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5-04 [Education Report] Shelters Find Schools for Migrant
Children in Mex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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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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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5 address 2 vt.演说；从事；忙于；写姓名地址；向…致辞；与…说话；提出；处理 n.地址；演讲；致辞；说话的技巧；称呼

6 afraid 1 [ə'freid] adj.害怕的；恐怕；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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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ged 1 ['eidʒid] adj.年老的；…岁的；老年人特有的 v.老化（age的过去式）；成熟；变老

9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0 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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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lmada 1 [æl'mɑ:də] n.阿尔马达（葡萄牙中南部城市）

12 alone 1 [ə'ləun] adj.独自的；单独的；孤独的 adv.独自地；单独地

13 along 2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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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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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8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9 and 13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0 ano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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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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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24 arrive 1 vi.到达；成功；达成；出生 n.(Arrive)人名；(法)阿里夫

25 arriving 1 [ə'raɪv] vi. 到达；到来；成功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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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28 ask 1 [ɑ:sk, æsk] vt.问，询问；要求；需要；邀请；讨价 vi.问，询问；要求 n.(Ask)人名；(芬、瑞典)阿斯克

29 asked 2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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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ylum 1 [ə'sailəm] n.庇护；收容所，救济院

32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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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attend 2 [ə'tend] vt.出席；上（大学等）；照料；招待；陪伴 vi.出席；致力于；照料；照顾

34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35 barrier 1 ['bæriə] n.障碍物，屏障；界线 vt.把…关入栅栏 n.(Barrier)人名；(法)巴里耶

36 based 3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37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8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39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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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42 behind 1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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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belief 2 [bi'li:f] n.相信，信赖；信仰；教义

44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45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46 biggest 2 [bɪgɪst] adj. 最大的

47 bord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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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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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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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51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52 bus 1 [bʌs] n.公共汽车 乘公共汽车

53 b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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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b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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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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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are 1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57 cared 1 英 [keə(r)] 美 [ker] v. 关心；担忧；照顾；喜爱；介意；倾向于；愿望；在乎 n. 小心；照料；忧虑；注意；护理

58 casa 4 ['kɑ:sə] abbr.天文学高级研究中心（CentreforAdvancedStudyofAstronomy）；计算机与自动化系统
（ComputerandAutomatedSystemAssociation）；合作应用卫星A（CooperativeApplicationSatelliteA） n.(Casa)人名；(法、西、
德、意)卡萨

59 catholic 1 ['kæθəlik] adj.天主教的；宽宏大量的 n.天主教徒；罗马天主教

60 causes 1 [kɔː zɪz] n. 原因，理由；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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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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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hances 1 英 [tʃɑːns] 美 [tʃæns] n. 可能性；机会；偶然性 v. 偶然发生；碰巧；冒 ... (的险)

64 child 1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65 children 13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66 Christian 2 ['kristjən; -tʃən] n.基督徒，信徒 adj.基督教的；信基督教的

67 church 1 [tʃə:tʃ] n.教堂；礼拜；教派 adj.教会的；礼拜的 vt.领…到教堂接受宗教仪式 n.(Church)人名；(英)丘奇

68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69 Ciudad 3 n.（西）城市 n.(Ciudad)人名；(西)休达

70 cla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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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classroom 1 ['klɑ:srum] n.教室

72 classrooms 1 [k'læsruːmz] 教室

73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74 confidence 2 ['kɔnfidəns] n.信心；信任；秘密 adj.（美）诈骗的；骗得信任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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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courses 1 ['kɔː sɪz] n. 课程；路线（course的复数）

77 court 1 [kɔ:t] n.法院；球场；朝廷；奉承 vt.招致（失败、危险等）；向…献殷勤；设法获得 vi.求爱 n.(Court)人名；(英)考特；
(法)库尔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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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crime 1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80 cro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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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curriculum 2 [kə'rikjuləm] n.课程 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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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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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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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death 1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85 decrease 1 [di'kri:s, 'di:-, 'di:kri:s, di'k-] n.减少，减小；减少量 vi.减少，减小 vt.减少，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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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designer 1 [di'zainə] n.设计师；谋划者 adj.由设计师专门设计的；享有盛名的；赶时髦的

88 desire 1 [di'zaiə] n.欲望；要求，心愿；性欲 vt.想要；要求；希望得到… vi.渴望 n.(Desire)人名；(刚(布)、英)德西雷

89 detail 1 ['di:teil, di'teil] n.细节，详情 vt.详述；选派 vi.画详图

90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91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92 discrimination 1 [dis,krimi'neiʃən] n.歧视；区别，辨别；识别力

93 d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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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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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dora 1 ['dɔ:rə] abbr.运筹学与分析局（DirectorateofOperationalandAnalysis）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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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drives 1 n. 驱动程序；驱动器 名词drive的复数形式.

98 drug 2 [drʌg] n.药；毒品；麻醉药；滞销货 vt.使服麻醉药；使服毒品；掺麻醉药于 vi.吸毒 n.(Drug)人名；(罗)德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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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ducational 2 [,edju:'keiʃənəl] adj.教育的；有教育意义的

101 educators 2 ['edʒʊkeɪtəz] 教育者

102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03 emotion 1 [i'məuʃən] n.情感；情绪

104 emotional 1 [i'məuʃənəl] adj.情绪的；易激动的；感动人的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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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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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scaping 1 [ɪ'skeɪp] n. 逃跑 动词escape的现在分词形式.

108 espinoza 1 埃斯皮诺萨

109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10 even 2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111 everything 1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112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113 experienced 1 [ik'spiəriənst] adj.老练的，熟练的；富有经验的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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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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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falling 1 ['fɔ:liŋ] adj.下降的；落下的 n.下降；落下；陷落 v.落下（fall的ing形式） n.(Falling)人名；(瑞典)法林

117 families 2 ['fæməlɪz] n.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

118 fami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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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fear 1 [fiə] n.害怕；恐惧；敬畏；担心 vt.害怕；敬畏；为…担心 vi.害怕；敬畏；为…担心

120 feel 2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121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122 feels 1 [fiː l] v. 感觉；觉得；触摸；摸起来；认为；摸索 n. 感觉；触觉

123 fi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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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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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fled 3 [fled] v.逃走（flee的过去分词）；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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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for 11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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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forget 1 [fə'gɛt] vt.忘记；忽略 vi.忘记 n.(Forget)人名；(法)福尔热

129 fourth 1 [fɔ:θ] adj.第四的，第四个的；四分之一的 n.第四，月的第四日；四分之一 num.第四

130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31 futures 1 [f'ju tːʃəz] n. 期货 名词future的复数形式.

132 gaining 1 ['geɪnɪŋ] n. 开槽 动词gain的现在分词形式.

133 gangs 1 [ɡæŋ] n. 一群；一伙；(歹徒等的)一帮 v. 结成一伙；结伙袭击

134 Garcia 2 ['ga:ʃjə] n.加西亚（姓氏）

135 gather 1 ['gæðə] vt.收集；收割；使…聚集；使…皱起 vi.聚集；化脓；皱起 n.聚集；衣褶；收获量 n.(Gather)人名；(德)加特

136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37 g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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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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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good 2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140 grad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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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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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143 guardian 1 ['gɑ:diən] n.[法]监护人，保护人；守护者 adj.守护的 n.(Guardian)人名；(西)瓜尔迪安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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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harvest 1 ['hɑ:vist] n.收获；产量；结果 vt.收割；得到 vi.收割庄稼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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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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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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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hearings 1 n.听力( hearing的名词复数 ); 听觉; 听力所及的距离; 听证会

150 help 2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普

151 h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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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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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him 3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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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home 2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156 hometowns 1 n.家乡，故乡( hometown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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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159 hostile 1 ['hɔstail, -təl] adj.敌对的，敌方的；怀敌意的 n.敌对

160 housed 1 [haʊst] adj. 封装的 动词hou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61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62 hurts 1 ['hɜ tːs] n. 伤害；疼痛 名词hurt的复数形式.

163 husband 1 ['hʌzbənd] vt.节约地使用（或管理） n.丈夫 n.(Husband)人名；(英)赫斯本德

164 identified 1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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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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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68 in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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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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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insecurity 1 [,insi'kjuərəti] n.不安全；不牢靠；无把握；心神不定

172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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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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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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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jobs 1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176 join 1 [dʒɔin] vt.参加；结合；连接 vi.加入；参加；结合 n.结合；连接；接合点 n.(Join)人名；(法)茹安

177 ju 6 abbr.六月（June）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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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katherine 2 ['kæθərin] n.凯瑟琳（女子名）

180 kee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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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kids 1 [kɪd] n. 小孩；年轻人；小山羊；小山羊皮制品 vi. (山羊等)下崽；捉弄 vt. 开玩笑；哄骗；嘲弄 adj. 较年幼的

182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183 kolping 4 科尔平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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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la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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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learn 2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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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le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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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90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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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ll 1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193 loc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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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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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losing 1 ['lu:ziŋ] n.损失；失败 adj.输的；失败的；导致失败的 v.失去；损失（lose的ing形式）；错过

196 lot 2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197 lovely 1 adj.可爱的；令人愉快的；爱恋的；秀丽的，优美的 n.美女；可爱的东西

198 Lucia 2 ['lu:sjə] n.露西娅（女子名）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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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many 4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201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202 mental 1 ['mentəl] 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n.精神病患者

203 Mexican 2 ['meksikən] adj.墨西哥的；墨西哥人的 n.墨西哥人；墨西哥语

204 Mexico 4 ['meksikəu] n.墨西哥

205 Michoacan 1 米却肯（墨西哥）

206 migrant 4 ['maigrənt] n.候鸟；移居者；随季节迁移的民工 adj.移居的；流浪的

207 migrants 2 ['maɪɡrənts] 移民

208 miss 1 [mɪs] n.女士，小姐，年轻未婚女子 vt.错过，想念，缺（勤）

209 missed 1 [mɪs] n. [M-]小姐 vt. 想念 vt. 错过；漏掉

210 moment 1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211 months 2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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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most 1 [məust] adv.最；非常，极其；最多；几乎 adj.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n.大部分，大多数 n.(Most)人名；(德、俄、
法、芬、捷、英)莫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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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mother 1 ['mʌðə] n.母亲；大娘；女修道院院长 vt.生下；养育；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母亲的；出生地的

215 murdered 1 英 ['mɜːdə(r)] 美 ['mɜ rːdər] n. 谋杀；谋杀案；<俚>要命的事 vt. 谋杀；糟蹋；损坏 vi. 谋杀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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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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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219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20 needs 1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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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not 6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23 notebooks 1 n. 笔记本；笔记本电脑（notebook的复数）

224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225 numb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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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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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228 of 2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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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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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old 2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232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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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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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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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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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organiz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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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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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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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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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parents 4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241 partnered 1 英 ['pɑ tːnə(r)] 美 ['pɑ rːtnər] n. 伙伴；搭档；伴侣；合伙人 v. 同 ... 合作；做 ... 的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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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permanent 1 adj.永久的，永恒的；不变的 n.烫发（等于permanentwave）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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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plays 1 [pleɪ] v. 玩；比赛；（在运动队中）担当；派...出场；带；踢；击（球）；走（棋子）；出牌；演奏；播放；扮演；假
装；上演；发挥（作用）；应付；处理；掠过；浮现；使轻快地活动；（喷泉）喷涌；做游戏 n. 游戏；戏剧；比赛；发挥
作用；玩笑；间隙；闪烁；闪现

246 policies 1 英 ['pɒləsi] 美 ['pɑ lː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247 population 1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248 poverty 2 ['pɔvəti] n.贫困；困难；缺少；低劣

249 praised 1 [preɪz] vt. 赞美；称赞 n. 赞美；称赞；崇拜 vi. 赞美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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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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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program 2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253 programs 1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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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providing 1 [prəu'vaidiŋ] conj.假如，以…为条件 v.供给（provide的ing形式）；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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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public 1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257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258 re 2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259 rea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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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read 1 [ri:d] vt.阅读；读懂，理解 vi.读；读起来 n.阅读；读物 adj.有学问的 n.(Read)人名；(英)里德

261 reality 1 [ri'æləti, ri:-] n.现实；实际；真实

262 receiving 1 [ri'si:viŋ] adj.接受的 n.接受 v.接收（receive的ing形式）

263 refugee 2 [,refju'dʒi:, 'refjudʒi:] n.难民，避难者；流亡者，逃亡者

264 religious 1 [ri'lidʒəs] adj.宗教的；虔诚的；严谨的；修道的 n.修道士；尼姑

265 reporting 1 英 [rɪ'pɔː tɪŋ] 美 [rɪ'pɔː 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266 rez 6 雷兹

267 rodas 2 罗达斯

268 runs 1 [rʌnz] n.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

269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270 safer 1 ['seɪfər] adj. 更安全的 形容词safe的比较级.

271 safety 2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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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Samuel 1 ['sæmjuəl] n.撒母耳（希伯来先知）；塞缪尔（男子名）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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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76 school 7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77 schooling 1 ['sku:liŋ] n.学校教育；学费 v.教育（school的ing形式）；培养 n.(Schooling)人名；(英)斯库林

278 schools 4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279 secure 1 [si'kjuə] adj.安全的；无虑的；有把握的；稳当的 vt.保护；弄到；招致；缚住 vi.获得安全；船抛锚；停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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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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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serve 1 [sə:v]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n.发球，轮到发
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283 s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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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威妥玛)

284 shel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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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shelters 5 英 ['ʃeltə(r)] 美 ['ʃeltər] n. 避难所；庇护；庇护所 v. 保护；隐匿；庇护

286 siblings 2 ['sɪblɪŋz] n. 同胞；同科 名词sibling的复数形式.

287 single 1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288 sister 1 n.姐妹；（称志同道合者）姐妹；修女；护士 adj.姐妹般的；同类型的

289 sixth 1 [siksθ] n.月的第六日，（与the连用的）第六个；六分之一 adj.（与the连用）第六的，第六个的；六分之一的

290 sizes 1 ['saɪzɪz] n. 大小

291 s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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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socialize 1 ['səuʃəlaiz] vt.使社会化；使社会主义化；使适应社会生活 vi.交际；参与社交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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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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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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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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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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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Stat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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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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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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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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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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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strong 1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303 student 1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304 students 5 [st'juːdnts] 学生

305 succeed 1 [sək'si:d] vi.成功；继承；继任；兴旺 vt.继承；接替；继…之后

306 suddenly 1 ['sʌdnli] adv.突然地；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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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09 take 1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310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311 taught 1 [tɔ:t] v.教授（teach的过去分词）

312 teacher 3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313 teachers 3 ['titʃə:s] n.教师（teacher的复数形式）

314 tell 3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315 Teresa 1 [te'resɑ:] n.特里萨（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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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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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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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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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their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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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them 6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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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there 4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324 they 1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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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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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328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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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threats 1 [θret] n. 威胁；恐吓；凶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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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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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time 1 [taim] n.时间；时代；次数；节拍；倍数 vt.计时；测定…的时间；安排…的速度 adj.定时的；定期的；分期的 n.(Time)人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334 t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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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36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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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trafficking 1 ['træfɪk] n. （人或车等）交通流量；不正当生意（走私） v. 做生意（多指违法的）；游览

339 transportation 2 [,trænspə'teiʃən,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系统；运输工具；流放

340 trauma 2 ['trɔ:mə; 'trau-] n.[外科]创伤（由心理创伤造成精神上的异常）；外伤 n.(Trauma)人名；(西)特劳马

341 trip 1 [trip] vi.绊倒；远足；犯错误；轻快地走 n.旅行；绊倒；差错 vt.绊倒；使犯错 n.(Trip)人名；(荷)特里普

342 trust 1 ['trʌst] n.信任，信赖；责任；托拉斯 vt.信任，信赖；盼望；赊卖给 vi.信任，信赖；依靠 n.(Trust)人名；(英)特拉斯特

343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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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unable 1 [ʌn'eibl] adj.不会的，不能的；[劳经]无能力的；不能胜任的

345 uncertainty 1 [,ʌn'sə:tənti] n.不确定，不可靠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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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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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unpleasant 1 [,ʌn'plezənt] adj.讨厌的；使人不愉快的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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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urgent 1 ['ə:dʒənt] adj.紧急的；急迫的

351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52 ve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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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victor 2 ['viktə] n.胜利者 n.(Victor)人名；(俄、罗、保、匈)维克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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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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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wait 2 [weit] vt.等候；推迟；延缓 vi.等待；耽搁；伺候用餐 n.等待；等候 n.(Wait)人名；(英)韦特；(捷)魏特

357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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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59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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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w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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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whatever 1 [hwɔt'evə, 'hwət-] adj.不管什么样的 pron.无论什么；诸如此类 conj.无论什么

362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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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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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wherever 1 [hwεə'evə] adv.无论什么地方；究竟在哪里 conj.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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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while 1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367 will 6 [wɪl] n.意志；决心；情感；遗嘱；意图；心愿 vt.决心要；遗赠；用意志力使 vi.愿意；下决心 aux.将；愿意；必须

368 with 7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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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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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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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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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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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yolanda 1 女名(西班牙语)"紫罗兰"。YOLANDA给人的印象是气质高雅, 可静可动的女孩, 看起来柔弱, 却有令人不可亵渎的气
质。

376 you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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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