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21 [As It Is] Number of Venezuelans Trying to Cross into
US Increased in August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1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i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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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o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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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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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nd 8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7 numbe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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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venezuelans 8 委内瑞拉人（Venezuelan的复数）

9 migrants 7 ['maɪɡrənts] 移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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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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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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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4 bord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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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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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7 on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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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ugust 4 ['ɔː gəst]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n.八月（简写为Aug） n.(August)人名；(法、葡、西、俄、罗、英、德、瑞典、挪)奥
古斯特

19 Venezuela 4 [,veni'zweilə] n.委内瑞拉

20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1 comm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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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crossing 3 ['krɔ:siŋ] n.十字路口；杂交；横渡；横道 v.横越（cross的现在分词）

23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4 int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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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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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mill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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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now 3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28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9 texas 3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30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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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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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tim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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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venezuelan 3 adj.委内瑞拉的；委内瑞拉人的 n.委内瑞拉人

34 year 3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5 agency 2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36 arriving 2 [ə'raɪv] vi. 到达；到来；成功

37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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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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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rossed 2 [krɔst] adj.交叉的；划掉的；十字形的 v.交叉；越过（cro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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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arlier 2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44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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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46 government 2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47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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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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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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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higher 2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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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largest 2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54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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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Martha 2 ['mɑ:θə] n.玛莎（女子名）；马大（马利亚和拉撒路之姊）

57 Massachusetts 2 [,mæsə'tʃu:sits] n.马萨诸塞州（美国）

58 Mexico 2 ['meksikəu] n.墨西哥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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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61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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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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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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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penalty 2 ['penəlti] n.罚款，罚金；处罚

66 percent 2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67 problems 2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68 reported 2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69 return 2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70 rule 2 [ru:l] vi.统治；管辖；裁定 n.统治；规则 vt.统治；规定；管理；裁决；支配 n.(Rule)人名；(英)鲁尔；(塞)鲁莱

71 s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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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73 September 2 [sep'tembə] n.九月

74 stopped 2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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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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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trying 2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78 under 2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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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vineyard 2 ['vinjəd] n.葡萄园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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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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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who 2 pron.谁；什么人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84 works 2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85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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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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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account 1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89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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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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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airplane 1 ['εəplein] n.飞机

94 airplanes 1 飞机

95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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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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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arrival 1 [ə'raivəl] n.到来；到达；到达者

100 arrived 1 [a'raɪvd] adj.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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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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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asylum 1 [ə'sailəm] n.庇护；收容所，救济院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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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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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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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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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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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biden 1 n. 拜登(姓氏)

111 breaking 1 ['breikiŋ] n.破坏；阻断 v.破坏（break的ing形式）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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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chris 1 [kris] n.克里斯（男子名）；克莉丝（女子名）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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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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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communist 1 ['kɔmjunist] n.共产党员；共产主义者 adj.共产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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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critical 1 ['kritikəl] adj.鉴定的；[核]临界的；批评的，爱挑剔的；危险的；决定性的；评论的

120 Cuba 1 ['kju:bə] n.古巴（拉丁美洲国家）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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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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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dead 1 [ded] adj.无生命的；呆板的；废弃了的 adv.完全地 n.死者

124 denies 1 [dɪ'naɪ] vt. 否认；拒绝承认；拒绝给予；自制

125 die 1 [dai] vi.死亡；凋零；熄灭 vt.死，死于… n.冲模，钢模；骰子 n.(Die)人名；(西)迭；(阿拉伯)迪埃

126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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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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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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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driving 1 ['draiviŋ] adj.强劲的；推进的；精力旺盛的 n.驾驶；操纵 v.驾驶（drive的ing形式）

129 drown 1 [draun] vt.淹没；把…淹死 vi.淹死；溺死 n.(Drown)人名；(英)德朗

130 drowned 1 ['draund] v.淹死（drown的过去分词）；淹没 adj.淹死的；水淹的 n.血本无归者；被套牢者

131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132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33 eagle 1 ['i:gl] n.鹰；鹰状标饰 n.(Eagle)人名；(英)伊格尔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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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conomy 1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136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137 encounter 1 [in'kauntə] vt.遭遇，邂逅；遇到 n.遭遇，偶然碰见 vi.遭遇；偶然相遇

138 encounters 1 英 [ɪn'kaʊntə(r)] 美 [ɪn'kaʊntər] n. 意外的相见；邂逅；遭遇 v. 遭遇；遇到；偶然碰到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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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stablished 1 [i'stæbliʃt] adj.确定的；已制定的，已建立的

141 expecting 1 [ɪk'spekt] v. 预期；期待；盼望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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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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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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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146 Florida 1 ['flɔridə] n.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州）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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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49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150 governor 1 ['gʌvənə] n.主管人员；统治者，管理者；[自]调节器；地方长官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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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Guatemalan 1 [,gwæti'mɑ:lən] adj.危地马拉的（中美洲的一个国家） n.危地马拉人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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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heads 1 [hedz] adj.正面朝上的 n.(Heads)人名；(英)黑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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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hemisphere 1 ['hemi,sfiə] n.半球

157 high 1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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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Honduran 1 [hɔn'djuərən] adj.洪都拉斯的 n.宏都拉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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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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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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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increase 1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164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5 IOM 1 abbr. (英国)马恩岛 (Isle of Man)

166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167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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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lately 1 ['leitli] adv.近来，不久前

170 la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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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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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缅、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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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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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nus 1 ['mægnəs] n.马格纳斯力；鲁班结

175 meeting 1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176 mexicans 1 n.墨西哥人( Mexican的名词复数 )

177 migrant 1 ['maigrənt] n.候鸟；移居者；随季节迁移的民工 adj.移居的；流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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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180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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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83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184 newspaper 1 ['nju:s,peipə, 'nju:z-] n.报纸 报社 旧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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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187 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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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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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0 overall 1 ['əuvərɔ:l, ,əuvə'rɔ:l] adj.全部的；全体的；一切在内的 adv.全部地；总的说来 n.工装裤；罩衫

191 oversees 1 英 [ˌəʊvə'siː ] 美 [ˌoʊvər'siː ] vt. 监督；监管；监视

192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193 pa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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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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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patrol 1 [pə'trəul] n.巡逻；巡逻队；侦察队 vt.巡逻；巡查 vi.巡逻；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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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98 political 1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199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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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punishment 1 ['pʌniʃmənt] n.惩罚；严厉对待，虐待

202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203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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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regime 1 [rei'ʒi:m, ri-, ri'dʒi:m] n.政权，政体；社会制度；管理体制

206 regimes 1 [reɪ'ʒiː mz] 政权

207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208 report 1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209 republican 1 [ri'pʌblikən] adj.共和国的；共和政体的；共和主义的；拥护共和政体的 n.共和主义者

210 restricting 1 [rɪs'trɪktɪŋ] adj. 限制的，约束的 v. 限制，约束，束缚（restrict的现在分词）

211 right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212 Rio 1 ['ri:əu] n.里约（巴西共和国的旧首都）

213 river 1 ['rivə] n.河，江 n.(River)人名；(英)里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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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rose 1 n.玫瑰；粉红色；蔷薇（花）；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玫瑰花的；玫瑰色的；粉红色的；带有玫瑰香味的 vt.使成玫瑰色，
使（面颊）发红；使有玫瑰香味 vi.起义(rise的过去式)；升起；（数量）增加；休会

215 rules 1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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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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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se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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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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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221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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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威妥玛)

223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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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small 1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
人名；(英)斯莫尔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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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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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omewhere 1 ['sʌmhwεə] adv.在某处；到某处 n.某个地方

229 southwest 1 [,sauθ'west] n.西南方 adj.西南的 adv.往西南；来自西南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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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Sta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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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till 1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233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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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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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37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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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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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41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42 troubled 1 ['trʌbld] adj.动乱的，不安的；混乱的；困惑的

243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244 un 1 [ʌn, ən] pron.家伙，东西 n.(Un)人名；(柬)温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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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unplanned 1 [ˌʌn'plænd] adj. 无计划的；意外的；在计划外的

247 us 1 pron.我们

248 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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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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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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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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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wave 1 [weiv] vi.波动；起伏；挥手示意；摇动；呈波形 vt.卷（烫）发；向…挥手示意；使成波浪形 n.波动；波浪；高潮；挥手
示意；卷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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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western 1 ['westən] adj.西方的，西部的；有西方特征的 n.西方人；西部片，西部小说 n.(Western)人名；(英)韦斯顿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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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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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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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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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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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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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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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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