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1-21 [As It Is] Effort to Rebuild Ancient Area of Tunis Holds
Lesson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dine 1 阿比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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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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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dding 1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5 Africa 2 ['æfrikə] n.非洲

6 African 1 ['æfrikən] adj.非洲的，非洲人的 n.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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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go 2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9 Ali 1 ['ɑ:li:] n.阿里

10 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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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lso 6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2 an 6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3 ancient 3 ['einʃənt] adj.古代的；古老的，过时的；年老的 n.古代人；老人

14 and 1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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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rab 1 ['ærəb] adj.阿拉伯的 n.阿拉伯人；阿拉伯马

17 architect 1 ['ɑ:kitekt] n.建筑师 缔造者

18 a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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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rea 7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0 art 1 n.（包括雕塑、绘画、音乐等的）艺术，美术；美术（作）品；艺品（作）品；（表演）艺术；技术，技巧； adj.艺术
的；艺术品的；具有艺术性的 v.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过时用法

21 artisan 2 [,ɑ:ti'zæn, 'ɑ:tizən] n.工匠，技工

22 artisans 2 ['ɑ tːɪzænz] 百工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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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ssociation 2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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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ttaches 1 [ə'tætʃ] v. 附上；系上；贴上；使依附；使附属；使附着

27 back 3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后
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28 beaches 1 [biː tʃ] n. 海滩；海滨；沙滩 vt. 拖(船)上岸

29 beautiful 2 ['bju:tiful] adj.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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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elieves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32 ben 11 [ben] n.本（男子名）；（苏格兰）内室

33 best 1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34 blue 1 n.蓝色；[复数]（美国海、陆、空三军穿的）蓝色制服；蓝颜料；[theblue(s)][用作单数或复数]布鲁斯（歌曲）（一种伤
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蓝色的；沮丧的，忧郁的；下流的 vt.把…染成蓝色；使成蓝色；给…用上蓝剂；用上蓝剂于 vi.变成
蓝色，呈蓝色 n.（英、西、意）布卢（人名）

35 book 1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36 bookbinder 1 ['buk,baində] n.装订商



37 books 1 ['bʊks] n. 帐目；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

38 br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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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ringing 1 [briŋ] v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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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rings 1 [brɪŋz] v. 带来；促使；引起；劝诱（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41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42 buildings 2 ['bɪldɪŋz] n.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

43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44 business 2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45 businesses 1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46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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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y 1 [bai] vt.购买；获得；贿赂 vi.买，采购 n.购买，买卖；所购的物品 n.(Buy)人名；(法)比伊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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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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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apital 1 ['kæpitə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Capital)人名；(法)卡皮塔尔

52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53 century 1 ['sentʃuri] n.世纪，百年；（板球）一百分

54 chechia 1 ['ʃeɪʃjɑ ]ː n. (阿拉伯人和前驻非洲法军戴的) 圆筒形绒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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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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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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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ommunicated 2 [kə'mjuːnɪkeɪt] v. 传达；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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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ommunity 3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62 conservation 1 [,kɔnsə'veiʃən] n.保存，保持；保护

63 coppersmith 1 ['kɔpəsmiθ] n.铜匠；铜器制造人

64 costly 1 ['kɔstli] adj.昂贵的；代价高的 n.(Costly)人名；(英)科斯特利

65 count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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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overs 1 英 ['kʌvə(r)] 美 ['kʌvər] n. 封面；盖子；套子；表面 v. 覆盖；涉及；包含；掩护；给…保险

67 craftsman 4 ['krɑ:ftsmən, 'kræft-] n.工匠；手艺人；技工

68 currency 2 ['kərənsi] n.货币；通货

69 decreasing 1 [di'kri:siŋ] adj.渐减的 v.减少；缩减（decrease的ing形式）

70 demand 1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71 democracy 1 [di'mɔkrəsi] n.民主，民主主义；民主政治

72 desert 1 ['dezət] vt.遗弃；放弃；逃跑 vi.遗弃；开小差；逃掉 n.沙漠；荒原；应得的赏罚 adj.沙漠的；荒凉的；不毛的

73 deserts 1 [英 [ˈdezəts] 美 [ˈdɛzəts]] n.[地理]沙漠；[农]荒原（desert的复数）；应得到的报应 v.放弃；遗弃（desert的第三人称单
数）

74 development 1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75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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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drawn 1 [drɔ:n] adj.拔出的 v.画，绘图（draw的过去分词）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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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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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asiest 1 ['i:ziist] adj.容易的；轻松的

81 east 2 [i:st] n.东方；东风；东方国家 adj.东方的；向东的；从东方来的 adv.向东方，在东方 n.(East)人名；(英)伊斯特

82 economy 3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83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84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85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86 EL 1 [el] abbr.预期损失（ExpectedLoss）

87 elections 1 n. 选举，选举制；投票（election的复数形式）

88 encourage 1 [in'kʌridʒ] vt.鼓励，怂恿；激励；支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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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ntertainment 1 [,entə'teinmənt] n.娱乐；消遣；款待

91 entrepreneur 2 [,ɔntrəprə'nə:] n.企业家；承包人；主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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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94 exported 1 英 ['ekspɔːt] 美 ['ekspɔːrt] n. 输出；出口；输出品；输出存储器的信息 v. 输出；出口；带走，运走；从存储器输出信
息

95 facebook 1 ['feɪsbʊk] n. 肖像影集；脸谱网或脸书网（知名社交网站） v.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

96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97 fading 1 ['feidiŋ] n.褪色；衰退；凋谢 v.使衰落（fade的ing形式）；褪色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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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fami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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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famous 1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101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102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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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05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6 forcing 1 ['fɔ:siŋ] adj.强迫的；强制的；施加压力的 n.强迫 v.强迫（force的变形）；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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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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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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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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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gold 1 [gəuld] n.金，黄金；金色；金币 adj.金的，金制的；金色的 n.(Gold)人名；(英、法、德、西、罗、捷、瑞典)戈尔德

112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113 goods 1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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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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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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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119 guesthouse 1 ['gesthaus] n.宾馆；小型家庭旅馆

120 h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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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122 hand 1 [hænd] n.手，手艺；帮助；指针；插手 vt.传递，交给；支持；搀扶 n.(Hand)人名；(英、瑞典)汉德

123 hands 1 n.[解剖]手（hand的复数） v.给，传递（hand的单三形式） n.(Hands)人名；(英)汉兹

124 h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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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hat 2 [hæt] n.帽子 vt.给……戴上帽子 vi.供应帽子；制造帽子 n.(Hat)人名；(中)核(广东话·威妥玛)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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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haven 1 ['heivən] n.港口；避难所，安息所 vt.为……提供避难处；安置……于港中 n.(Haven)人名；(英)黑文

128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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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headquarters 1 [,hed'kwɔ:təz] n.总部；指挥部；司令部

130 heart 1 [hɑ:t] n.心脏；感情；勇气；心形；要点 vt.鼓励；铭记 vi.结心 n.(Heart)人名；(英)哈特

131 help 2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普

132 heritage 1 ['heritidʒ] n.遗产；传统；继承物；继承权 n.(Heritage)人名；(英)赫里蒂奇

133 him 1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134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35 historic 1 [his'tɔrik] adj.有历史意义的；历史上著名的

136 historically 1 [his'tɔrikəli] adv.历史上地；从历史观点上说

137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38 holds 1 英 [həʊldz] 美 [hoʊldz] n. 货舱；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

139 holy 1 [['həuli] adj.圣洁的，神圣的；至善的 n.神圣的东西 （俚）太棒了 n.(Holy)人名；(英、德、匈)霍利

140 homes 1 英 [həʊm] 美 [hoʊm] n. 家；家庭；收容所；栖息地；发源地 adv. 在家；回家；在国内；回国；正中目标 adj. 家用的；
国内的；总部的；（比赛）主场的 v. 提供住处；朝向

141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142 hotels 2 霍特尔斯

143 house 1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名；(英)豪斯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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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idea 2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146 identity 1 [ai'dentəti] n.身份；同一性，一致；特性；恒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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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illegally 1 [i'li:gəli] adv.非法地

149 imagine 1 vt.想象；猜想；臆断 vi.想象；猜想；想象起来

150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51 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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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53 interested 1 ['intristid, 'intər-] adj.感兴趣的；有权益的；有成见的 v.使…感兴趣（interest的过去分词）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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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investment 1 [in'vestmənt] n.投资；投入；封锁

156 is 1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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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its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59 jobs 2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160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161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162 k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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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known 3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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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largely 1 ['lɑ:dʒli] adv.主要地；大部分；大量地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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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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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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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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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leila 1 ['li:,lə; 'lɑ:lə] n.利拉（女子名）

171 lessons 1 ['lesn] n. 教训；课，功课，课业；榜样，典范 vt. 教训，告诫，训斥；给 ... 上课

172 Libya 1 ['libiə] n.埃及以西的北非地方古名；利比亚

173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74 loca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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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76 longtime 1 ['lɔŋtaim, 'lɔ:ŋ-] adj.长时间的；为时甚久的 adv.长久地

177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
(英)卢克

178 loss 2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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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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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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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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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mansion 1 ['mænʃən] n.大厦；宅邸 n.(Mansion)人名；(法)芒雄

184 mansions 1 The Mansions in Brisbane, Queensland-Australia's name for its Prison Department 位于昆士兰州布里斯班的官邸--澳大利
亚人对其监狱部的称呼

185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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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marketplace 1 ['mɑ:kitpleis] n.市场；商场；市集

188 markets 1 英 ['mɑːkɪt] 美 ['mɑːrkɪt] n. 市场；集市 v. 销售；推销；买卖

189 materials 1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190 maybe 1 ['meibi] adv.也许；可能；大概 n.可能性；不确定性

191 medina 12 [me'di:nə] n.麦地那市（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

192 middle 2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193 might 2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194 mohammed 1 [məu'hæmid] n.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立人）

195 money 2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96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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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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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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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201 nearby 1 ['niə'bai] adj.附近的，邻近的 adv.在附近 prep.在…附近

202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03 neighborhoods 1 ['neɪbɔː hʊdz] 生活社区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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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206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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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north 2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208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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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objects 1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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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offer 1 [ˈɒfə] vt.提供；出价；试图 n.提议；出价；意图；录取通知书 vi.提议；出现；献祭；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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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old 5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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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once 2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217 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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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on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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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opening 1 ['əupəniŋ] n.开始；机会；通路；空缺的职位 adj.开始的 v.开放（open的ing形式）；打开；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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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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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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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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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organized 1 ['ɔ:gənaizd] adj.有组织的；安排有秩序的；做事有条理的 v.组织（organize的过去分词）

225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26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27 ousted 1 [aʊst] v. 逐出；夺取；取代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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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230 page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杰；(法)帕日

231 pages 1 ['peɪdʒɪz] n. 页 名词page的复数形式.

232 palace 1 ['pælis] n.宫殿；宅邸；豪华住宅

233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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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35 people 7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36 perc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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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pers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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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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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240 poverty 1 ['pɔvəti] n.贫困；困难；缺少；低劣

241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42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243 promote 1 [prəu'məut] vt.促进；提升；推销；发扬 vi.成为王后或其他大于卒的子

244 promoting 1 英 [prə'məʊt] 美 [prə'moʊt] vt. 促进；提升；升迁；发起；促销，推销

245 protests 1 英 ['prəʊtest] 美 ['proʊtest] n. 抗议；反对 v. 抗议；反对；申明；断言



246 providing 1 [prəu'vaidiŋ] conj.假如，以…为条件 v.供给（provide的ing形式）；预备

247 pushed 1 [puʃt] adj.处于窘境的；为难的；推挤现象的 v.推；挤；逼迫（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8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249 Quran 2 [ku'rɑ:n,-'ræn] n.（伊斯兰教）可兰经

250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251 reasons 1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252 rebuild 3 [,ri:'bild, 'ri:,bild] vt.重建；改造，重新组装；复原 vi.重建

253 rebuilding 1 ['riː ˌbɪldɪŋ] n. 改建

254 rebuilt 3 [ri:'bilt] v.重新组装（rebuil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重建

255 recognized 1 ['rekəɡnaɪzd] adj. 公认的；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6 research 1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257 residents 1 ['rezɪdənts] 居民

258 restaurants 1 餐馆

259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60 revolution 2 [,revə'lu:ʃən] n.革命；旋转；运行；循环

261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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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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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Sahara 1 [sə'hɑ:rə; -'heə-] n.撒哈拉沙漠（位于非洲北部）；荒野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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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sassi 3 萨西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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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69 section 1 n.截面；部分；部门；地区；章节 vi.被切割成片；被分成部分 vt.把…分段；将…切片；对…进行划分

270 shand 2 n. 尚德

271 sh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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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hop 1 [ʃɔp] n.商店；店铺 vt.购物 vi.购物；买东西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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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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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sixty 1 ['siksti] num.六十；六十个

277 sm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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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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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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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ouk 3 n.（穆斯林国家的）露天市场；露天剧场

281 sou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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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specialized 1 ['speʃəlaizd] adj.专业的；专门的 v.专攻（specialize的过去分词）；使…专门化；详细说明

283 spring 1 [spriŋ] n.春天；弹簧；泉水；活力；跳跃 adj.春天的 vi.生长；涌出；跃出；裂开 vt.使跳起；使爆炸；突然提出；使弹
开 n.(Spring)人名；(德)施普林；(英、芬、瑞典)斯普林

284 starts 1 [s'tɑ tːs] v. 开始；启动；开创（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 开始；开创（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

285 st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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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sto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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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structured 1 ['strʌktʃəd] adj.有结构的；有组织的 v.组织；构成（structure的过去分词）；建造

288 struggling 1 ['strʌgliŋ] adj.奋斗的；努力的；苦斗的 v.努力；斗争；竞争（struggle的ing形式）

289 suffered 1 ['sʌfəd] v. 遭受，允许，宽恕（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0 supported 1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91 susan 2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92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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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t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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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the 5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96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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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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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there 3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99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00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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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303 throughout 1 [θru:'aut] adv.自始至终，到处；全部 prep.贯穿，遍及

304 to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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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toge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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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touched 1 adj.受感动的；神经兮兮的 v.触摸（tou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7 tourism 4 ['tuərizəm] n.旅游业；游览

308 tourist 1 ['tuərist] n.旅行者，观光客 adj.旅游的 vt.在旅行参观 vi.旅游；观光 adv.坐旅游车厢；坐经济舱

309 trade 1 [treid] n.贸易，交易；行业；职业 vi.交易，买卖；以物易物 vt.用…进行交换

310 trades 2 [tradz] n. 行业；信风；贸易风 名词trade的复数形式.

311 tradition 1 [trə'diʃən] n.惯例，传统；传说

312 train 1 [trein] n.火车；行列；长队；裙裾 v.培养；训练；瞄准 n.(Train)人名；(英)特雷恩；(法)特兰；(意)特拉因

313 traveling 1 ['trævəliŋ] adj.旅行（用）的；移动的 v.旅行（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 n.走步（等于walking）

314 tries 1 [traɪ] v. 试验；尝试；设法；努力；审判；考验 n. 尝试；试验；（橄榄球）持球触地得分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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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Tunis 3 ['tju:nis] n.突尼斯（突尼斯首都）

317 Tunisia 7 [tju:'niziə; -siə] n.突尼斯（非洲国家）

318 Tunisian 3 [tju:'niziən; -ʃən] adj.突尼斯的；突尼斯人的 n.突尼斯人

319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20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321 unesco 1 [ju:'neskəu] abbr.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NationsEducational，Scientific，andCultural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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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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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us 1 pron.我们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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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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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village 1 ['vilidʒ] n.村庄；村民；（动物的）群落

329 visitors 1 ['vɪzɪtəz] n.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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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wants 3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32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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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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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wealth 1 [welθ] n.财富；大量；富有

336 wealthy 1 ['welθi] adj.富有的；充分的；丰裕的 n.富人

337 well 1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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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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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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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who 4 pron.谁；什么人

342 whole 2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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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willing 1 ['wiliŋ] adj.乐意的；自愿的；心甘情愿的 v.决心；用意志力驱使；将（财产等）遗赠某人（will的现在分词） n.(Willing)
人名；(德、芬、瑞典)维林；(英)威林

345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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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48 workers 3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349 work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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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workshops 1 工作坊

351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52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353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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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yet 2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356 young 2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357 zine 1 [zi:n] n.电子杂志；科幻小说杂志（等于Fanzine） n.(Zine)人名；(阿拉伯)扎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