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1-11 [As It Is] Ethiopian Forces Battle Tigrayans as Refugees
Head to Sudan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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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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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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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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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6 Africa 1 ['æfrikə] n.非洲

7 African 1 ['æfrikən] adj.非洲的，非洲人的 n.非洲人

8 against 3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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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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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hmed 1 n.艾哈迈德（男子名）

12 aid 1 [eid] n.援助；帮助；助手；帮助者 vt.援助；帮助；有助于 vi.帮助 n.(Aid)人名；(阿拉伯、印、英)艾德

13 airport 2 ['εəpɔ:t] n.机场；航空站

14 airstrike 3 ['erˌstraɪk] n. 空袭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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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longside 1 [ə'lɔŋ'said] adv.在旁边 prep.在……旁边

17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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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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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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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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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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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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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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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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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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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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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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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u 1 [əu] abbr.任意单位（ArbitraryUnit）；运算器（ArithmeticalUnit）；原子单位（AtomUnit） n.(Au)人名；(日)逢(姓)；(柬)欧；
(德)奥

31 badly 1 ['bædli] adv.非常，很；严重地，厉害地；恶劣地

32 base 1 [beis] n.基础；底部；垒 adj.卑鄙的；低劣的 vt.以…作基础 n.(Base)人名；(日)马濑(姓)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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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35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36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37 believes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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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loody 1 ['blʌdi] adj.血腥的；非常的；嗜杀的，残忍的；血色的 vt.使流血 adv.很

40 border 2 ['bɔ:də] n.边境；边界；国界 vt.接近；与…接壤；在…上镶边 vi.接界；近似 n.(Border)人名；(英)博德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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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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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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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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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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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aptur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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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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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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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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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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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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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onfirm 1 [kən'fə:m] vt.确认；确定；证实；批准；使巩固

52 conflict 1 [kən'flikt, 'kɔnflikt] n.冲突，矛盾；斗争；争执 vi.冲突，抵触；争执；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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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55 count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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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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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ut 1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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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deal 1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西)
迪尔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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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defeat 1 vt.击败，战胜；挫败；使…失败 n.失败的事实；击败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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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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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destroyed 1 [dis'trɔid] adj.被毁，毁坏；遭破坏的 v.破坏（destroy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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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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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diplomats 2 ['dɪpləmæts] 外交官；有外交手腕的人

69 discriminates 1 [dɪ'skrɪmɪneɪt] vt. 区分；区别对待 vi. 辨别；差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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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conomy 1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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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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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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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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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ritrea 5 [,eri'triə] n.厄立特里亚国（东非国家）；厄立特里亚省（埃塞俄比亚北部省份）

77 Eritrean 3 厄立特里亚的

78 escalation 3 [,eskə'leiʃən] n.增加；扩大；逐步上升

79 Ethiopia 4 [,i:θi'əupiə] n.埃塞俄比亚

80 Ethiopian 5 [,i:θi'əupiən] adj.埃塞俄比亚的；黑人的 n.埃塞俄比亚人；黑人

81 Ethiopians 2 n.埃塞俄比亚人，黑人( Ethiopian的名词复数 )

82 ethnic 2 ['eθnik] adj.种族的；人种的

83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84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85 fall 1 [fɔ:l] vi.落下；变成；来临；减弱 n.下降；秋天；瀑布 vt.砍倒；击倒 adj.秋天的 n.(Fall)人名；(法、芬、瑞典)法尔；(英、
匈)福尔；(阿拉伯)法勒

86 fear 2 [fiə] n.害怕；恐惧；敬畏；担心 vt.害怕；敬畏；为…担心 vi.害怕；敬畏；为…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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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Federal 4 ['fedərəl] adj.联邦的；同盟的 n.北部联邦同盟盟员；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88 fight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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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fled 2 [fled] v.逃走（flee的过去分词）；消逝

90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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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forces 5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93 foreign 1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94 forgiveness 1 [fə'givnis] n.宽恕；宽仁之心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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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formerly 1 ['fɔ:məli] adv.以前；原来

97 fought 1 [fɔ:t] v.战斗（fight的过去分词）；打架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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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front 1 [frʌnt] n.前面；正面；前线 vt.面对；朝向；对付 vi.朝向 adj.前面的；正面的 adv.在前面；向前 n.(Front)人名；(法)弗龙

100 further 1 ['fə:ðə] adv.进一步地；而且；更远地 adj.更远的；深一层的 vt.促进，助长；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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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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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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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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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governs 1 英 ['ɡʌvn] 美 ['ɡʌvərn] v. 统治；支配；管理；规定；控制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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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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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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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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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ha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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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hatred 1 ['heitrid] n.憎恨；怨恨；敌意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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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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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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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heavily 1 ['hevili] adv.沉重地；猛烈地；沉闷地

116 heavy 1 adj.沉重的；繁重的，巨大的；拥挤的；阴沉的 n.重物；严肃角色 adv.大量地；笨重地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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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h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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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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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hostile 1 ['hɔstail, -təl] adj.敌对的，敌方的；怀敌意的 n.敌对

121 humera 1 乌梅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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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hurt 1 [hə:t] vt.使受伤；损害；使疼痛；使痛心 vi.感到疼痛；有坏处；带来痛苦 n.痛苦；危害；痛苦的原因 adj.受伤的；痛苦
的；受损的 n.(Hurt)人名；(德、匈、捷)胡特；(英)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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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i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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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increa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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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increasing 1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128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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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int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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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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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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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kassala 1 卡萨拉(苏丹城市)

134 khaled 1 哈立德

135 kindness 1 ['kaindnis] n.仁慈；好意；友好的行为 n.(Kindness)人名；(英)坎德尼斯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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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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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leader 2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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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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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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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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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44 liberation 1 [,libə'reiʃən] n.释放，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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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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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medical 1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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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merciless 2 ['mə:silis] adj.残忍的；无慈悲心的

151 militarily 1 ['militərili, ,mili'tεərili] adv.在军事上；从军事角度；以武力；以军事行动

152 military 2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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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minister 5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155 mohammed 1 [məu'hæmid] n.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立人）

156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157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58 neighboring 1 ['neibəriŋ] adj.邻近的；附近的（等于neighbouring） v.与…为邻；位于附近（neighbor的ing形式）

159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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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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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northern 1 ['nɔ:ðən] adj.北部的；北方的 n.北部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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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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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numb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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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of 1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67 official 2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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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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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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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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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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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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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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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opened 1 v.打开，开启（open过去分词形式） adj.开的

175 operation 1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176 oppresses 1 [ə'pres] v. 使烦恼；压迫

177 oppressive 1 [ə'presiv] adj.压迫的；沉重的；压制性的；难以忍受的

178 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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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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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Osman 1 [ɔz'ma:n] n.奥斯曼（奥托曼帝国的创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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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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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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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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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peace 4 [pi:s] n.和平；平静；和睦；秩序 n.(Peace)人名；(英)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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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political 1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188 possible 3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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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pri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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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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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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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proof 1 [pru:f] n.证明；证据；校样；考验；验证；试验 adj.防…的；不能透入的；证明用的；耐…的 vt.试验；校对；使不被穿
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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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refugee 1 [,refju'dʒi:, 'refjudʒi:] n.难民，避难者；流亡者，逃亡者

196 refugees 2 难民

197 region 1 ['ri:dʒən] n.地区；范围；部位

198 release 1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199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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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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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reuters 4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03 reveals 1 [rɪ'viː l] vt. 显示；透露；揭示；展现 n. (外墙与门或窗之间的)窗侧；门侧；(汽车的)窗框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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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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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saleh 1 n. 萨利赫

207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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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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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sent 2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211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212 shand 2 n. 尚德

213 shelter 1 ['ʃeltə] n.庇护；避难所；遮盖物 vt.保护；使掩蔽 vi.躲避，避难 n.(Shelter)人名；(英)谢尔特

214 shortage 1 ['ʃɔ:tidʒ] n.缺乏，缺少；不足

215 signed 1 [saind] adj.有符号的；已签字的；有正负之分的 v.署名；写下；预示；示意（sign的过去分词）

216 soldier 1 ['səuldʒə] n.军人；[昆]兵蚁；懒汉；一片烤面包 vi.当兵；磨洋工；坚持干；假称害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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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soldiers 1 ['səuldʒə] n.[军]士兵；战士数量（soldier的复数）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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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source 1 [sɔ:s] n.来源；水源；原始资料 n.(Source)人名；(法)苏尔斯

220 sources 1 英 [sɔː s] 美 [sɔː rs] n. 来源；发源地；原始资料 v. 从...获得

221 spoken 1 ['spəukən] adj.口语的，口头的 v.说（speak的过去分词）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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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storage 1 ['stɔridʒ] n.存储；仓库；贮藏所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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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Sudan 3 [su:'dæn] n.苏丹（非洲国家）

226 sudanese 2 [,su:də'ni:z] adj.苏丹的；苏丹人的 n.苏丹人

227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228 susan 2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29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30 talks 2 ['tɔː ks] 会谈

231 targets 1 英 ['tɑːɡɪt] 美 ['tɑ rːɡɪt] n. 目标；对象；靶 vt. 把 ... 作为目标；瞄准

232 t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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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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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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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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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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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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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to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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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41 town 1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242 tplf 5 Tigré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猛虎人民解放战线

243 treatment 1 ['tri:tmənt] n.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244 troops 4 n.[军]部队；[军]军队（troop的复数形式）

245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246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47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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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violence 1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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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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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weapons 1 n.武器（weapon的复数）；武装切换；斗争工具 v.武装（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

254 week 1 [wi:k] n.周，星期

255 w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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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were 4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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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who 2 pron.谁；什么人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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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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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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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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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workers 1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264 worried 1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265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66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267 youngest 1 ['jʌŋgist] n.最小的儿子；年纪最小的人 adj.最年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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