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507 threatens 1 ['θretn] v. 威胁；恐吓；似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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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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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travel 1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512 traveled 1 ['trævəld] adj.富有旅行经验的；旅客多的；旅客使用的 v.旅行（travel的过去分词）

513 trees 1 [triː s] n. 树； 灌木； 似树的木制品； 木梁； 鞍架； 宗谱； 绞刑架； 十字架 v. 逼迫上树； 在 ... 植树； 鞋楦 名词tree
的复数形式

514 tropical 1 ['trɔpikəl] adj.热带的；热情的；酷热的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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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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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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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 turned 1 adj.被转动的；变质的；车削的 v.使变成（turn的过去式）；转动

519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520 understanding 1 [,ʌndə'stændiŋ] n.谅解，理解；理解力；协议 adj.了解的；聪明的；有理解力的 v.理解；明白（understand的ing
形式）

521 understands 1 英 [ˌʌndə'stænd] 美 [ˌʌndər'stænd] v. 懂得；明白；理解；认识到；听说；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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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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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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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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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 uprisings 1 n.起义，暴动( uprising的名词复数 )

527 us 1 pron.我们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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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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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village 1 ['vilidʒ] n.村庄；村民；（动物的）群落

532 violent 1 ['vaiələnt] adj.暴力的；猛烈的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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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 wait 1 [weit] vt.等候；推迟；延缓 vi.等待；耽搁；伺候用餐 n.等待；等候 n.(Wait)人名；(英)韦特；(捷)魏特

535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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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 wave 1 [weiv] vi.波动；起伏；挥手示意；摇动；呈波形 vt.卷（烫）发；向…挥手示意；使成波浪形 n.波动；波浪；高潮；挥手
示意；卷曲

538 weakening 1 n.弱化；疲软；衰减 v.削弱（weaken的ing形式）

539 well 1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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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542 widely 1 ['waidli] adv.广泛地

543 wife 1 [waif] n.妻子，已婚妇女；夫人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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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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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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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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