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1-14 [As It Is] Why Are Migrants Crossing the US-Mexico
Border in Record Number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road 1 [ə'brɔ:d] adv.在国外；到海外 adj.往国外的 n.海外；异国

2 accept 1 [ək'sept] vt.接受；承认；承担；承兑；容纳 vi.承认；同意；承兑

3 accepting 1 [ək'septiŋ] adj.承兑的；易接受的；赞同的 v.接受；同意；承担（责任等）（accept的ing形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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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c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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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8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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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dministrations 1 [ədmɪnɪst'reɪʃnz] 行政机关

11 admissions 1 [əd'mɪʃnz] 招生

12 after 4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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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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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greement 1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16 air 1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7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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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n 7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0 and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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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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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pproved 1 [ə'pru:vd] adj.被认可的；经过检验的 v.核准；认可（approv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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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izona 1 [,æri'zəunə] n.美国亚利桑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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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rrests 1 [ə'rest] vt. 逮捕；拘留 n. 逮捕；拘留

28 arrive 2 vi.到达；成功；达成；出生 n.(Arrive)人名；(法)阿里夫

29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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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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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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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sylum 5 [ə'sailəm] n.庇护；收容所，救济院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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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ttempting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35 atte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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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available 2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37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38 basis 1 ['beisis] n.基础；底部；主要成分；基本原则或原理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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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ee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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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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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being 2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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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iden 5 n. 拜登(姓氏)

46 border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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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broken 1 ['brəukən] adj.破碎的；坏掉的 v.折断；打碎；损坏（break的过去分词）

48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49 bused 1 [bʌs] n. 公共汽车 n. 总线；信息通路 vt. 用公共汽车运输 vi. 乘公共汽车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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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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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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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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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56 caught 1 [kɔ:t] v.捕捉（catch的过去分词）

57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58 citizen 1 ['sitizən] n.公民；市民；老百姓

59 citizens 1 ['sɪtɪzənz] 公民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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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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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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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ommunities 2 [kə'mjuːnəti] n. 社区；社会；公众；共同体；团体；共享；共有；[生]群落

64 company 1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65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66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67 congress 1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68 consideration 1 [kən,sidə'reiʃən] n.考虑；原因；关心；报酬

69 count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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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ou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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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covid 2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72 cros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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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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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Cuba 1 ['kju:bə] n.古巴（拉丁美洲国家）

75 Cubans 1 n.古巴人( Cuban的名词复数 )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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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delays 1 [dɪ'leɪ] v. 耽搁；推迟；延误 n. 耽搁；延期；推迟

78 democratic 1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79 detained 1 [dɪ'teɪn] vt. 扣留；拘押；耽搁；延误

80 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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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82 drop 1 [drɔp] vt.滴；使降低；使终止；随口漏出 vi.下降；终止 n.滴；落下；空投；微量；滴剂

83 during 3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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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ased 1 [iː zd] adj. 放松的 动词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86 effort 3 ['efət] n.努力；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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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88 EL 1 [el] abbr.预期损失（ExpectedLoss）

89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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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nt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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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ntry 1 ['entri] n.进入；入口；条目；登记；报关手续；对土地的侵占

93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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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v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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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isting 2 [ig'zistiŋ] adj.目前的；现存的 v.存在（exist的现在分词）

97 expand 1 [ik'spænd] vt.扩张；使膨胀；详述 vi.发展；张开，展开

98 expelled 2 [ɪk'spel] vt. 驱逐；开除；排出

99 expressed 1 [ɪk'spres] n. 快车；快递；专使 adj. 明确的；急速的；直接的 adv. 用快递 vt. 表达；表示；挤压出；快递

100 expulsions 1 n.喷出( expulsion的名词复数 ); 排出; 开除; 驱逐

101 failed 1 [feild] adj.已失败的，不成功的 v.失败，不成功（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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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fear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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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fell 1 [fel] adj.凶猛的；毁灭性的 vt.砍伐；打倒；击倒 n.[林]一季所伐的木材；折缝；兽皮 v.掉下；摔倒；下垂；变坏（fall的过
去式） n.(Fell)人名；(英、法、德)费尔

105 financial 1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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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fiscal 3 [fiskəl] adj.会计的，财政的；国库的 n.(Fiscal)人名；(法)菲斯卡尔

108 fix 1 [fiks] vt.使固定；修理；安装；准备 vi.固定；注视 n.困境；方位；贿赂 n.(Fix)人名；(英、法、德、瑞典)菲克斯

109 for 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10 former 1 ['fɔ:mə] adj.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n.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n.(Former)人名；(法)福尔梅；(德、捷)福尔默

111 from 7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12 generally 1 ['dʒenərəli] adv.通常；普遍地，一般地

113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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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goal 3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116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17 governors 2 调速器

118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19 Guatemala 1 [,gwæti'mɑ:lə] n.危地马拉（拉丁美洲国家）；危地马拉人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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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Haiti 1 ['heiti] n.海地

122 haitians 1 n.海地人（Haitian的复数）

123 happens 1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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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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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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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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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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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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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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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Honduras 1 [hɔn'djuərəs] n.洪都拉斯（拉丁美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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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33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34 illegally 2 [i'li:gəli] adv.非法地

135 immediately 1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136 immigrant 1 ['imigrənt] adj.移民的；迁入的 n.移民，侨民

137 immigration 6 [,imi'greiʃən] n.外来移民；移居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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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40 individuals 2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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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3 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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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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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job 1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146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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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known 2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49 las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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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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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缅、柬)劳

151 lawmakers 2 n.立法者(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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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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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legally 1 ['li:gəli] adv.合法地；法律上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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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lo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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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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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major 2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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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63 membership 1 n.资格；成员资格；会员身份

164 Mexico 6 ['meksikəu] n.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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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migrants 9 ['maɪɡrənts] 移民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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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mistreat 1 [,mis'tri:t] vt.虐待

169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70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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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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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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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nationality 1 [,næʃən'æliti] n.国籍，国家；民族；部落

174 new 5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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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Nicaraguan 1 adj.尼加拉瓜的 n.尼加拉瓜人

177 northern 1 ['nɔ:ðən] adj.北部的；北方的 n.北部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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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numb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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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s 1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181 October 2 [ɔk'təubə] n.[天]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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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184 officer 1 ['ɔfisə, 'ɔ:-] n.军官，警官；公务员，政府官员；船长 vt.指挥 n.(Officer)人名；(英)奥菲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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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87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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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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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opinion 1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191 opposition 1 [,ɔpə'ziʃən] n.反对；反对派；在野党；敌对

192 oppress 1 [ə'pres] vt.压迫，压抑；使……烦恼；使……感到沉重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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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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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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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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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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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200 pa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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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past 3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202 paths 1 [pæθis] n.路径（path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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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05 perform 1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206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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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permitted 2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209 persecute 1 ['pə:sikju:t] vt.迫害；困扰；同…捣乱

210 persecuted 1 英 ['pɜːsɪkju tː] 美 ['pɜ rːsɪkju tː] vt. 迫害；烦扰；为难

211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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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policies 2 英 ['pɒləsi] 美 ['pɑ lː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213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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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port 1 [pɔ:t, pəut] n.港口，口岸；（计算机的）端口；左舷；舱门 vi.转向左舷 vt.持（枪）；左转舵 n.(Port)人名；(英)波特；(法)
波尔；(德、俄、匈、捷)波尔特

216 president 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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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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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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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prevented 1 [prɪ'vent] v. 预防；防止，阻止；挡住

220 process 3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221 processed 1 [p'rəsest] adj. 经加工的；处理的 动词proc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2 protection 1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223 prove 1 [pru:v] vt.证明；检验；显示 vi.证明是

224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25 race 1 n.属，种；种族，人种；家庭，门第；赛事，赛跑 vt.使参加比赛；和…竞赛；使急走，使全速行进 vi.比速度，参加竞
赛；全速行进 n.(Race)人名；(英)雷斯；(塞)拉采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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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reaching 2 [riː tʃ] v. 到达；伸出；达成；取得联系；延伸；（伸手）去够 n. 范围；影响力；河段；等级

228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29 record 2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230 reduced 1 [ri'dju:st] adj.减少的；[数]简化的；缩减的

231 reform 1 [ri'fɔ:m] n.改革，改良；改正 vt.改革，革新；重新组成 vi.重组；改过 adj.改革的；改革教会的

232 refugees 1 难民

233 registered 1 ['redʒistəd] adj.注册的；记名的；登记过的；（家畜等）附有血统证明的

234 relating 1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235 releas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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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religion 1 [ri'lidʒən] n.宗教；宗教信仰

237 repeatedly 1 [rɪ'piː tɪdli] adv. 重复地；再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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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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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241 represented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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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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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245 requirements 1 英 [rɪ'kwaɪəmənt] 美 [rɪ'kwaɪərmənt] n. 必要条件；要求

246 resettle 1 [ri:'setl] vi.重新定居 vt.使重新定居

247 responsibility 1 [ri.spɔnsə'biliti] n.责任，职责；义务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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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returning 1 v.归还，[计]返回，回复（return的ing形式） n.回归

250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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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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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Salvador 1 ['sælvədɔ:] n.萨尔瓦多（巴西东部港市）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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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security 1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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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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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seekers 1 truth-seeking Quakers 寻求真理的教友派信徒

259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260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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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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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sharp 1 adj.急剧的；锋利的；强烈的；敏捷的；刺耳的 adv.急剧地；锐利地；突然地 n.尖头 vt.磨快；把音调升高 vi.升音演奏
n.(Sharp)人名；(英)夏普

263 sharply 2 ['ʃa:pli] adv.急剧地；锐利地

264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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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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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soil 1 [sɔil] n.土地；土壤；国家；粪便；务农；温床 vt.弄脏；污辱 vi.变脏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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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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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peech 1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272 sponsor 1 ['spɔnsə] n.赞助者；主办者；保证人 vt.赞助；发起

273 sponsored 1 ['spɔnsəd] adj.赞助的；发起的 v.赞助（sponsor的过去分词）；发起

274 standing 1 ['stændiŋ] adj.长期的；直立的；固定的 n.站立；持续；身分 v.站立；坚持不变；坐落于（stand的ing形式） n.
(Standing)人名；(英)斯坦丁；(德)施坦丁

275 start 2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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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teps 1 n.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台阶，步骤（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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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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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tudy 1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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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83 t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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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taxes 1 [tæksi:z] n.税收，税金；税务；[税收]税捐

285 te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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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287 texas 1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288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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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t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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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the 3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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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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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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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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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96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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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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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300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301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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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title 4 ['taitl] n.冠军；标题；头衔；权利；字幕 vt.加标题于；赋予头衔；把…称为 adj.冠军的；标题的；头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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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to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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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05 tried 1 adj.可靠的；试验过的 v.尝试，审问，审理，审讯，审判（try的过去分词）

306 trump 1 [trʌmp] n.王牌；法宝；喇叭 vt.胜过；打出王牌赢 vi.出王牌；吹喇叭 n.(Trump)人名；(英)特朗普

307 try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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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309 turning 1 ['tə:niŋ] n.转向；旋转；回转；转弯处 v.旋转（turn的ing形式）

310 under 4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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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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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urged 1 ['ɜːdʒd] v. 催促；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14 us 1 pron.我们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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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Venezuela 1 [,veni'zweilə] n.委内瑞拉

317 venezuelan 1 adj.委内瑞拉的；委内瑞拉人的 n.委内瑞拉人

318 venezuelans 3 委内瑞拉人（Venezuelan的复数）

319 visa 1 ['vi:zə] n.签证 vt.签发签证 n.(Visa)人名；(塞、芬)维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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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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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Washington 1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323 way 1 [wei] n.方法；道路；方向；行业；习惯 adv.大大地；远远地 adj.途中的 n.(Way)人名；(中)见Wei；(英、缅)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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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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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week 2 [wi:k] n.周，星期

327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28 w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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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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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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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who 5 pron.谁；什么人

332 why 2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333 wide 1 [waid] adj.广泛的；宽的，广阔的；张大的；远离目标的 adv.广泛地；广阔地；充分地 n.大千世界 n.(Wide)人名；(瑞典、
芬)维德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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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winning 1 ['winiŋ] adj.胜利的；获胜的 n.胜利；获得；成功 v.获胜（win的ing形式） n.(Winning)人名；(英、瑞典、法)温宁

336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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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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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40 would 3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41 year 4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42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43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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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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