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2-08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ohingya Refugees Sue
Facebook over Myanmar Violence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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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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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counts 1 [ə'kaʊnts] n. 帐目；叙述；账户；客户，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

4 accuses 1 [ə'kjuːz] v. 谴责；控告；指责

5 action 4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6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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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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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dmitted 1 [əd'mitid] adj.公认的；被承认了的 v.承认（admi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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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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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lgorithm 1 ['ælgəriðəm] n.[计][数]算法，运算法则

13 algorithms 1 ['ælɡərɪðəm] n. 算法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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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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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20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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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rgues 2 英 ['ɑːɡju ]ː 美 ['ɑ rːɡju ]ː v. 说服；争论；辩论

22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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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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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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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ttacks 4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27 Bangladesh 1 [,ba:ŋglə'deʃ] n.孟加拉国（亚洲国家）

28 based 2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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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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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33 beliefs 1 n.信仰；信�（belief的复数）

34 blo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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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ring 1 vt.拿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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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37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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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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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41 campaign 1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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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amps 1 [kæmp] n. 野营；帐篷；营地 v. 宿营；露营；扎营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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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arried 1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45 cas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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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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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48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9 claim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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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lass 2 n.阶级；班级；种类；班；等级 vt.分类；把…分等级；把…归入某等级，把…看作（或分类、归类）；把…编入某一班
级 adj.极好的；很好的，优秀的，出色的 vi.属于…类（或等级），被列为某类（或某级） n.（英、德）克拉斯（人名）

51 cleansing 1 ['klenziŋ] adj.清净的，有去污作用的 n.净化；洗清 v.清洗；使…纯洁（cleanse的ing形式）

52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53 combined 1 [kəm'baind] adj.结合的；[数]组合的 v.使结合；联合（combine的过去分词）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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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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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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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ompanies 2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58 company 4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59 complaint 1 [kəm'pleint] n.抱怨；诉苦；疾病；委屈

60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61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62 content 2 ['kɔntent] n.内容，目录；满足；容量 adj.满意的 vt.使满足 n.(Content)人名；(法)孔唐

63 corporate 1 adj.法人的；共同的，全体的；社团的；公司的；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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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ourts 1 英 [kɔː t] 美 [kɔː rt] n. 法院；庭院；宫廷；球场；奉承 v. 献殷勤；追求；招致；设法获得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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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ruelly 1 ['kru:əli] adv.残酷地；非常

68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69 defend 1 [di'fend] vt.辩护；防护 vi.保卫；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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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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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3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74 died 1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75 directed 1 [di'rektid, dai-] adj.定向的；经指导的；被控制的 v.指导；管理（dir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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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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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mploy 1 [im'plɔi] vt.使用，采用；雇用；使忙于，使从事于 n.使用；雇用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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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nough 2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81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82 ethnic 4 ['eθnik] adj.种族的；人种的

83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84 experts 2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85 facebook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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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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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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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failing 1 ['feiliŋ] n.失败；缺点，过失；弱点 prep.如果没有… adj.失败的 v.失败；不及格（fail的ing形式） n.(Failing)人名；(英)费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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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family 1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90 filed 1 [faɪl] n. 档案；卷宗；文件；锉刀，指甲锉 vt. 把 ... 归档；提出(申请书、议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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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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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4 forced 1 adj.被迫的；强迫的；用力的；不自然的 v.强迫（force的过去式）

95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96 foreign 2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97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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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group 4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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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harms 1 英 [hɑːm] 美 [hɑ rːm] n. 危害；伤害；损害 vt. 伤害；损害

102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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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hate 6 [heit] vt.憎恨；厌恶；遗憾 vi.仇恨 n.憎恨；反感 n.(Hate)人名；(法)阿特

104 hateful 1 ['heitful] adj.可憎的；可恨的；可恶的

105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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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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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heard 1 [hə:d] v.听到（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闻知 n.(Heard)人名；(英)赫德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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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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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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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immediately 1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113 in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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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incited 2 [ɪn'saɪt] v. 煽动；刺激；激励

115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16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117 investigated 1 [ɪn'vestɪɡeɪt] v. 调查；研究

118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9 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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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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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23 launched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124 law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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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lawsuit 7 ['lɔ:sju:t] n.诉讼（尤指非刑事案件）；诉讼案件

126 lawsuits 1 n. 诉讼，法律诉讼；控诉（lawsuit的复数形式）

127 lawyers 2 ['lɔː jəz]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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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leaving 1 ['li:viŋ] n.离开；残余；渣滓 v.离开；留下；舍弃（leav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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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led 2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31 legal 6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132 legally 1 ['li:gəli] adv.合法地；法律上

133 liability 2 n.责任；债务；倾向；可能性；不利因素

134 liable 1 ['laiəbl] adj.有责任的，有义务的；应受罚的；有…倾向的；易…的

135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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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38 material 2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139 mathematical 1 [,mæθi'mætikəl] adj.数学的，数学上的；精确的

140 media 2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141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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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Meta 2 pref.表示“变化”“变换”之义 n.(Meta)人名；(德、俄、罗、塞、葡、意、英)梅塔(女子教名Margaret的昵称)

144 militants 3 n.激进分子，好斗分子( militant的名词复数 )

145 military 4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146 mill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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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misinformation 1 [,misinfə'meiʃən] n.误报；错误的消息

148 moderate 1 ['mɔdərət, 'mɔdəreit] adj.稳健的，温和的；适度的，中等的；有节制的 vi.变缓和，变弱 vt.节制；减轻

149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150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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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muslim 1 ['muzlim; 'mʌz-] n.穆斯林；穆罕默德信徒 adj.伊斯兰教的

152 Myanmar 8 ['mjænmɑ:] n.缅甸（东南亚国家）

153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154 nations 2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55 necessary 1 ['nesisəri]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必需品 n.(Necessary)人名；(英)内塞瑟里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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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58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59 of 1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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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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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online 2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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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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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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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organized 2 ['ɔ:gənaizd] adj.有组织的；安排有秩序的；做事有条理的 v.组织（organize的过去分词）

167 organizing 1 v.组织（organize的ing形式）；使有机化 n.组织 adj.组织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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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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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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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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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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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parent 2 ['pεərənt] n.父亲（或母亲）；父母亲；根源 n.(Parent)人名；(法)帕朗；(英、西)帕伦特

174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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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parties 1 英 ['pɑ tːi] 美 ['pɑ rːti] n. 聚会；宴会；政党；一伙人；[律]当事人 vi. 开派对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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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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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persecution 2 [,pə:si'kju:ʃən] n.迫害；烦扰

180 physical 1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181 plan 1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182 platforms 2 [p'lætfɔː mz] 平台

183 played 1 v.演奏；播放；玩耍；参加竞赛（play的过去分词） adj.比赛的

184 posted 2 英 ['pəʊstɪd] 美 ['poʊstɪd] adj. 有职位的；消息灵通的；发布的 动词po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5 posts 2 英 [pəʊst] 美 [poʊst] n. 职位；邮件；标竿 v. 邮递；通知；布置；派遣；急行 adv. 快速地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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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188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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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protected 1 [prə'tektid] adj.受保护的 v.保护；防卫（protect的过去分词）

191 protections 1 [prə'tekʃnz] 保护

192 publishers 1 ['pʌblɪfəz] n. 出版公司；出版商 名词publisher的复数形式.

193 race 1 n.属，种；种族，人种；家庭，门第；赛事，赛跑 vt.使参加比赛；和…竞赛；使急走，使全速行进 vi.比速度，参加竞
赛；全速行进 n.(Race)人名；(英)雷斯；(塞)拉采

194 raised 1 [[reizd] adj.凸起的；发酵的；浮雕的 v.提高（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举起；抚育，抚养

195 rakhine 1 n.若干（缅甸地名）

196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97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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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refugees 5 难民

200 relation 1 [ri'leiʃən] n.关系；叙述；故事；亲属关系

201 religion 1 [ri'lidʒən] n.宗教；宗教信仰

202 reported 1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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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requests 1 [rɪ'kwest] n. 请求；要求 vt. 请求；要求

205 responsibility 1 [ri.spɔnsə'biliti] n.责任，职责；义务

206 responsible 2 [ri'spɔnsəbl] adj.负责的，可靠的；有责任的

207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08 rights 2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09 rohingya 11 罗兴亚族（ 缅甸的一个穆斯林族群）

210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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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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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14 secti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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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security 1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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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217 seeks 2 [siː k] vt. 寻求；追求；试图 vi. 寻找

218 service 1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219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220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21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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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slow 1 [sləu] adj.慢的；减速的；迟钝的 vi.变慢；变萧条 vt.放慢；阻碍 adv.慢慢地；迟缓地 n.(Slow)人名；(英)斯洛

224 social 2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225 solve 1 [sɔlv, sɔ:lv] vt.解决；解答；溶解 vi.作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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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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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peech 5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229 spread 2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230 spreading 1 ['spredɪŋ] n.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

231 starting 1 ['stɑ tː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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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State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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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steps 2 n.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台阶，步骤（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

235 sto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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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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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subjected 1 [səbd'ʒektɪd] adj. 从属的，隶属的 v. 动词subject的过去式、过去分词

238 successful 1 [sək'sesful] adj.成功的；一帆风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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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sue 1 [sju:, su:] vt.控告；请求 vi.控告；提出请求 n.(Sue)人名；(日)末(名)；(法)休；(英)休(女子教名Susan、Susanna的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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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survived 1 英 [sə'vaɪv] 美 [sər'vaɪv] vt. 幸免于难；存活；艰难度过；比 ... 活得长 vi. 活着；继续存在

243 suspected 1 英 [səs'pektɪd] 美 [sə'spektɪd] adj. 可疑的；嫌疑的 动词su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4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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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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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th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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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the 3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50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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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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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53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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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56 to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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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58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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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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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unfairly 1 [ʌn'fɛəli] adv.不公平地；不正当地

263 united 3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264 us 1 pron.我们

265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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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67 users 1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268 violence 7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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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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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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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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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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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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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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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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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who 3 pron.谁；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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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worldwide 1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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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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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