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2-28 [As It Is] For Rohingya, 2022 Could Be Deadliest at Sea
in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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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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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eh 1 n. 亚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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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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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ffected 1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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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ency 2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0 airplane 1 ['εəplein] n.飞机

11 alive 1 [ə'laiv] adj.活着的；活泼的；有生气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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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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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6 and 1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7 andaman 1 ['ændəmən] n.安达曼人；安达曼群岛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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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part 1 [ə'pɑ:t] adv.相距；与众不同地；分离着 adj.分离的；与众不同的

20 Arakan 1 若开

21 ar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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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rrested 1 [ə'restɪd] adj. 逮捕的 动词arr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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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sia 2 ['eiʃə] n.亚洲

25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26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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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abar 1 ['bɑ:bə] n.巴巴（电影名，书名）

28 badly 1 ['bædli] adv.非常，很；严重地，厉害地；恶劣地

29 baloch 2 俾路支

30 Bangladesh 9 [,ba:ŋglə'deʃ] n.孟加拉国（亚洲国家）

31 bay 1 [bei] n.海湾；狗吠声 vt.向…吠叫 vi.吠叫；大声叫嚷 n.(Bay)人名；(越)七；(英、老)贝；(德、意、罗、捷、土、丹)巴伊；
(匈)鲍伊；(瑞典)巴伊

32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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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elieves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35 Bengal 1 [beŋ'gɔ:l] n.孟加拉（位于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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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oard 2 [bɔ:d] n.董事会；木板；甲板；膳食 vt.上（飞机、车、船等）；用板盖上；给提供膳宿 vi.寄宿 n.(Board)人名；(英、西)
博德

38 boat 9 [bəut] n.小船；轮船 vi.划船

39 break 1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晓；
（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40 Bryan 1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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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uddhist 1 ['budist] n.佛教徒 adj.佛教的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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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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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45 camps 1 [kæmp] n. 野营；帐篷；营地 v. 宿营；露营；扎营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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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arried 1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48 carrying 2 ['kærɪɪŋ] adj. 运送的；运输的 n. 运送；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

49 Caty 1 卡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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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hris 1 [kris] n.克里斯（男子名）；克莉丝（女子名）

52 citizenship 1 ['sitizənʃip] n.[法]公民身份，公民资格；国籍；公民权

53 clear 2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除；
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54 coasts 1 英 [kəʊst] 美 [koʊst] n. 海岸；海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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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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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ommissioner 1 [kə'miʃənə] n.理事；委员；行政长官；总裁

58 communities 1 [kə'mjuːnəti] n. 社区；社会；公众；共同体；团体；共享；共有；[生]群落

59 completely 1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60 confirm 1 [kən'fə:m] vt.确认；确定；证实；批准；使巩固

61 contact 1 n.接触，联系 vt.使接触，联系 vi.使接触，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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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ount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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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ovid 1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65 crew 1 [kru:] n.队，组；全体人员，全体船员 vi.一起工作 vt.使当船员 n.(Crew)人名；(英、西)克鲁

66 crowded 1 ['kraudid] adj.拥挤的；塞满的 v.拥挤（crowd的过去分词）

67 currents 1 ['kʌrənts] n. 电流；气流 名词current的复数形式.

68 damage 1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69 dead 2 [ded] adj.无生命的；呆板的；废弃了的 adv.完全地 n.死者

70 deadliest 2 ['dedli] adj. 致命的；如死一样的 adv. 非常地；如死一般地

71 deadly 1 ['dedli] adj.致命的；非常的；死一般的 adv.非常；如死一般地

72 deaths 1 ['deθs] 死亡人口

73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74 denied 1 [dɪ'naɪəd] adj. 被否认的；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5 densely 1 [densli] adv. 密集地；浓厚地

76 destroy 1 [di'strɔi] vt.破坏；消灭；毁坏

77 devastate 1 ['devəsteit] vt.毁灭；毁坏

78 devastated 1 ['devəsteɪt] vt. 毁坏；使荒芜；使震惊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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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died 2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81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82 disappearances 1 [dɪsə'piərənsɪz] n. 失踪事件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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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drift 1 [drift] n.漂流，漂移；趋势；漂流物 vi.漂流，漂移；漂泊 vt.使…漂流；使…受风吹积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85 drifted 1 [drɪft] vi. 漂流；漂移；吹积；漂泊；偏离 vt. 使漂流；使堆积 n. 漂流；趋势；漂泊

86 drifting 1 [drɪftɪŋ] adj. 弥漫的 n. 漂流 动词drift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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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arlier 3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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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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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93 everywhere 1 ['evrihwεə] adv.到处 n.每个地方

94 extreme 1 [ik'stri:m] adj.极端的；极度的；偏激的；尽头的 n.极端；末端；最大程度；极端的事物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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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feared 3 v.畏惧(f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为…忧虑（或担心、焦虑）；敬畏（神等）；感到害怕

97 fisherman 1 ['fiʃəmən] n.渔夫；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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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fled 2 [fled] v.逃走（flee的过去分词）；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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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floating 2 ['fləutiŋ] adj.流动的；漂浮的，浮动的 v.漂浮（float的现在分词）

102 flow 1 [fləu] vi.流动，涌流；川流不息；飘扬 vt.淹没，溢过 n.流动；流量；涨潮，泛滥 n.(Flow)人名；(英)弗洛

103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04 for 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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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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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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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from 8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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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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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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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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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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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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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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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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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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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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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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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holding 1 ['həuldiŋ] n.举办；支持 v.召开；担任（hold的ing形式）；握住 n.(Holding)人名；(英)霍尔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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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hope 2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123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24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125 hunger 1 ['hʌŋgə] n.饿，饥饿；渴望 vi.渴望；挨饿 vt.使……挨饿 n.(Hunger)人名；(德、波)洪格尔；(英)亨格

126 identities 1 [aɪ'dentəti] n. 一致；身份；特征

127 ignored 1 [ɪɡ'nɔː d] adj. 忽视的 动词ign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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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immigrants 1 ['ɪmɪɡrənts] n. 移民；他国移入的动植物 名词immigrant的复数形式.

130 i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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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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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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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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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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Indonesia 1 ['indəu'ni:zjə,-ʒə] n.印尼，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岛国）

134 involved 1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5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6 isla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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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Islands 1 ['ailənds] n.群岛（island的复数）；岛屿

138 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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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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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landed 1 ['lændid] adj.拥有土地的；陆地上的 v.登陆，登岸（la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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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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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leaving 2 ['li:viŋ] n.离开；残余；渣滓 v.离开；留下；舍弃（leave的ing形式）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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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lewa 4 莱瓦

146 lifting 1 ['liftiŋ] adj.举起的，起重的 n.举起，起重；提高，上升 v.举起，抬起（lift的ing形式）

147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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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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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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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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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Lynn 1 [lin] n.林恩（姓氏）

153 majority 2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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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Malaysia 1 [mə'leiʒə; mə'leiziə] n.马来西亚；马来群岛

156 man 2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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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59 men 1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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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mill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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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minority 1 n.少数民族；少数派；未成年

163 missing 5 ['misiŋ] adj.失踪的；缺少的 v.错过（miss的ing形式）；想念；漏掉 n.(Missing)人名；(德)米辛

164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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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7 muslim 1 ['muzlim; 'mʌz-] n.穆斯林；穆罕默德信徒 adj.伊斯兰教的

168 Muslims 1 穆斯林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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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Myanmar 6 ['mjænmɑ:] n.缅甸（东南亚国家）

171 nations 3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72 near 2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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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nearly 4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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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76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77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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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numb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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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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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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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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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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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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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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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on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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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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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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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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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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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2 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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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outrageous 2 [aut'reidʒəs] adj.粗暴的；可恶的；令人吃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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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ople 5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96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97 populated 1 ['pɒpjʊleɪtɪd] adj. 人口稠密的 动词popul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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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project 1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200 province 1 ['prɔvins] n.省；领域；职权

201 rahman 2 n.(Rahman)人名；(塞、印、阿拉伯)拉赫曼

202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03 refugees 2 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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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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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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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rescued 3 ['reskju ]ː vt. 营救；援救 n. 营救；救援

208 restrictions 1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209 retu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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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reuters 5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11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12 rohingya 11 罗兴亚族（ 缅甸的一个穆斯林族群）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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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said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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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sail 2 [seil] vi.航行；启航，开船 n.帆，篷；航行 vt.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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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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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save 1 vt.节省；保存；储蓄；解救 vi.节省；挽救 prep.除...之外 n.救援 n.(Save)人名；(法)萨夫；(意、保、西、罗、塞、瑞典)
萨薇(女名)，萨韦

218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19 sea 5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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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seeks 1 [siː k] vt. 寻求；追求；试图 vi. 寻找

222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223 s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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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shocking 1 ['ʃɔkiŋ] adj.令人震惊的；可怕的，令人厌恶的；糟糕的 v.感到震惊；震动；冲突（shock的ing形式）

225 sinking 1 ['siŋkiŋ] n.沉没 adj.下沉的 v.下沉（sink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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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slowly 1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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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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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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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32 somewhere 2 ['sʌmhwεə] adv.在某处；到某处 n.某个地方

233 south 1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234 southeast 1 [,sauθ'i:st] adj.东南的；来自东南的 n.东南；东南地区 adv.来自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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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pokesperson 1 ['spəuks,pə:sən] n.发言人；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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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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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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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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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surin 1 n. 苏林

242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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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tank 1 [tæŋk] n.坦克；水槽；池塘 vt.把…贮放在柜内；打败 vi.乘坦克行进 n.(Tank)人名；(德、土、阿塞、土库、挪)汤克

245 TENS 1 十位

246 Thailand 2 ['tailænd; -lənd] n.泰国（东南亚国家名）

247 t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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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the 3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49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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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51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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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thirst 1 [θə:st] n.渴望；口渴；热望 vi.渴望；口渴

254 thi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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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256 three 2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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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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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told 4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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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totally 1 ['təutəli] adv.完全地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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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UNHC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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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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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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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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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vehicles 1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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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vessel 1 ['vesəl] n.船，舰；[组织]脉管，血管；容器，器皿 n.(Vessel)人名；(荷)费塞尔；(俄、意、捷)韦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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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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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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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73 wa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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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w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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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276 week 1 [wi:k] n.周，星期

277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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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were 4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80 w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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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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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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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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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who 2 pron.谁；什么人

285 whose 1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286 wife 1 [waif] n.妻子，已婚妇女；夫人

287 wind 1 [[wɪnd] n.风；呼吸；气味；卷绕 vt.缠绕；上发条；使弯曲；吹号角；绕住或缠住某人 vi.缠绕；上发条；吹响号角 n.
(Wind)人名；(英、德、瑞典)温德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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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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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292 women 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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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95 worst 1 [wə:st, 'wə:st] adj.最差的，最坏的；最不利的；效能最低的 n.最坏；最坏的时候 adv.最坏地；最不利地 n.(Worst)人名；
(英、德)沃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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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year 3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98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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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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