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2-30 [As It Is] Indonesia Permits Boat Carrying Rohingya
Refugees to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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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eh 1 n. 亚齐

3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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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6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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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gainst 2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9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0 and 1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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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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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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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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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ttacks 2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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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badruddin 1 巴德尔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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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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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23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24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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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eliefs 1 n.信仰；信�（belief的复数）

27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28 boat 8 [bəut] n.小船；轮船 vi.划船

29 boats 1 英 [bəʊt] 美 [boʊt] n. 船；船型物 v. 划船；放于船上；乘船

30 broke 1 [brəuk] adj.一文不名的，破产的 v.打破，断掉（break的过去式） n.(Broke)人名；(英)布罗克

31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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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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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arrying 3 ['kærɪɪŋ] adj. 运送的；运输的 n. 运送；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

35 chie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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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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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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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oalition 2 [,kəuə'liʃən] n.联合；结合，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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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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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42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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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onsidering 1 [kən'sidəriŋ] prep.考虑到；就...而论 conj.考虑到 v.考虑到（consider的ing形式）

45 council 1 ['kaunsəl] n.委员会；会议；理事会；地方议会；顾问班子 n.(Council)人名；(英)康斯尔

46 countries 2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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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riticism 1 ['krɪtɪsɪzəm] n.批评；考证；苛求

49 cruelly 1 ['kru:əli] adv.残酷地；非常

50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51 decision 2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52 detention 1 [di'tenʃən] n.拘留；延迟；挽留

53 divided 1 [di'vaidid] adj.分裂的；分开的；有分歧的 v.分开（divide的过去分词）；分离

54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55 dominated 1 ['dɒmɪneɪtɪd] adj. 受控的 动词dom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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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drew 1 [dru:] v.牵引（draw的过去式）；描绘；起草 n.(Drew)人名；(英)德鲁

58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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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mergency 1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61 emotionally 1 [i'məuʃənli] adv.感情上；情绪上；令人激动地；情绪冲动地

62 engine 2 ['endʒin] n.引擎，发动机；机车，火车头；工具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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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thnic 2 ['eθnik] adj.种族的；人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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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periencing 3 [ɪk'spɪərənsɪŋ] n. 体验；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

67 f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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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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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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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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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fishermen 1 ['fɪʃəmən] n. 渔夫；渔船 名词fisherman的复数形式.

72 fishing 1 ['fiʃiŋ] n.渔业；捕鱼（术）；试探；装配 adj.钓鱼的；钓鱼用的 v.捕鱼（fish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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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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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76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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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79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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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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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83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84 government 3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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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group 4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86 groups 2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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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harmed 1 英 [hɑːm] 美 [hɑ rːm] n. 危害；伤害；损害 vt. 伤害；损害

89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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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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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92 human 3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93 humanity 1 [hju:'mænəti] n.人类；人道；仁慈；人文学科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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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i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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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Indonesia 5 ['indəu'ni:zjə,-ʒə] n.印尼，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岛国）

97 Indonesian 1 [,indəu'ni:zjən] n.印尼人；印尼语群；印度尼西亚语 adj.印尼的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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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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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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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kilometers 1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103 land 3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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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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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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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leave 1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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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11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12 local 3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113 looks 1 [lʊks] n. 外貌(恒用复数)

114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15 m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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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Malaysia 3 [mə'leiʒə; mə'leiziə] n.马来西亚；马来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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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medicine 1 ['medisin] n.药；医学；内科；巫术 vt.用药物治疗；给…用药

119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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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mentally 1 ['mentəli] adv.精神上，智力上；心理上

122 militants 2 n.激进分子，好斗分子( militant的名词复数 )

123 military 1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124 ministry 1 ['ministri] n.（政府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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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muslim 2 ['muzlim; 'mʌz-] n.穆斯林；穆罕默德信徒 adj.伊斯兰教的

127 Myanmar 1 ['mjænmɑ:] n.缅甸（东南亚国家）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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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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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navy 1 ['neivi] n.海军 深蓝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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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northernmost 1 ['nɔ:ðənməust] adj.最北的

132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33 of 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34 off 2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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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officials 3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37 onboard 1 ['ɔn'bɔ:d] adv.在船上；在飞机上；在板上 adj.随车携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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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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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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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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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passengers 2 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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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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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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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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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physically 1 ['fizikli] adv.身体上，身体上地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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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pl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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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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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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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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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promising 1 ['prɔmisiŋ] adj.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v.许诺，答应（promise的现在分词形式）

156 protection 1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157 province 2 ['prɔvins] n.省；领域；职权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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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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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rakhine 1 n.若干（缅甸地名）

161 refuge 1 ['refju:dʒ] n.避难；避难所；庇护 vt.给予…庇护；接纳…避难 vi.避难；逃避

162 refugees 7 难民

163 religion 1 [ri'lidʒən] n.宗教；宗教信仰

164 repair 1 [ri'pεə] vi.修理；修复 vt.修理；恢复；补救，纠正 n.修理，修补；修补部位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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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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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68 rights 4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169 rohingya 7 罗兴亚族（ 缅甸的一个穆斯林族群）

170 sai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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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saw 1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172 sea 1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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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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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security 2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175 seek 1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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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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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shand 1 n. 尚德

179 should 2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180 society 1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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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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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spoke 1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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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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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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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statement 4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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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stranded 2 ['strændid] adj.搁浅的；陷于困境的；有…股的（常用来构成复合词） v.搁浅（stra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0 Sunday 1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191 supported 1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92 supporters 1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193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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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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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the 3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97 thei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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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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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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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t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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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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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traffickers 1 n.商人，贩子( trafficker的名词复数 ); 做（非法）买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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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tribal 1 ['traibəl] adj.部落的；种族的 n.(Tribal)人名；(法)特里巴尔

206 unable 1 [ʌn'eibl] adj.不会的，不能的；[劳经]无能力的；不能胜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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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upholds 1 英 [ʌp'həʊld] 美 [ʌp'hoʊld] v. 支持；维护；维持；举起

209 us 1 pron.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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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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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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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vulnerable 2 ['vʌlnərəbl] adj.易受攻击的，易受…的攻击；易受伤害的；有弱点的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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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216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17 water 1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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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Waters 1 ['wɔ:təz] n.沃特斯（姓氏）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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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weak 1 [wi:k] adj.[经]疲软的；虚弱的；无力的；不牢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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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23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24 women 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225 wooden 1 ['wudən] adj.木制的；僵硬的，呆板的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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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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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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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31 yunus 2 尤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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