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12 [As It Is] Property Owners on US Border Face Pressure
from Migrants, Government 词汇表词汇表

1 Abbott 4 ['æbət] n.阿尔伯特（人名）；雅培（公司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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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acia 1 [ə'keiʃə] n.阿拉伯树胶；刺槐；金合欢属植物 n.(Acacia)人名；(意)阿卡恰

4 achieve 2 vt.取得；获得；实现；成功 vi.达到预期的目的，实现预期的结果，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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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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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djust 1 [ə'dʒʌst] vt.调整，使…适合；校准 vi.调整，校准；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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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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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gency 3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1 agents 4 n.媒介；[法][贸易]代理人；药剂（agent的复数）

12 agreements 1 [əɡ'riː mənts] n. 协定

13 aim 1 vt.目的在于；引导；把…对准 vi.打算；对准目标；瞄准 n.目的；目标；对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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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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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7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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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0 and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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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finsen 2 n. 安芬森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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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24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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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rea 3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6 arresting 1 [ə'restiŋ] adj.醒目的，有趣的；引人注意的 v.逮捕（arrest的ing形式）

27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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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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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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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bar 1 n.条，棒；酒吧；障碍；法庭 vt.禁止；阻拦 prep.除……外 n.(Bar)人名；(阿拉伯、德、法、俄、罗、捷、波、葡、以)巴
尔

31 barbed 1 [bɑ:bd] adj.有刺的；讽刺的；有倒钩的 v.讽刺（barb的过去分词）；装倒钩 n.(Barbed)人名；(西)巴尔韦德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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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4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35 become 2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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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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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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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etween 2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40 blamed 1 [bleimd] adj.混蛋的，该死的 v.谴责

41 border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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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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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boss 1 [bɔs] n.老板；首领；工头 vt.指挥，调遣；当…的领导 vi.当首领，发号施令 n.(Boss)人名；(英、法、德、西、瑞典)博斯

43 bought 2 [bɔ:t] v.买（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4 br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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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usiest 1 adj.最忙的（busy的最高级形式）

46 bu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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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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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ampaign 2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49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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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51 ca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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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ases 2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53 cattle 1 ['kætl] n.牛；牲畜（骂人的话）；家畜；无价值的人 n.(Cattle)人名；(意)卡特莱

54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55 chain 3 n.链；束缚；枷锁 vt.束缚；囚禁；用铁链锁住

56 chapter 1 ['tʃæptə] n.章，回；（俱乐部、协会等的）分会；人生或历史上的重要时期 vt.把…分成章节

57 charges 2 [t'ʃɑːdʒɪz] n. 费用

58 climb 1 [klaim] vi.爬；攀登；上升 vt.爬；攀登；上升 n.爬；攀登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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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ommand 1 [kə'mɑ:nd] vi.命令，指挥；控制 vt.命令，指挥；控制；远望 n.指挥，控制；命令；司令部 n.(Command)人名；(法)科
芒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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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concertina 2 [,kɔnsə'ti:nə] n.类似风琴的六角形乐器

63 Coronado 1 科罗纳多 n.(Coronado)人名；(英、西)科罗纳多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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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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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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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riticized 1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68 cro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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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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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rossings 2 [k'rɒsɪŋz] 交叉口

71 Cuba 1 ['kju:bə] n.古巴（拉丁美洲国家）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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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declined 1 [dɪ'klaɪn] v. 下降；减少；变弱；拒绝；倾斜 n. 衰微；跌落；晚年

74 del 3 [del] n.删除文件；[数]倒三角形 n.(Del)人名；(匈)戴尔；(柬)德

75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76 desired 1 [di'zaiəd] adj.渴望的；想得到的 v.渴望，要求（desire的过去分词形式）

77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78 diamond 1 ['daiəmənd] n.钻石，金刚石；菱形；方块牌 adj.菱形的；金刚钻的 n.(Diamond)人名；(英、意、葡)戴蒙德；(法)迪亚蒙

79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80 diplomatic 1 [,diplə'mætik] adj.外交的；外交上的；老练的

81 disagreement 2 [,disə'gri:mənt] n.不一致；争论；意见不同

82 dispute 1 [dis'pju:t, 'dis-] vt.辩论；怀疑；阻止；抗拒 vi.争论 n.辩论；争吵

83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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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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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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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英）多恩（人名）

86 doubt 1 [daut] n.怀疑；疑问；疑惑 v.怀疑；不信；恐怕；拿不准

87 DPS 1 n. 数据处理(二苯芪；道格拉斯方法标准)

88 each 2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89 eagle 2 ['i:gl] n.鹰；鹰状标饰 n.(Eagle)人名；(英)伊格尔

90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91 easier 1 [英 ['i:zɪə] 美 ['i:zɪr]] adj.更简单；容易些（easy的比较级形式）；较早的

92 eas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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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aten 1 [英 [ˈi:tn] 美 [ˈitn] v.吃（eat的过去分词）

94 edge 1 [edʒ] n.边缘；优势；刀刃；锋利 vt.使锐利；将…开刃；给…加上边 vi.缓缓移动；侧着移动 n.(Edge)人名；(英)埃奇

95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96 either 1 adj.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任何一个 conj.也（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根本 pron.任一，两方，随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97 email 1 ['i:'meil] n.电子信函 vt.给…发电子邮件 n.(Email)人名；(法)埃马伊

98 enable 1 [i'neibl] vt.使能够，使成为可能；授予权利或方法

99 enabling 1 [en'eibliŋ] adj.授权的 v.使能够；授权给（enable的现在分词）

100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101 enforcement 2 [in'fɔ:smənt] n.执行，实施；强制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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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ricka 1 n. 埃里卡; 埃丽卡

104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05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106 expect 1 [ik'spekt] vt.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期待；预期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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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109 farm 8 [fɑ:m] vi.种田，务农；经营农场 n.农场；农家；畜牧场 vt.养殖；耕种；佃出（土地）

110 farms 3 英 [fɑːm] 美 [fɑ rːm] n. 农场；农田 v. 务农

111 fast 1 [fɑ:st, fæst] adj.快速的，迅速的；紧的，稳固的 adv.迅速地；紧紧地；彻底地 vi.禁食，斋戒 n.斋戒；绝食 n.(Fast)人名；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112 fault 1 [fɔ:lt] n.故障；[地质]断层；错误；缺点；毛病；（网球等）发球失误 vi.弄错；产生断层 vt.（通常用于疑问句或否定
句）挑剔

113 Federal 5 ['fedərəl] adj.联邦的；同盟的 n.北部联邦同盟盟员；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114 feet 1 ['fi:t, fi:t] n.脚（foot的复数形式）；尺；韵脚

115 fenc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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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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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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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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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forms 1 ['fɔː mz] n. 表格；形式；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

121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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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gate 3 [geit] n.大门；出入口；门道 vt.给…装大门 n.(Gate)人名；(英)盖特；(法、瑞典)加特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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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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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government 3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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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governments 2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128 governor 4 ['gʌvənə] n.主管人员；统治者，管理者；[自]调节器；地方长官

129 Grande 1 [gra:nd] adj.重大的，显要的 n.(Grande)人名；(英、德、西、葡、瑞典)格兰德；(法)格朗德

130 greg 1 [greg] n.格雷格（男子名，等于Gregory）

131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32 guard 1 [gɑ:d] n.守卫；警戒；护卫队；防护装置 vi.警惕 vt.保卫；监视 n.(Guard)人名；(英)格尔德

133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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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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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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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heavenly 3 ['hevənli] adj.天上的；神圣的；天国似的 adv.无比；极其

137 heavy 1 adj.沉重的；繁重的，巨大的；拥挤的；阴沉的 n.重物；严肃角色 adv.大量地；笨重地

138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39 h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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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141 Hugo 2 ['hju:gəu] n.雨果（男子名，等于Hugh）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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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illegal 3 adj.[法]非法的；违法的；违反规则的 n.非法移民，非法劳工

144 illegally 1 [i'li:gəli] adv.非法地

145 immigration 4 [,imi'greiʃən] n.外来移民；移居

146 i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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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48 intent 2 [in'tent] n.意图；目的；含义 adj.专心的；急切的；坚决的

149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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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is 2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1 i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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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john 2 [dʒɔn] n.厕所

153 jon 1 [dʒɔn] n.乔恩（男子名）

154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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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157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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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lack 1 [læk] vt.缺乏；不足；没有；需要 vi.缺乏；不足；没有 n.缺乏；不足 n.(Lack)人名；(老)拉；(英、法、意、葡、匈)拉
克；(匈)洛克

160 lan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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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landowner 1 ['lænd,əunə] n.地主，土地所有者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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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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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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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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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lever 1 ['li:və, 'le-] n.杠杆；控制杆 vt.用杠杆撬动；把…作为杠杆 vi.用杠杆撬 n.(Lever)人名；(法)勒韦；(英)利弗；(德)莱韦尔

167 levers 1 ['levəz] n. 杠杆；操作杆；工具 名词lever的复数形式.

168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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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link 3 [liŋk] n.[计]链环，环节；联系，关系 vt.连接，连结；联合，结合 vi.连接起来；联系在一起；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
(Link)人名；(英、德、塞、捷、匈、瑞典)林克

170 loc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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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lock 5 [lɔk] vt.锁，锁上；隐藏 vi.锁；锁住；卡住 n.锁；水闸；刹车 n.(Lock)人名；(英、丹、德、瑞典)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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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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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machine 1 [mə'ʃi:n] n.机械，机器；机构；机械般工作的人 vt.用机器制造 n.(Machine)人名；(意)马基内

175 magali 3 马加利

176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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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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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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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mean 1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181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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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mesh 1 [meʃ] n.网眼；网丝；圈套 vi.相啮合 vt.[机]啮合；以网捕捉

184 Mexico 3 ['meksikəu] n.墨西哥

185 migrants 6 ['maɪɡrənts] 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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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mile 1 [mail] n.英里；一英里赛跑；较大的距离 n.(Mile)人名；(塞、匈、法)米莱

188 miller 3 ['milə] n.磨坊主；碾磨工；蛾 n.(Miller)人名；(西、葡)米列尔；(英、德、法、爱沙、芬、罗、瑞典、波)米勒

189 miscommunication 1 ['miskə,mju:ni'keiʃən] n.错误传达

190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91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92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93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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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Nicaragua 1 [,nikə'rægjuə; -'rɑ:gwə] n.尼加拉瓜（拉丁美洲一国家）

196 n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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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not 9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98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99 nut 1 [nʌt] n.螺母，螺帽；坚果；难对付的人，难解的问题 vi.采坚果 n.(Nut)人名；(阿拉伯)努特；(柬)努

200 obstacle 1 ['ɔbstəkl] n.障碍，干扰；妨害物

201 of 1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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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O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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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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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onto 1 ['ɔntu, -tə] prep.在…之上；对…了解；映射到…上 adj.映射的；自身的；映成的

206 operate 1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207 oppose 1 [ə'pəuz] vt.反对；对抗，抗争 vi.反对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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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210 overgrown 2 [,əuvə'grəun] adj.蔓生的；生长过快的 v.生长过度（overgrow的过去分词）

211 owned 1 [əund] v.拥有；承认（own的过去分词） adj.自身拥有的

212 owners 1 ['əʊnəz] 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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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paid 1 [peid] adj.付清的；已付的 vt.支付（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付清

214 par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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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pass 3 [pɑ:s, pæs] n.及格；经过；护照；途径；传球 vi.经过；传递；变化；终止 vt.通过；经过；传递 n.(Pass)人名；(英、法、
德、俄)帕斯

216 patrol 7 [pə'trəul] n.巡逻；巡逻队；侦察队 vt.巡逻；巡查 vi.巡逻；巡查

217 pecan 2 [pi'kæn] n.美洲山核桃；美洲山核桃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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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permission 1 [pə'miʃən] n.允许，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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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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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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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plants 2 [p'lɑːnts] n. 植物花卉；工厂（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 v. 种植；设立；建立；安插；栽赃（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
式）

224 poor 1 [puə, pɔ:] adj.贫穷的；可怜的；贫乏的；卑鄙的 n.(Poor)人名；(英、伊朗)普尔

225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26 practical 1 ['præktikəl] adj.实际的；实用性的

227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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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pressure 1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230 priv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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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produces 1 英 [prə'djuːs] 美 [prə'duːs] v. 生产；引起；提出；制片；分娩 n. 产品；农产品

232 property 4 ['prɔpəti] n.性质，性能；财产；所有权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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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pull 1 [pul] vt.拉；拔；拖 vi.拉，拖；拔 n.拉，拉绳；拉力，牵引力；拖 n.(Pull)人名；(法)皮尔；(德、瑞典)普尔

235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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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ranchers 1 n.大农场主( rancher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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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40 regret 1 [ri'gret] n.遗憾；抱歉；悲叹 vt.后悔；惋惜；哀悼 vi.感到后悔；感到抱歉

241 relations 1 [ri'leʃənz] n.关系；交往；事务

242 released 2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3 remove 1 [ri'mu:v] vt.移动，迁移；开除；调动 vi.移动，迁移；搬家 n.移动；距离；搬家

244 removed 2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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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247 request 1 [ri'kwest] n.请求；需要 vt.要求，请求

248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249 Rio 4 ['ri:əu] n.里约（巴西共和国的旧首都）

250 river 2 ['rivə] n.河，江 n.(River)人名；(英)里弗

251 rod 1 n.棒；惩罚；枝条；权力 n.(Rod)人名；(英、法、德、捷、希)罗德；(阿拉伯)鲁德；(老)罗

252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253 safety 1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254 sai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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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sector 3 ['sektə] n.部门；扇形，扇区；象限仪；函数尺 vt.把…分成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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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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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ecures 1 英 [sɪ'kjʊə(r)] 美 [sə'kjʊr] adj. 安全的；牢靠的；稳妥的 vt. 使安全；获得；固定

258 see 2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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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shaped 1 [ʃeipt] adj.合适的；成某种形状的；有计划的 vt.发展；成形（shape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

261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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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simple 1 ['simpl] adj.简单的；单纯的；天真的 n.笨蛋；愚蠢的行为；出身低微者 n.(Simple)人名；(法)桑普勒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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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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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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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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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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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71 southern 2 ['sʌðən] adj.南的；南方的 n.南方人 n.(Southern)人名；(英)萨瑟恩

272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273 spokeswoman 1 ['spəuks,wumən] n.女代言人，女代言人

274 stat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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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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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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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teel 1 [sti:l] n.钢铁；钢制品；坚固 vt.钢化；使冷酷 adj.钢制的；钢铁业的；坚强的 n.(Steel)人名；(德)施特尔；(英)斯蒂尔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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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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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tops 1 英 [stɒp] 美 [stɑːp] v. 停止；阻止；停留 n. 停止；逗留；车站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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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surrender 1 [sə'rendə] vt.使投降；放弃；交出；听任 vi.投降；屈服；自首 n.投降；放弃；交出；屈服

283 tall 1 [tɔ:l] adj.高的；长的；过分的；夸大的 adv.夸大地 n.(Tall)人名；(马里、阿拉伯)塔勒；(芬、罗、瑞典)塔尔；(英)托尔；
(土)塔勒

284 telling 1 ['teliŋ] adj.有效的；生动的；显著的 n.命令；叙述；吐露真情 v.告诉；讲述（tell的ing形式）；命令 n.(Telling)人名；(英)
特林

285 texas 8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286 t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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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the 6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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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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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92 they 1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93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94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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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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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thousands 2 ['θaʊzndz] n. 数千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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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299 to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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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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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together 2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301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02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03 tree 1 [tri:] n.树；木料；树状物 vt.把...赶上树 vi.爬上树；逃上树 n.(Tree)人名；(英)特里

304 trespassing 2 ['trespəs] n. 非法侵入；罪过；[法]侵害诉讼 v. 非法侵入；侵害；冒犯

305 troopers 2 n.（低军衔的）骑兵( trooper的名词复数 ); 骑警; 骑兵的马; <美>州警官

306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07 unbelievable 1 [,ʌnbi'li:vəbl] adj.难以置信的；不可信的

308 unexpectedly 1 ['ʌnik'spektidli] adv.出乎意料地，意外地

309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310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311 unlocked 1 英 [ˌʌn'lɒk] 美 [ˌʌn'lɑːk] v. 开锁；开启；揭开；显露

312 uphill 1 ['ʌp'hil] adj.上坡的，向上的 adv.向上地；往上坡 n.上升；登高

313 urbina 14 n. 乌尔维纳(在委内瑞拉；西经 67º15' 北纬 10º17')

314 us 1 pron.我们

315 used 3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16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17 vehicle 1 ['viː ɪk(ə)l] n.[车辆]车辆；工具；交通工具；运载工具；传播媒介；媒介物

318 Venezuela 1 [,veni'zweilə] n.委内瑞拉

319 versus 1 ['və:səs] prep.对；与...相对；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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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voluntary 1 ['vɔləntəri] adj.自愿的；志愿的；自发的；故意的 n.志愿者；自愿行动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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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wanting 1 ['wɔntiŋ, 'wɔ:n-] adj.欠缺的；不足的；不够格的 prep.无；缺 v.需要（want的现在分词）；欠缺

324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25 week 1 [wi:k] n.周，星期

326 welcomed 1 ['welkəm] vt. 欢迎 adj. 受欢迎的 n. 欢迎 int. 欢迎(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

327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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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what 3 [hwɔt, hwʌt, 弱hwət] pron.什么；多么；多少 adj.什么；多么；何等 adv.到什么程度，在哪一方面 int.什么；多么

330 which 3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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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who 2 pron.谁；什么人

333 wire 4 ['waiə] n.电线；金属丝；电报 vt.拍电报；给…装电线 vi.打电报 n.(Wire)人名；(英)怀尔

334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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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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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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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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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woven 1 ['wəu-vən, 'wəuvən] v.编织；交织（weave的过去分词）；编造 adj.织物的 n.机织织物

340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41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42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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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