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26 [As It Is] The Year in Migration So Far 词汇表词汇表

1 abandoned 1 [ə'bændənd] adj.被抛弃的；无约束的；恣意放荡的；寡廉鲜耻的 v.抛弃（aband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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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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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6 Afghanistan 3 [æf'gænistæn] n.阿富汗（国家名称，位于亚洲）

7 afghans 1 n. 阿富汗人

8 Africa 1 ['æfrikə] n.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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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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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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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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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lexander 1 [,ælig'za:ndə] n.亚历山大（男子名）

14 alone 2 [ə'ləun] adj.独自的；单独的；孤独的 adv.独自地；单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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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7 and 1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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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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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round 3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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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rrived 2 [a'raɪvd] adj.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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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shley 2 n.艾希莉（人名）

25 asylum 2 [ə'sailəm] n.庇护；收容所，救济院

26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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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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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ttempted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29 August 2 ['ɔː gəst]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n.八月（简写为Aug） n.(August)人名；(法、葡、西、俄、罗、英、德、瑞典、挪)奥
古斯特

30 b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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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arrier 2 ['bæriə] n.障碍物，屏障；界线 vt.把…关入栅栏 n.(Barrier)人名；(法)巴里耶

32 barriers 1 ['bæriəz] 障碍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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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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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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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elarusian 2 白俄罗斯的

37 belonging 1 [bi'lɔŋiŋ] n.所有物；行李；附属物

38 biden 2 n. 拜登(姓氏)

39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40 block 1 n.块；街区；大厦；障碍物 vt.阻止；阻塞；限制；封盖 adj.成批的，大块的；交通堵塞的 n.(Block)人名；(英、法、
德、西、葡、芬、罗)布洛克

41 boats 1 英 [bəʊt] 美 [boʊt] n. 船；船型物 v. 划船；放于船上；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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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borde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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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Bosnia 1 ['bɔzniə] n.波斯尼亚；波士尼亚

44 bridge 1 [bridʒ] n.桥；桥牌；桥接器；船桥 vt.架桥；渡过 n.(Bridge)人名；(英)布里奇

45 buildings 1 ['bɪldɪŋz] n.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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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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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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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am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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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51 Ceuta 2 ['sei,u:tə] n.休达（摩洛哥一座城市）

52 children 2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53 climbing 1 ['klaimiŋ] adj.上升的；攀缘而登的 n.攀登 v.爬（climb的ing形式）

54 coast 1 [kəust] vi.滑行；沿岸航行 vt.沿…岸航行 n.海岸；滑坡 n.(Coast)人名；(英)科斯特

55 cold 1 [kəuld] adj.寒冷的；冷淡的，不热情的；失去知觉的 n.寒冷；感冒 adv.完全地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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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ompleted 1 [kəm'pliː tɪd] adj. 已完成的 v. 完成（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8 conditions 2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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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61 containers 1 [kən'teɪnəs] n.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

62 continued 1 [kən'tinju:d] adj.继续的；持久的 v.继续；逗留；维持原状（continu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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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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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ounty 1 ['kaunti] n.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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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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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croatia 1 [krəu'eiʃjə] n.克罗地亚（南斯拉夫成员共和国名）

69 cross 1 n.交叉，十字；十字架，十字形物 vi.交叉；杂交；横过 vt.杂交；渡过；使相交 adj.交叉的，相反的；乖戾的；生气的

70 crossed 2 [krɔst] adj.交叉的；划掉的；十字形的 v.交叉；越过（cro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1 Cuba 1 ['kju:bə] n.古巴（拉丁美洲国家）

72 customs 1 ['kʌstəmz] n.海关；风俗（custom的复数）；习惯；关税

73 danger 1 ['deindʒə] n.危险；危险物，威胁 n.(Danger)人名；(法)当热

74 deadliest 1 ['dedli] adj. 致命的；如死一样的 adv. 非常地；如死一般地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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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dealt 1 [delt] v.处理（dea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7 deployed 1 [dɪ'plɔɪ] v. 部署；展开；进入战斗位置；配置

78 desert 1 ['dezət] vt.遗弃；放弃；逃跑 vi.遗弃；开小差；逃掉 n.沙漠；荒原；应得的赏罚 adj.沙漠的；荒凉的；不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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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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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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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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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84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85 EL 1 [el] abbr.预期损失（ExpectedLoss）

86 election 1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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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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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nforce 1 [in'fɔ:s] vt.实施，执行；强迫，强制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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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ntered 1 ['entə(r)d] adj. 进入的 动词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91 entering 1 ['entəriŋ] v.进入（enter的ing形式）；录入；键入

92 escape 1 vt.逃避，避开，避免；被忘掉；被忽视 vi.逃脱；避开；溜走；（气体，液体等）漏出；（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
而）逃脱；声音（不自觉地）由…发出 n.逃跑；逃亡；逃走；逃跑工具或方法；野生种；泄漏

93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94 estimates 1 ['estɪməts] n.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

95 Europe 2 ['juərəp] n.欧洲

96 European 1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97 expelled 1 [ɪk'spel] vt. 驱逐；开除；排出

98 expressing 1 v.表达；表达观点（express的ing形式）

99 expulsion 1 [ik'spʌlʃən] n.驱逐；开除

100 face 2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101 faced 1 [feist] adj.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有…表面的 v.面对（face的过去分词）

102 far 2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103 February 2 ['februəri] n.二月

104 fence 1 ['fens] n.栅栏；围墙；剑术 vt.防护；用篱笆围住；练习剑术 vi.击剑；搪塞；围以栅栏；跳过栅栏

105 fi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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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fled 1 [fled] v.逃走（flee的过去分词）；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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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fleeing 1 [fliː ] vi. 逃走；消失；逃避；(时间)飞逝 vt. 逃离

109 flying 1 ['flaiiŋ] adj.飞行的 n.飞行 v.飞（fly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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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12 from 7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13 German 1 ['dʒə:mən]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n.德语；德国人

114 goes 1 [gəuz] vi.前进；行走（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Goes)人名；(瑞典)约斯；(法、德)格斯；(荷)胡斯

115 Grande 1 [gra:nd] adj.重大的，显要的 n.(Grande)人名；(英、德、西、葡、瑞典)格兰德；(法)格朗德

116 Greece 1 希腊（欧洲南部国家）

117 guarded 2 ['gɑ:did] adj.谨慎的；被监视着的；警戒着的；被看守著的 v.保卫，看守（guard的过去式）

118 Guatemala 1 [,gwæti'mɑ:lə] n.危地马拉（拉丁美洲国家）；危地马拉人

119 haitians 2 n.海地人（Haitian的复数）

120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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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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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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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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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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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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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127 homeland 1 ['həumlænd] n.祖国；故乡

128 homelands 1 n.祖国，家乡( homeland的名词复数 );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黑人家园

129 Honduras 1 [hɔn'djuərəs] n.洪都拉斯（拉丁美洲国家）

130 humanitarian 2 [hju:,mæni'tεəriən] adj.人道主义的；博爱的；基督凡人论的 n.人道主义者；慈善家；博爱主义者；基督凡人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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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32 hunger 1 ['hʌŋgə] n.饿，饥饿；渴望 vi.渴望；挨饿 vt.使……挨饿 n.(Hunger)人名；(德、波)洪格尔；(英)亨格

133 in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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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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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6 Iran 1 [i'rɑ:n; i'ræn] n.伊朗（亚洲国家）

137 Iranian 1 [i'reinjən] adj.伊朗的；伊朗人的；伊朗语的 n.伊朗人；伊朗语

138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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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Italy 1 ['itəli] n.意大利（欧洲南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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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January 2 ['dʒænjuəri] n.一月

143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144 joined 1 [dʒɔɪnd]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45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146 July 2 [dʒʊˈlaɪ] n.七月

147 June 2 n.六月；琼（人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年轻气盛的六月”）

148 kilometer 1 ['kiləumi:tə] n.[计量]公里；[计量]千米（等于kilometre）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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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51 la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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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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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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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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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56 Libyan 1 ['libiən] adj.利比亚的；利比亚人的 n.利比亚人；古代利比亚语

157 lined 1 [laɪnd] adj. 具线纹的；衬里的 动词l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8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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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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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lukashenko 3 n. 卢卡申科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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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mainland 1 ['meinlənd] n.大陆；本土 adj.大陆的；本土的 n.(Mainland)人名；(英)梅因兰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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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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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mar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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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168 may 3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69 Mediterranean 1 [,meditə'reiniən] n.地中海 adj.地中海的

170 Melilla 1 [meili:'jɑ:] n.梅利利亚（摩洛哥东北部港市）

171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172 meter 1 [mi:tə] n.米；仪表；[计量]公尺；韵律 vt.用仪表测量 vi.用表计量 n.(Meter)人名；(英)米特；(塞)梅特

173 Mexico 2 ['meksikəu] n.墨西哥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74 migrant 1 ['maigrənt] n.候鸟；移居者；随季节迁移的民工 adj.移居的；流浪的

175 migrants 2 ['maɪɡrənts] 移民

176 migration 2 [mai'greiʃən] n.迁移；移民；移动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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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79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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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morocco 1 [mə'rɔkəu] n.摩洛哥（非洲一国家名）；[皮革]摩洛哥皮革

182 much 1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183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184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85 near 2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186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87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88 Nicaragua 1 [,nikə'rægjuə; -'rɑ:gwə] n.尼加拉瓜（拉丁美洲一国家）

189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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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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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numb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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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Numbers 1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194 of 1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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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officials 4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97 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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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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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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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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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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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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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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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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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path 1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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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permission 1 [pə'miʃən] n.允许，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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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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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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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Poland 1 ['pəulənd] n.波兰（欧洲国家）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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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political 2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215 poverty 1 ['pɔvəti] n.贫困；困难；缺少；低劣

216 pow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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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president 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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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protection 1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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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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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rea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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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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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refugees 2 难民

224 registered 1 ['redʒistəd] adj.注册的；记名的；登记过的；（家畜等）附有血统证明的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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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rescued 2 ['reskju ]ː vt. 营救；援救 n. 营救；救援

227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28 Rio 1 ['ri:əu] n.里约（巴西共和国的旧首都）

229 rise 1 [raiz, rais] vi.上升；增强；起立；高耸 vt.使…飞起；使…浮上水面 n.上升；高地；增加；出现

230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231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232 river 1 ['rivə] n.河，江 n.(River)人名；(英)里弗

233 rose 1 n.玫瑰；粉红色；蔷薇（花）；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玫瑰花的；玫瑰色的；粉红色的；带有玫瑰香味的 vt.使成玫瑰色，
使（面颊）发红；使有玫瑰香味 vi.起义(rise的过去式)；升起；（数量）增加；休会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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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Sahara 1 [sə'hɑ:rə; -'heə-] n.撒哈拉沙漠（位于非洲北部）；荒野

236 s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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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Salvador 1 ['sælvədɔ:] n.萨尔瓦多（巴西东部港市）

238 sea 1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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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seekers 1 truth-seeking Quakers 寻求真理的教友派信徒

241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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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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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hip 1 [ʃip] vt.运送，乘船；以船运送 vi.上船；乘船旅行；当船员 n.船；舰；太空船 n.(Ship)人名；(中)摄(广东话·威妥玛)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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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small 1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
人名；(英)斯莫尔

247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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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soldiers 1 ['səuldʒə] n.[军]士兵；战士数量（soldier的复数）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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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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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south 1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252 southern 1 ['sʌðən] adj.南的；南方的 n.南方人 n.(Southern)人名；(英)萨瑟恩

253 southwestern 2 [,sauθ'westən] adj.西南部的；向西南的；来自西南的

254 Spain 3 [spein] n.西班牙

255 Spanish 2 ['spæniʃ] adj.西班牙的；西班牙人的；西班牙语的 n.西班牙语；西班牙人

256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257 stateless 1 ['steitlis] adj.没有国家的；无国家主权的

258 States 1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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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sto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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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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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strengthened 1 ['streŋθn] v. 加强；变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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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struggles 1 ['strʌɡl] vi. 努力；奋斗；斗争；挣扎 n. 斗争；竞争；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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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swimming 1 ['swimiŋ] n.游泳；目眩 adj.游泳的；游泳用的；善于游泳的；晕眩的 v.游泳；漂浮；旋转（swim的ing形式）

266 takeover 1 ['teik,əuvə] n.接管；验收

267 taliban 1 n. 塔利班

268 TENS 1 十位

269 territory 2 ['teritəri] n.领土，领域；范围；地域；版图

270 texas 2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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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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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the 4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74 thei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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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they 8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76 thirds 1 [θɜːdz] n. 三号 名词third的复数形式.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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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Thompson 2 ['tɔmpsn] n.汤普森（姓）

279 thousands 2 ['θaʊzndz] n. 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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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through 1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282 to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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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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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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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troops 2 n.[军]部队；[军]军队（troop的复数形式）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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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289 try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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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turkey 2 ['tə:ki] n.火鸡；笨蛋；失败之作

291 Turkish 2 ['tə:kiʃ] adj.土耳其人的，土耳其语的；土耳其的；突厥诸语言的 n.土耳其语

292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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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295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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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Venezuela 1 [,veni'zweilə] n.委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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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visas 1 ['viː zə] n. 签证 vt. 办理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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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walked 1 [wɔː k] v. 步行；陪...走；散步；偷走；走过 n. 步行；散步；人行道

302 wall 1 [wɔ:l] n.墙壁，围墙；似墙之物 vt.用墙围住，围以墙 adj.墙壁的 n.(Wall)人名；(英)沃尔；(德、芬、捷、瑞典)瓦尔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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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warm 1 [wɔ:m] adj.温暖的；热情的 vi.同情；激动；变温暖 vt.使…兴奋；使…温暖；使…感兴趣 n.取暖；加热 n.(Warm)人名；
(英)沃姆；(德)瓦姆

30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06 waste 1 [weist] n.浪费；废物；荒地；损耗；地面风化物 vt.浪费；消耗；使荒芜 vi.浪费；变消瘦；挥霍钱财 adj.废弃的；多余
的；荒芜的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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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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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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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week 1 [wi:k] n.周，星期

310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311 were 5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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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314 who 6 pron.谁；什么人

315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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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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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work 1 n.工作；[物]功；产品；操作；职业；行为；事业；工厂；著作；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 vt.使工作；操作；经营；使缓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320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21 worsening 1 ['wə:səniŋ] n.恶化；变坏 adj.日益恶化的 v.恶化（worsen的ing形式）；使变得更坏

322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23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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