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4-20 [Education Report] Bangladesh Closes Rohingya Camp
Private School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dur 1 阿卜杜勒

2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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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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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ctive 1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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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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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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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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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ge 1 [eidʒ] n.年龄；时代；寿命，使用年限；阶段 vi.成熟；变老 vt.使成熟；使变老，使上年纪 n.(Age)人名；(瑞典)阿格；(日)
扬(姓)；(西、荷)阿赫

12 agreed 1 [ə'gri:d] adj.同意的；通过协议的 v.同意；赞成（agree的过去式）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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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kter 1 阿克特尔

15 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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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ow 2 [ə'lau] vt.允许；给予；认可 vi.容许；考虑

17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8 am 1 abbr.调频，调谐，调幅（amplitudemodulation） vi.（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 aux.（与v-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与v-ed
连用构成被动语态） n.（柬）安（人名）

19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20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1 and 1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2 an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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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ppointed 1 [ə'pɔintid] adj.约定的，指定的 v.任命；指定；约定时间，地点（appoint的过去分词形式）

24 Arakan 1 若开

25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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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7 arrangement 1 [ə'reindʒmənt] n.布置；整理；准备

28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29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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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ttending 1 adj.（医生）主治的 v.参加（attend的现在分词）；注意，听；照顾；[常用被动语态]（作为结果、情况）伴随

32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33 ban 1 [bæn] vt.禁止，取缔 n.禁令，禁忌 n.(Ban)人名；(日)蕃(名)；(缅、老、柬)班；(东南亚国家华语)万；(法)邦；(中)饼(广东
话·威妥玛)；(德、塞、罗、阿拉伯)巴恩；(英)班恩

34 bangla 1 ['bʌŋlɜ ]ː Bangladesh 孟加拉国

35 Bangladesh 8 [,ba:ŋglə'deʃ] n.孟加拉国（亚洲国家）

36 banish 2 ['bæniʃ] vt.放逐；驱逐 n.(Banish)人名；(英)巴尼什

37 bars 1 [bɑːz] n. 马齿龈 名词bar的复数形式.

38 bazar 1 [bə'zɑ:] n.市场；集市；义卖市场（等于bazaar） n.(Bazar)人名；(英)巴扎；(西)巴萨尔；(俄、葡、法)巴扎尔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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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ecause 3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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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ecoming 2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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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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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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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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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bill 1 [bil] n.[法]法案；广告；账单；[金融]票据；钞票；清单 vt.宣布；开账单；用海报宣传

47 blocked 1 [blɔkt] adj.堵塞的；被封锁的 v.阻塞（block的过去分词）

48 book 1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49 building 2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50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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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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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am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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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amps 4 [kæmp] n. 野营；帐篷；营地 v. 宿营；露营；扎营

54 centers 3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55 chance 1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56 children 8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57 classroom 1 ['klɑ:srum] n.教室

58 classrooms 1 [k'læsruːmz] 教室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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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losed 5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61 closes 1 英 [kləʊs] 美 [kloʊs] v. 关；合拢；不开放；停业；结束；收盘；（使）缩小；牢牢握住或抓住；（使）靠拢；同意；短兵
相接 adj. 亲近的；近的；几乎的；闷热的；严密的；紧凑的；剪得很短的；守口如瓶的；吝啬的；势均力敌的 adv. 接近；
靠近；紧紧地 n. 死胡同；完结；结论

62 closure 2 ['kləuʒə] n.关闭；终止，结束 vt.使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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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ommissioner 2 [kə'miʃənə] n.理事；委员；行政长官；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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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omputers 1 [kəm'pju tːəz] n.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

67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68 count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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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cox 1 [kɔks] vt.做...舵手；当艇长 vi.做舵手 n.舵手 n.(Cox)人名；(德、西、瑞典)科克斯；(英、法)考克斯

70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71 day 1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土)达伊

72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73 decides 1 [dɪ'saɪd] v. 决定；判断；断定

74 defending 1 [dɪ'fend] v. 防守；防护；辩护

75 design 1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76 did 3 [did] v.做（do的过去式）

77 distant 1 adj.遥远的；冷漠的；远隔的；不友好的，冷淡的

78 doctor 1 vt.修理；篡改，伪造；为…治病；授以博士学位 n.医生；博士 vi.就医；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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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does 2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81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82 door 1 [dɔ:] n.门；家，户；门口；通道 n.(Door)人名；(英)多尔

83 dow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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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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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dream 1 [dri:m] vi.梦想；做梦，梦见；想到 n.梦想，愿望；梦 vt.梦想；做梦；想到 adj.梦的；理想的；不切实际的

85 dreaming 1 ['dri:miŋ] adj.有梦想的 v.做梦（dream的ing形式）

86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87 education 4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88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89 eighth 1 [eitθ, eiθ] adj.第八的；八分之一的 num.第八；八分之一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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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ngineer 1 [,endʒi'niə] n.工程师；工兵；火车司机 vt.设计；策划；精明地处理 vi.设计；建造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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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stablishment 1 [i'stæbliʃmənt] n.确立，制定；公司；设施

94 establishments 2 n.企业( establishment的名词复数 ); 建立; （通常反对变革的）当权派; 反对改革的保守当权派

95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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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fearing 1 英 [fɪə(r)] 美 [fɪr] n. 担心；害怕；恐惧；【中药学】相畏 v. 害怕；担心；恐惧

98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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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fled 1 [fled] v.逃走（flee的过去分词）；消逝

101 for 11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2 forcibly 1 ['fɔ:səbli] adv.用力地；强制地；有说服力地

103 form 1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104 format 2 ['fɔ:mæt] n.格式；版式；开本 vt.使格式化；规定…的格式 vi.设计版式

105 founded 1 [faʊnd] v. 建立；创立；创办；熔铸；找到，发现（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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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fund 1 [fʌnd] n.基金；资金；存款 vt.投资；资助 n.(Fund)人名；(德)丰德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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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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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get 3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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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113 g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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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115 gone 1 [gɔn] adj.离去的；死去的；用光的 v.去（go的过去分词）

116 got 1 [gɔt] v.得到，明白（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Got)人名；(法)戈；(西、匈、瑞典)戈特

117 government 7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18 grade 2 [greid] n.年级；等级；成绩；级别；阶段 vt.评分；把…分等级 vi.分等级；逐渐变化 n.(Grade)人名；(英)格雷德；(法、
德、西、葡、塞、瑞典)格拉德

119 grader 1 ['greidə] n.分级机；分类机；（美）（中小学的）…年级学生 n.(Grader)人名；(英)格雷德尔

120 group 3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21 guess 1 [ges] vt.猜测；认为；推测；猜中 vi.猜；推测；猜中 n.猜测；推测 n.(Guess)人名；(英)格斯；(德)居斯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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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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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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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h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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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he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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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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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128 her 1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129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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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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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identification 1 [ai,dentifi'keiʃən] n.鉴定，识别；认同；身份证明

133 idle 2 ['aidl] adj.闲置的；懒惰的；停顿的 vi.无所事事；虚度；空转 vt.虚度；使空转

134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35 illegal 4 adj.[法]非法的；违法的；违反规则的 n.非法移民，非法劳工

136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37 i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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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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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40 inside 2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141 integrate 2 ['intigreit, 'intigrit, -greit] vt.使…完整；使…成整体；求…的积分；表示…的总和 vi.求积分；取消隔离；成为一体 adj.整
合的；完全的 n.一体化；集成体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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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interview 1 ['intəvju:] n.接见，采访；面试，面谈 vt.采访；接见；对…进行面谈；对某人进行面试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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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6 island 2 ['ailənd] n.岛；岛屿；安全岛；岛状物 adj.岛的 vt.孤立；使成岛状 n.(Island)人名；(英)艾兰

147 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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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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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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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la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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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language 1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52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153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54 la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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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latest 1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156 leader 3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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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159 learning 3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60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61 left 1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162 legal 1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163 level 1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164 like 1 [laik] vt.喜欢；想；愿意 vi.喜欢；希望 prep.像；如同 adj.同样的；相似的 n.爱好；同样的人或物 adv.可能 conj.好像

165 limited 1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166 locked 1 [lɒkɪd] adj. 锁定的 动词lo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67 long 1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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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69 Mahmud 1 n.(Mahmud)人名；(伊朗)马哈茂德；(阿拉伯)马哈茂德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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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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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mar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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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married 1 ['mærid] adj.已婚的，有配偶的；婚姻的，夫妇的；密切结合的 n.已婚者 v.结婚，与…结婚（marry的过去式）

174 marry 1 ['mæri] vt.嫁；娶；与……结婚 vi.结婚 n.(Marry)人名；(阿拉伯)马雷；(法)马里

175 materials 2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176 me 1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177 meaningful 1 ['mi:niŋful] adj.有意义的；意味深长的

178 might 1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179 Mohammad 2 n.穆罕默德（穆斯林真主）；（阿拉伯）穆罕默德（男子名）

180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81 must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182 my 1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183 Myanmar 1 ['mjænmɑ:] n.缅甸（东南亚国家）

184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85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86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187 ninth 1 [nainθ] num.第九 adj.第九的；九分之一的 n.九分之一

188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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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not 7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90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191 now 4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92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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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office 3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195 official 4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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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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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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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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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201 operate 4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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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operations 1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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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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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organization 2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207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08 our 3 ['auə, ɑ:] pron.我们的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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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own 1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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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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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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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peace 1 [pi:s] n.和平；平静；和睦；秩序 n.(Peace)人名；(英)皮斯

214 permanently 1 ['pə:mənəntli] adv.永久地，长期不变地

215 permission 4 [pə'miʃən] n.允许，许可

216 permit 2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217 per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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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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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polic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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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premise 1 [pri'maiz, 'premis] vt.引出，预先提出；作为…的前提 n.前提；上述各项；房屋连地基 vi.作出前提

221 premises 1 ['premisiz] n.前提；经营场址；上述房屋；契约前言（premise的复数） v.提出…为前提；预述（premise的第三人称单
数）

222 printer 1 ['printə] n.[计]打印机；印刷工；印花工

223 prison 1 ['prizən] n.监狱；监禁；拘留所 vt.监禁，关押 n.(Prison)人名；(德)普里松

224 private 5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
的，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225 promised 1 英 ['prɒmɪs] 美 ['prɑːmɪs] n. 诺言；预示；约定；(有)希望 v. 允诺；发誓；答应；有希望

226 provides 1 [prə'vaɪd] v. 供给；提供；准备；规定；抚养

227 rahim 2 拉希姆

228 raid 1 n.袭击；突袭；搜捕；抢劫 vi.突袭 vt.袭击，突袭 n.(Raid)人名；(阿拉伯)拉伊德

229 raided 1 [reɪd] n. 突然袭击；突击搜捕；劫掠；集体抛售 v. 劫掠；攫取；突击搜捕；袭击

230 raiding 1 [reɪd] n. 突然袭击；突击搜捕；劫掠；集体抛售 v. 劫掠；攫取；突击搜捕；袭击

231 rather 1 ['rɑ:ðə, 'ræ-] adv.宁可，宁愿；相当 int.当然啦（回答问题时用） n.(Rather)人名；(英)拉瑟

232 refugee 6 [,refju'dʒi:, 'refjudʒi:] n.难民，避难者；流亡者，逃亡者

233 refugees 3 难民

234 relief 2 n.救济；减轻，解除；安慰；浮雕

235 relocate 1 [,ri:ləu'keit, ri:'ləukeit] vt.重新安置；迁移 vi.重新安置；迁移新址 n.浮动

236 remain 2 [ri'mein] vi.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n.遗迹；剩余物，残骸

237 repatriation 2 [,ri:peitri'eiʃən] n.遣送回国；调回本国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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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resume 1 [rezju:'mei, ri'zju:m; -'zu:m] n.摘要；[管理]履历，简历 vt.重新开始，继续；恢复，重新占用 vi.重新开始，继续

240 rights 3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41 rohingya 15 罗兴亚族（ 缅甸的一个穆斯林族群）

242 rohingyas 1 罗兴迦人

243 roofs 1 屋顶

244 ruined 1 ['ruind, 'ru:-] adj.毁灭的；荒废的 v.毁灭（ruin的变形）

245 said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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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247 school 14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48 schools 11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249 seats 2 ['siː ts] n.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

250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251 secondary 1 ['sekəndəri] adj.第二的；中等的；次要的；中级的 n.副手；代理人

252 seize 1 [si:z] vt.抓住；夺取；理解；逮捕 vi.抓住；利用；（机器）卡住

253 seizing 1 ['si:ziŋ] n.抓；夺；捆绑 v.抓住；利用（seize的ing形式）；理解

254 send 1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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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she 1 [ʃi:] pron.她（主格）；它（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船舶、地球、月亮等） n.女人；雌性动物 n.(She)人名；(中)佘(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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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威妥玛)

257 shut 2 [ʃʌt] vt.关闭；停业；幽禁 vi.关上；停止营业 n.关闭 adj.关闭的；围绕的 n.(Shut)人名；(俄)舒特；(中)室(广东话·威妥玛)

258 shutdown 1 ['ʃʌtdaun] n.关机；停工；关门；停播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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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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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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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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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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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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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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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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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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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9 status 1 n.地位；状态；情形；重要身份

270 stopped 1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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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tudents 1 [st'juːdnts]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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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udden 1 ['sʌdən] adj.突然的，意外的；快速的 n.突然发生的事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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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supports 1 [sə'pɔː ts] n. 支持

277 teach 2 [ti:tʃ] vt.教；教授；教导 vi.教授；讲授；当老师 n.(Teach)人名；(英)蒂奇

278 teachers 2 ['titʃə:s] n.教师（teacher的复数形式）

279 teaching 2 ['ti:tʃiŋ] n.教学；教义 v.教学；教导（teach的ing形式）

280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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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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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the 5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83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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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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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286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287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88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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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91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92 thousands 2 ['θaʊzndz] n. 数千

293 threatened 2 ['θretənd] adj.受到威胁的 v.威胁（threaten的过去分词）

294 threatens 1 ['θretn] v. 威胁；恐吓；似将发生

295 to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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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told 4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97 took 2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98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99 unicef 3 ['ju:nisef] abbr.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于UnitedNationsInternationalChildren'sEmergency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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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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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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us 2 pron.我们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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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van 1 [væn] n.先锋；厢式货车；增值网 vt.用车搬运 n.(Van)人名；(老、泰、柬、缅)万

305 verbal 2 ['və:bəl] adj.口头的；言语的；动词的；照字面的 n.动词的非谓语形式

306 very 2 ['veri] adj.恰好是，正是；甚至；十足的；特有的 adv.非常，很；完全 n.(Very)人名；(英)维里

307 violated 1 ['vaɪəleɪt] v. 侵犯；违反；扰乱；亵渎；强奸

308 VOA 6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309 voice 1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310 wa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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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12 wat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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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314 w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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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were 8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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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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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20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321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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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wood 1 [wud] n.木材；木制品；树林 vi.收集木材 vt.植林于；给…添加木柴 n.(Wood)人名；(英、法、西、葡、阿拉伯)伍德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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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working 2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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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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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written 2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329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30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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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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