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1-19 [As It Is] UN_ Hundreds of Rohingya Refugees Lost at
Sea in 2022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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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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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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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8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9 and 1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0 andaman 1 ['ændəmən] n.安达曼人；安达曼群岛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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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nxiety 2 [æŋ'zaiəti] n.焦虑；渴望；挂念；令人焦虑的事

13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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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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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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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ugu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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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Bangladesh 3 [,ba:ŋglə'deʃ] n.孟加拉国（亚洲国家）

19 barred 1 [bɑ:d] adj.被禁止的；有条纹的 v.（用栅栏）阻挡（bar的过去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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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bazaar 1 [bə'zɑ:] n.集市；市场；义卖市场

22 been 3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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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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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Bengal 1 [beŋ'gɔ:l] n.孟加拉（位于亚洲）

26 b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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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oat 5 [bəut] n.小船；轮船 vi.划船

28 boats 2 英 [bəʊt] 美 [boʊt] n. 船；船型物 v. 划船；放于船上；乘船

29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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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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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alled 1 [kɔː l] vt. 呼叫；打电话；把 ...称为 n. 打电话；访问；召唤；呼叫；把 ... 看作 vi. 呼叫；(短暂的)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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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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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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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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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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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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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39 cox 1 [kɔks] vt.做...舵手；当艇长 vi.做舵手 n.舵手 n.(Cox)人名；(德、西、瑞典)科克斯；(英、法)考克斯

40 crossings 2 [k'rɒsɪŋz] 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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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ruel 1 [英 ['kru:əl] 美 [ˈkruəl]] adj.残酷的，残忍的；使人痛苦的，让人受难的；无情的，严酷的

42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43 despair 2 [di'spεə] n.绝望；令人绝望的人或事 vi.绝望，丧失信心

44 desperation 2 [despə'reiʃən] n.绝望的境地；不顾一切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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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disappeared 1 [dɪsə'piəd] adj. 消失的 动词disapp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7 disembark 1 [,disim'bɑ:k] vi.登陆，下车；上岸 vt.使……登陆；使……上岸

48 disembarked 1 英 [ˌdɪsɪm'bɑːk] 美 [ˌdɪsɪm'bɑ rːk] v. （使）上岸；（使）登陆；下车下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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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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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ploit 1 ['eksplɔit, ik's-] vt.开发，开拓；剥削；开采 n.勋绩；功绩

52 exploited 1 [ɪk'splɔɪt] vt. 剥削；利用；开发；开拓 n. 功绩；英勇行为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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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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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false 2 [fɔ:ls] adj.错误的；虚伪的；伪造的 adv.欺诈地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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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feel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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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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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fled 1 [fled] v.逃走（flee的过去分词）；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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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62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63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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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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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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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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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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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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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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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72 hearing 1 ['hiəriŋ] n.听力；审讯，听讯 v.听见（hear的ing形式） n.(Hearing)人名；(英)希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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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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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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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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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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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improved 1 [ɪm'pruːvd] adj. 改良的；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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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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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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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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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4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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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Jill 1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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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87 Lanka 1 n.兰卡；楞伽

88 la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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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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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91 le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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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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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lisa 1 [li:zə] n.丽莎（女子名）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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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loss 1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96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97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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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100 maritime 1 ['mæritaim] adj.海的；海事的；沿海的；海员的

101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02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03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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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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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Muslims 2 穆斯林

106 Myanmar 4 ['mjænmɑ:] n.缅甸（东南亚国家）

107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08 nervousness 1 ['nə:vəsnis] n.神经质；[心理]神经过敏；紧张不安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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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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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of 1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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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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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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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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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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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19 overcrowded 1 [,əuvə'kraudid] adj.过度拥挤的 v.拥挤（overcrow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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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persecution 1 [,pə:si'kju:ʃən] n.迫害；烦扰

122 plane 1 [plein] n.飞机；平面；程度，水平 vi.刨；乘飞机旅行；翱翔 vt.刨平；用刨子刨；掠过水面 adj.平的；平面的 n.(Plane)人
名；(塞、瑞典、法)普拉内

123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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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promises 1 ['prɒmɪsɪz] n. 承诺 名词promis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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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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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refugees 4 难民

129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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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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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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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requests 1 [rɪ'kwest] n. 请求；要求 vt. 请求；要求

134 rescue 1 ['reskju:] vt.营救；援救 n.营救；援救；解救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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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rise 1 [raiz, rais] vi.上升；增强；起立；高耸 vt.使…飞起；使…浮上水面 n.上升；高地；增加；出现

137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138 Robbins 1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139 rohingya 8 罗兴亚族（ 缅甸的一个穆斯林族群）

140 sadness 2 ['sædnis] n.悲哀

141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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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43 schlein 1 施莱因

144 sea 7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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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sense 1 n.感觉，功能；观念；道理；理智 vt.感觉到；检测 n.森斯（人名）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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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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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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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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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Sri 1 [sri] n.斯里兰卡（SriLanka）；（拉）神圣罗马帝国（SacrumRomanumImperium） n.(Sri)人名；(印、柬、印尼、阿拉伯、马
来)斯里；(泰、老)西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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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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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suggests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156 sunk 1 [sʌŋk] adj.凹陷的 vi.下沉（sink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

157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158 tension 1 ['tenʃən] n.张力，拉力；紧张，不安；电压 vt.使紧张；使拉紧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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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t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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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the 2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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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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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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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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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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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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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to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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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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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transportation 1 [,trænspə'teiʃən,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系统；运输工具；流放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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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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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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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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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unfair 1 [,ʌn'fεə] adj.不公平的，不公正的

178 UNHC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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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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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unsafe 1 [ʌn'seɪf] adj. 不安全的；危险的；靠不住的

181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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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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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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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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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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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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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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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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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who 3 pron.谁；什么人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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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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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193 year 3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94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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