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4-28 [As It Is] Military-ruled Myanmar Sentences Former
Leader to 5 Year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3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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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o 25 [强 tu:, 弱 tu, 辅音前弱tə, t] adv.向前；（门等）关上 prep.到；向；（表示时间、方向）朝…方向 n.(To)人名；(柬)多；(中)脱(普
通话·威妥玛)

5 is 1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an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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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yi 12 n.(Kyi)人名；(缅)枝(女名)，基(男名)

8 sh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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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Suu 12 Suspension Unit,悬挂装置

10 an 9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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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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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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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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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lso 6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6 corruption 6 [kə'rʌpʃən] n.贪污，腐败；堕落

17 cour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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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h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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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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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thin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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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b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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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lection 5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23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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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leader 5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25 prison 5 ['prizən] n.监狱；监禁；拘留所 vt.监禁，关押 n.(Prison)人名；(德)普里松

26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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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8 act 4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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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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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rmy 4 ['ɑ:mi] n.陆军，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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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cases 4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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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crime 4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36 form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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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fraud 4 [frɔ:d] n.欺骗；骗子；诡计 n.(Fraud)人名；(法)弗罗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38 government 4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39 guilty 4 ['gilti] adj.有罪的；内疚的

40 Myanmar 4 ['mjænmɑ:] n.缅甸（东南亚国家）

41 official 4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42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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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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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political 4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45 rights 4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46 sentenced 4 ['sentəns] n. 句子；判决 vt. 宣判；判决

47 t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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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49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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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Aung 3 n.(Aung)人名；(缅)昂

51 charges 3 [t'ʃɑːdʒɪz] n.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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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54 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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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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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lar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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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more 3 [mɔ:] adv.更多；此外；更大程度地 adj.更多的；附加的 pron.更多的数量 n.更多 n.(More)人名；(英、法)莫尔；(意、西、
以)莫雷

58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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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S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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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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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under 3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63 ant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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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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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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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being 2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67 bribe 2 [braib] vt.贿赂，收买 vi.行贿 n.贿赂 n.(Bribe)人名；(西)布里韦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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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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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ase 2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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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chie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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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concerns 2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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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76 denied 2 [dɪ'naɪəd] adj. 被否认的；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7 dishonest 2 [dis'ɔnist] adj.不诚实的；欺诈的

78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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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arlier 2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80 experts 2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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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February 2 ['februəri] n.二月

82 find 2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83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84 gold 2 [gəuld] n.金，黄金；金色；金币 adj.金的，金制的；金色的 n.(Gold)人名；(英、法、德、西、罗、捷、瑞典)戈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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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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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human 2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88 independ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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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junta 2 ['dʒʌntə] n.团体，派别 n.(Junta)人名；(日)润田(姓)；(西)洪塔

90 law 2 [lɔ:] n.法律；规律；法治；法学；诉讼；司法界 vi.起诉；控告 vt.控告；对…起诉 n.(La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
(英、缅、柬)劳

91 legitimize 2 [li'dʒitimaiz] vt.使…合法；立为嫡嗣

92 m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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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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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95 prosecution 2 [,prɔsi'kju:ʃən] n.起诉，检举；进行；经营

96 pursue 2 [pə'sju:, -'su:] vt.继续；从事；追赶；纠缠 vi.追赶；继续进行

97 ruled 2 [ru lː] n. 规则；条例；习惯；统治；直尺 v. 支配；统治；画直线

98 sedition 2 [si'diʃən] n.暴动；煽动性的言论或行为；妨害治安

99 several 2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100 six 2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101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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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supporters 2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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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to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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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tried 2 adj.可靠的；试验过的 v.尝试，审问，审理，审讯，审判（try的过去分词）

107 valuable 2 ['væljuəbl] adj.有价值的；贵重的；可估价的 n.贵重物品

108 victory 2 ['viktəri] n.胜利；成功；克服 n.(Victory)人名；(西)维多利；(英)维克托里

109 violating 2 ['vaɪəleɪt] v. 侵犯；违反；扰乱；亵渎；强奸

110 Wednesday 2 ['wenzdi; -dei] n.星期三

111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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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14 won 2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5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16 acceptable 1 [ək'septəbl] adj.可接受的；合意的；可忍受的

117 accepted 1 [ək'septid] adj.公认的；录取的；可接受的；已承兑的 v.接受（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118 accusations 1 n.指责( accusation的名词复数 ); 指控; 控告; （被告发、控告的）罪名

119 accused 1 [ə'kju:zd] n.被告 adj.被控告的 v.指责；控告（accus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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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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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afterwards 1 ['ɑ:ftəwdz, 'æf-] adv.后来；然后

123 aircraft 1 ['εəkrɑ:ft] n.飞机，航空器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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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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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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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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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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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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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Asia 1 ['eiʃə] n.亚洲

132 Asian 1 ['eiʃən] n.亚洲人 adj.亚洲的；亚洲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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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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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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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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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bars 1 [bɑːz] n. 马齿龈 名词bar的复数形式.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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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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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41 believable 1 [bi'li:vəbl] adj.可信的

142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143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144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145 cabinet 1 ['kæbinit] n.内阁；橱柜；展览艺术品的小陈列室 adj.内阁的；私下的，秘密的

146 call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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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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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certainly 1 ['sə:tənli] adv.当然；行（用于回答）；必定

149 chance 1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150 charged 1 [tʃɑ:dʒd] adj.带电的；充满感情的；气氛紧张的 vt.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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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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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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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claiming 1 [kleɪm] n. 要求；要求权；主张；断言；声称；要求物 vt. 要求；请求；主张；声称；断言

155 communications 1 英 [kəmjuːnɪ'keɪʃ(ə)nz] 美 [kə̩ mjuːnɪ'keɪʃənz] n. 通信技术；通讯设备 名词communication的复数形式.

156 complaints 1 [kəm'pleɪnts] n. 主诉，控诉，控告；疾病（名词complaint的复数形式）

157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158 convict 1 [kən'vikt] vt.证明…有罪；宣告…有罪 n.罪犯

159 convicted 1 [kən'vɪktɪd] adj. 已被判刑的；被宣布有罪的 动词conv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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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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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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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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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165 daughter 1 ['dɔ:tə] n.女儿；[遗][农学]子代 adj.女儿的；子代的

166 deaths 1 ['deθs] 死亡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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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defended 1 [dɪ'fend] v. 防守；防护；辩护

169 deputy 1 ['depjuti] n.代理人，代表 adj.副的；代理的

170 destroying 1 [dɪ'strɔɪ] v. 破坏；杀死；消灭；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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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devices 1 [dɪ'vaɪsɪz] n. 设备

172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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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discredit 1 [dis'kredit] vt.不信；使……丢脸 n.怀疑；无信用；名声的败坏

175 disobey 1 [,disə'bei] v.违反；不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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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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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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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ncourages 1 英 [ɪn'kʌrɪdʒ] 美 [ɪn'kɜ rːɪdʒ] vt. 鼓励；促进；支持

182 enforced 1 [in'fɔ:st] adj.实施的；强制执行的 v.执行（enforce的过去分词）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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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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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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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fail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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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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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fine 1 [fain] adj.好的；优良的；细小的，精美的；健康的；晴朗的 n.罚款 vt.罚款；澄清 adv.很好地；精巧地 n.(Fine)人名；(意)
菲内；(英)法恩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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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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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for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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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194 founding 1 ['faundiŋ] adj.创办的；发起的 v.[机]铸造；建造；以…为基础（found的ing形式） n.[机]铸造；溶解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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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genocide 1 ['dʒenəusaid] n.种族灭绝；灭绝整个种族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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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99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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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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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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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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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howe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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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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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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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illegal 1 adj.[法]非法的；违法的；违反规则的 n.非法移民，非法劳工

208 illegally 1 [i'li:gəli] adv.非法地

209 importing 1 英 ['ɪmpɔː t] 美 ['ɪmpɔː rt] n. 进口；意义；进口商品 v. 进口；输入

210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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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ishak 1 伊沙克

213 issue 1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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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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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lawyers 1 ['lɔː jəz] 律师

216 leading 1 ['li:diŋ] adj.领导的；主要的 n.领导；铅板；行距 v.领导（lead的ing形式）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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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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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leaving 1 ['li:viŋ] n.离开；残余；渣滓 v.离开；留下；舍弃（leave的ing形式）

220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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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legitimate 1 [li'dʒitimət, li'dʒitimeit] adj.合法的；正当的；合理的；正统的 vt.使合法；认为正当（等于legitimize）

223 like 1 [laik] vt.喜欢；想；愿意 vi.喜欢；希望 prep.像；如同 adj.同样的；相似的 n.爱好；同样的人或物 adv.可能 conj.好像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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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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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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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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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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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methods 1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231 minister 1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232 minster 1 ['minstə] n.大教堂；修道院附属的教堂 n.(Minster)人名；(德、捷)明斯特

233 mobile 1 adj.可移动的；机动的；易变的；非固定的 n.移动电话

234 moe 1 abbr.有效性量度（MeasureofEffectiveness） n.(Moe)人名；(挪、瑞典)穆厄；(英)莫

235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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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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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Muslims 1 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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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241 nationwide 1 ['neiʃənwaid] adj.全国范围的；全国性的 adv.在全国

242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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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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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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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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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observers 1 [əb'zɜːvəz] 观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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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officers 1 n.军官，人员（officer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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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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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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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on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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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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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ousted 1 [aʊst] v. 逐出；夺取；取代

256 out 1 [aut] adv.出现；在外；出局；出声地；不流行地 adj.外面的；出局的；下台的 n.出局 prep.向；离去 vi.出来；暴露 vt.使熄
灭；驱逐

257 owning 1 英 [əʊn] 美 [oʊn] adj. 自己的；特有的 n. 自己的东西 v. 承认；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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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permitted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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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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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phil 1 [fil] abbr.哲学（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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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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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prevents 1 [prɪ'vent] v. 预防；防止，阻止；挡住

266 prisoners 1 服刑人员

267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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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prove 1 [pru:v] vt.证明；检验；显示 vi.证明是

270 punishment 1 ['pʌniʃmənt] n.惩罚；严厉对待，虐待

271 purchase 1 ['pə:tʃəs] n.购买；紧握；起重装置 vt.购买；赢得 vi.购买东西

272 real 1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273 receiving 1 [ri'si:viŋ] adj.接受的 n.接受 v.接收（receive的ing形式）

274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75 reporting 1 英 [rɪ'pɔː tɪŋ] 美 [rɪ'pɔː 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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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returning 1 v.归还，[计]返回，回复（return的ing形式） n.回归

278 rid 1 [rid] vt.使摆脱；使去掉 n.(Rid)人名；(英)里德

279 Robertson 1 ['rɔbətsn] n.罗伯森（姓氏）

280 rohingya 1 罗兴亚族（ 缅甸的一个穆斯林族群）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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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ruling 1 ['ru:liŋ] adj.统治的；主要的；支配的；流行的，普遍的 n.统治，支配；裁定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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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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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secrets 1 n. 秘密 名词secre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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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se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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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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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eizure 1 n.没收；夺取；捕获；（疾病的）突然发作

290 sentences 1 ['sentəns] n. 句子；判决 vt. 宣判；判决

291 seven 1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292 severe 1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293 Singapore 1 [,siŋgə'pɔ:] n.新加坡

294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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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southeast 1 [,sauθ'i:st] adj.东南的；来自东南的 n.东南；东南地区 adv.来自东南

296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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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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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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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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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takeover 1 ['teik,əuvə] n.接管；验收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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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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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后）；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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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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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307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308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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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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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unjust 1 [,ʌn'dʒʌst] adj.不公平的，不公正的；非正义的

312 uprising 1 ['ʌp,raiziŋ] n.起义；升起 adj.升起的 v.起义（uprise的ing形式）；升起

313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14 violations 1 [vaɪə'leɪʃnz] n. 侵害，违反（名词viol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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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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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watch 1 [wɔtʃ, wɔ:tʃ] vt.观察；注视；看守；警戒 n.手表；监视；守护；值班人 vi.观看，注视；守侯，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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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20 widespread 1 ['waid'spred] adj.普遍的，广泛的；分布广的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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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writing 1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323 Yangon 1 ['jɑ:n'gɔn] n.仰光（缅甸最大城市，等于Rang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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