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10 [As It Is] EU Blames Belarus for Migrants Seeking to
Cross into Poland 词汇表词汇表

1 able 1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2 abuses 1 [ə'bjuːs] n. 滥用；恶习 vt. 滥用；辱骂；虐待

3 accusations 2 n.指责( accusation的名词复数 ); 指控; 控告; （被告发、控告的）罪名

4 accuse 1 [ə'kju:z] vt.控告，指控；谴责；归咎于 vi.指责；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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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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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cting 1 ['æktiŋ] adj.代理的；装腔作势的 n.演技；演戏；假装

8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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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11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12 Afghanistan 1 [æf'gænistæn] n.阿富汗（国家名称，位于亚洲）

13 Africa 1 ['æfrikə] n.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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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gencies 2 ['eɪdʒənsi] n. 代理；代理处；政府机构

16 alarming 2 [ə'lɑ:miŋ] adj.令人担忧的；使人惊恐的 v.使惊恐（alarm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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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19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0 and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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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ry 1 ['æŋgri] adj.生气的；愤怒的；狂暴的；（伤口等）发炎的

22 announcement 1 [ə'naunsmənt] n.公告；宣告；发表；通告

23 answer 1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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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nywhere 1 ['enihwεə] adv.在任何地方；无论何处 n.任何地方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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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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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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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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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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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acked 1 [bækt] adj.有背的；有财力支持的 v.支持；使后退（back的过去分词）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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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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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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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elarus 11 n.白罗斯（白罗斯共和国，欧洲国家）

38 Belarusian 4 白俄罗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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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lames 1 [bleɪm] vt. 责备；把 ... 归咎于 n. 责备；过失

41 blaming 1 [b'leɪmɪŋ] n. 责备；谴责；归咎 动词blame的现在分词形式.

42 blocked 1 [blɔkt] adj.堵塞的；被封锁的 v.阻塞（block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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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borde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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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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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reak 1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晓；
（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46 bringing 1 [briŋ] vt.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47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48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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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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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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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alm 1 [kɑ:m, kɑ:lm] adj.静的，平静的；沉着的 vt.使平静；使镇定 vi.平静下来；镇定下来 n.风平浪静 n.(Calm)人名；(法、德)卡尔
姆

52 camped 1 [kæmp] n. 野营；帐篷；营地 v. 宿营；露营；扎营

53 campfires 1 n.营火，篝火( campfire的名词复数 )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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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56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57 children 1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58 closed 1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59 cloth 1 [klɔθ, klɔ:θ] n.布；织物；桌布 adj.布制的 n.(Cloth)人名；(德)克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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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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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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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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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over 1 vt.包括；采访，报导；涉及；行走（一段路程）；掩护；翻唱 n.封面，封皮；盖子；掩蔽物;幌子，借口 vi.覆盖；代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65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66 cros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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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rossing 1 ['krɔ:siŋ] n.十字路口；杂交；横渡；横道 v.横越（cross的现在分词）

68 crossings 1 [k'rɒsɪŋz] 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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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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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denies 1 [dɪ'naɪ] vt. 否认；拒绝承认；拒绝给予；自制

72 diplomats 1 ['dɪpləmæts] 外交官；有外交手腕的人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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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documents 1 英 ['dɒkjumənt] 美 ['dɑːkjumənt] n. 文件；公文；文档 vt. 记载；(用文件等)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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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down 1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77 east 2 [i:st] n.东方；东风；东方国家 adj.东方的；向东的；从东方来的 adv.向东方，在东方 n.(East)人名；(英)伊斯特

78 easy 2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79 ec 2 [ek] abbr.欧共体（EuropeanCommunity）；接地电流（EarthCurrent）；电子计算机（ElectronicComputer）；弹性系数
（ElasticityCoefficient） n.(Ec)人名；(英)埃克(男子教名Alexander的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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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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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nter 1 ['entə] vt.进入；开始；参加 vi.参加，登场；进去 n.[计]输入；回车 n.(Enter)人名；(英)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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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entrance 1 ['entrəns] n.入口；进入 vt.使出神，使入迷

85 entry 2 ['entri] n.进入；入口；条目；登记；报关手续；对土地的侵占

86 eu 8 abbr.欧盟（EuropeanUnion）；能量单位（EnergyUnit）；熵的单位（EntropyUnit）；等效单位（EquivalentUnit） n.(Eu)人
名；(中)余(普通话·威妥玛)；(英)尤

87 European 2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88 extra 1 ['ekstrə] adv.特别地，非常；另外 n.临时演员；号外；额外的事物；上等产品 adj.额外的，另外收费的；特大的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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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facts 1 n. 事实 名词fact的复数形式.

91 false 1 [fɔ:ls] adj.错误的；虚伪的；伪造的 adv.欺诈地

92 families 1 ['fæməlɪz] n.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

93 feel 1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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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fixed 1 adj.确定的；固执的；<美口>处境...的；准备好的 v.修理（过去式）

96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7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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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forested 1 ['fɔrəstid] adj.草木丛生的 v.植树于（for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0 freezing 1 ['fri:ziŋ] adj.冰冻的；严寒的；冷冻用的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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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government 5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03 governments 1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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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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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guards 1 ['gɑrd] n. 警卫；狱吏；看守；护卫队 名词guard的复数形式.

107 h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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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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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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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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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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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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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holders 1 n. 持有人（holder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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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humanitari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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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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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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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illegally 2 [i'li:gəli] adv.非法地

119 i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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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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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inhuman 1 [in'hju:mən] adj.残忍的；野蛮的；无人性的

122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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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int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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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6 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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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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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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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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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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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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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lawmakers 1 n.立法者(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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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35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36 lukashenko 2 n. 卢卡申科

137 lying 1 adj.说谎的；躺着的，卧着的 n.说谎；横卧

138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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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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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142 Mateusz 1 马特乌什

143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144 metal 1 ['metəl] n.金属；合金 vt.以金属覆盖 adj.金属制的 n.(Metal)人名；(捷)梅塔尔；(瑞典)梅塔尔

145 middle 2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146 migrants 11 ['maɪɡrənts] 移民

147 migration 1 [mai'greiʃən] n.迁移；移民；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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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ministry 2 ['ministri] n.（政府的）部门

150 misleading 1 [,mis'li:diŋ] adj.令人误解的；引入歧途的 v.给…带错路；把…引入歧途（mislead的ing形式）

151 misusing 1 [ˌmɪs'juːs] vt. 误用；滥用 n. 误用；滥用

152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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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55 morawiecki 1 莫拉维茨基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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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158 move 3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59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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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62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63 obeying 1 [ə'beɪ] v. 服从；遵守；顺从；听从

164 of 1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65 offering 1 ['ɔfəriŋ, 'ɔ:-] n.提供；祭品；奉献物；牲礼 v.提供（offer的ing形式）

166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167 officials 2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68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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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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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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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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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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75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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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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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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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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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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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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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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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Poland 7 ['pəulənd] n.波兰（欧洲国家）

183 poles 1 英 [pəʊl] 美 [poʊl] n. 杆；柱；极点 v. (用杆)支撑 Pole. n. 波兰人

184 poli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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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polish 7 n.磨光，擦亮；擦亮剂；优雅，精良 vi.擦亮，变光滑 vt.磨光，使发亮；使完美;改进 v.磨光；修改；润色 adj.波兰的

186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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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pr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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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promise 1 ['prɔmis] n.许诺，允诺；希望 vt.允诺，许诺；给人以…的指望或希望 vi.许诺；有指望，有前途

190 provide 2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191 provocation 1 [,prɔvə'keiʃən] n.挑衅；激怒；挑拨

192 provocations 1 n.挑衅( provocation的名词复数 ); 激怒; 刺激; 愤怒的原因

193 published 2 ['pʌblɪʃ] v. 出版；发行；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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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push 1 vt.推动，增加；对…施加压力，逼迫；按；说服 vi.推进；增加；努力争取 n.推，决心；大规模攻势；矢志的追求

196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197 reacted 1 [ri'ækt] v. 反应；反攻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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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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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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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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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ires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203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04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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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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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208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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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sanction 1 ['sæŋ,kʃən] n.制裁，处罚；认可；支持 vt.制裁，处罚；批准；鼓励

210 sanctions 1 ['sæŋkʃnz] n. 制裁 名词sanction的复数形式.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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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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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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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security 1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215 seeking 2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216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217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218 situation 2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19 sleep 1 [sli:p] vi.睡，睡觉 n.睡眠 n.(Sleep)人名；(英)斯利普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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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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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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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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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sought 1 [sɔ:t] v.寻找（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5 spokesperson 2 ['spəuks,pə:sən] n.发言人；代言人

226 stability 2 [stə'biliti] n.稳定性；坚定，恒心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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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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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strengthening 1 ['streŋθənɪŋ] n. 加固 动词strength的现在分词.

230 structure 1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231 stuck 2 [stʌk] v.刺（stick的过去式） adj.被卡住的；不能动的 n.(Stuck)人名；(德)施图克；(英)斯塔克

232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233 temperatures 1 ['temprətʃəz] 温度

234 tensions 1 ['tenʃn] n. 紧张；拉力；张力；紧张状态；[电]电压 vt. 使拉紧；使绷紧

235 tent 1 [tent] n.帐篷；住处；帷幕 vt.用帐篷遮盖；使在帐篷里住宿 vi.住帐蓬；暂时居住 n.(Tent)人名；(罗、瑞典)滕特

236 tents 1 [tents] n. 旅游帐篷 名词tent的复数形式.

237 territory 1 ['teritəri] n.领土，领域；范围；地域；版图

238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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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the 4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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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them 3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42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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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45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246 threatened 1 ['θretənd] adj.受到威胁的 v.威胁（threaten的过去分词）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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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to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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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tri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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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Tuesday 3 ['tju:zdi; -dei] n.星期二

251 twitter 2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252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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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unfounded 2 [,ʌn'faundid] adj.未建立的；没有理由的；没有事实根据的

255 UNHCR 1 英 [ˌjuːenˌeɪtʃsiː 'ɑ (ːr)] 美 [ˌjuːenˌeɪtʃsiː 'ɑ rː] abbr.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
处)

256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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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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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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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urged 3 ['ɜːdʒd] v. 催促；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0 urging 1 [ɜːdgɪŋ] adj. 催促的；紧迫的 动词urge的现在分词.

261 us 1 pron.我们

262 use 1 [ju:z] n.使用；用途；发挥 vt.利用；耗费 vi.使用，运用 n.(Use)人名；(德)乌泽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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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video 2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265 visa 2 ['vi:zə] n.签证 vt.签发签证 n.(Visa)人名；(塞、芬)维萨

266 visas 1 ['viː zə] n. 签证 vt. 办理签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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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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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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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warned 2 英 [wɔː n] 美 [wɔː 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271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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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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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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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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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77 whole 1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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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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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worry 1 ['wʌri, 'wə:ri] n.担心；烦恼；撕咬 vt.担心；发愁；折磨 vi.担心；烦恼；撕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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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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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you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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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