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1-11 [As It Is] Suu Kyi Sentenced to Four Years on Two
Charges 词汇表词汇表

1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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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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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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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gencies 1 ['eɪdʒənsi] n. 代理；代理处；政府机构

6 aimed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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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9 and 1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0 answering 1 ['a:nsəriŋ] n.[通信]应答；回应 v.回答；回击；起反应（answer的ing形式） adj.应答的；回应的

11 any 1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12 army 3 ['ɑ:mi] n.陆军，军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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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rrested 1 [ə'restɪd] adj. 逮捕的 动词arr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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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s 4 [æz] conj.因为；随着；虽然；依照；当…时 prep.如同；当作；以…的身份 adv.同样地；和…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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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ssociated 1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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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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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ung 1 n.(Aung)人名；(缅)昂

22 banned 1 [bæn] v. 禁止；剥夺权利 n. 禁令；禁止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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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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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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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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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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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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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har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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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charges 4 [t'ʃɑːdʒɪz] n. 费用

33 citizens 1 ['sɪtɪzənz]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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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clashes 1 [klæʃ] n. 冲突；抵触；撞击声 vt. 使…发出撞击声 vi. 引起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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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ommission 1 [kə'miʃən] n.委员会；佣金；犯；委任；委任状 vt.委任；使服役；委托制作

38 communication 1 n.通讯，[通信]通信；交流；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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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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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oronavirus 1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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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corrupt 1 [kə'rʌpt] adj.腐败的，贪污的；堕落的 vt.使腐烂；使堕落，使恶化 vi.堕落，腐化；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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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ounsellor 1 ['kaunsələ] n.顾问；参赞；辅导员（等于counselor）；律师；法律顾问

46 country 3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乐
的

47 court 1 [kɔ:t] n.法院；球场；朝廷；奉承 vt.招致（失败、危险等）；向…献殷勤；设法获得 vi.求爱 n.(Court)人名；(英)考特；
(法)库尔

48 crisis 1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49 deadly 1 ['dedli] adj.致命的；非常的；死一般的 adv.非常；如死一般地

50 deaths 1 ['deθs] 死亡人口

51 democracy 1 [di'mɔkrəsi] n.民主，民主主义；民主政治

52 detention 1 [di'tenʃən] n.拘留；延迟；挽留

53 dishonest 1 [dis'ɔnist] adj.不诚实的；欺诈的

54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55 easing 1 ['i:ziŋ] n.吃势；容位；松型 v.释放（ease的现在分词）

56 elected 1 v.（进行）选举(el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推举； 选择；决定（做某事）

57 election 1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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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lectoral 1 [i'lektərəl] adj.选举的；选举人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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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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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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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64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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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67 found 3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68 four 2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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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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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groups 2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73 guilty 3 ['gilti] adj.有罪的；内疚的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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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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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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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78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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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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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identity 1 [ai'dentəti] n.身份；同一性，一致；特性；恒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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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i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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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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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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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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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is 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9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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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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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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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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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Kyi 8 n.(Kyi)人名；(缅)枝(女名)，基(男名)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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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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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lawmakers 1 n.立法者(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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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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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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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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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03 legal 1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104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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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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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majority 1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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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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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military 8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112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113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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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Myanmar 3 ['mjænmɑ:] n.缅甸（东南亚国家）

116 myint 1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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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19 newly 1 ['nju:li] adv.最近；重新；以新的方式

120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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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nonviolent 1 [,nɔn'vaiələnt] adj.非暴力的 不使用暴力的

123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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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numerous 1 ['nju:mərəs] adj.许多的，很多的

126 observing 1 [əb'zəviŋ, ɔb-] adj.观察的；注意的；观察力敏锐的 v.观察；遵守（observe的ing形式）

127 of 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28 official 3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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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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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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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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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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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35 ousted 4 [aʊst] v. 逐出；夺取；取代

136 p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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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parliament 1 ['pɑ:ləmənt] n.议会，国会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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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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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41 placed 1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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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power 3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144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45 pr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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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prison 3 ['prizən] n.监狱；监禁；拘留所 vt.监禁，关押 n.(Prison)人名；(德)普里松

147 prisoners 1 服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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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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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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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rejected 1 ['riː dʒekt] vt. 拒绝；排斥；驳回；丢弃 n. 不合格产品；被拒之人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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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report 1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154 reported 2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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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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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restricted 1 [ri'striktid] adj.受限制的；保密的 v.限制（restr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8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59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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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rules 1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62 s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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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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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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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seats 2 ['siː ts] n.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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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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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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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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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seiz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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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seizure 1 n.没收；夺取；捕获；（疾病的）突然发作

172 sentenced 3 ['sentəns] n. 句子；判决 vt. 宣判；判决

173 separate 1 vt.使分离；使分开；使分居 vi.分开；隔开；分居 adj.单独的；分开的；不同的；各自的； n..分开；抽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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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175 serve 1 [sə:v]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n.发球，轮到发
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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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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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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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180 spend 1 [spend] vt.度过，消磨（时光）；花费；浪费；用尽 vi.花钱；用尽，耗尽 n.预算

181 state 1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182 sto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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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strengthen 1 ['streŋθən, 'streŋkθən] vt.加强；巩固 vi.变强；变坚挺

184 Suu 8 Suspension Unit,悬挂装置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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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takeover 1 ['teik,əuvə] n.接管；验收

187 talks 1 ['tɔː ks] 会谈

188 t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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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the 3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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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192 thi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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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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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throughout 1 [θru:'aut] adv.自始至终，到处；全部 prep.贯穿，遍及

195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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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to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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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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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trials 1 n.审判( trial的名词复数 ); （对能力、质量、性能等的）试验; 测试; 比赛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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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two 5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01 unknown 1 ['ʌn'nəun] adj.未知的；陌生的，默默无闻的 n.未知数；未知的事物，默默无闻的人

202 us 1 pron.我们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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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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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violent 2 ['vaiələnt] adj.暴力的；猛烈的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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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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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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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10 we 1 [wi:弱 wi] pron.我们（主格）；笔者，本人（作者或演讲人使用）；朕，寡人 n.(We)人名；(缅)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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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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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widely 1 ['waidli] adv.广泛地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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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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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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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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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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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wrongdoing 1 ['rɔŋ'du:ŋ, 'rɔ:ŋ-] n.坏事；不道德的行为

220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21 years 4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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