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9-11 [As It Is] When Will Tourists Return to Africa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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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ccording 1 adj.相符的；一致的；相应的；和谐的；调和的 adv.依照；根据；按照 v.给予(accord的现在分词)；使和谐一致；使
符合；使适合

3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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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 1 ['ædvɜːb] abbr. 副词（=adverb）

7 adventure 1 [əd'ventʃə, æd-] n.冒险；冒险精神；投机活动 vt.冒险；大胆说出 vi.冒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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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frica 11 ['æfrikə] n.非洲

10 African 4 ['æfrikən] adj.非洲的，非洲人的 n.非洲人

11 africans 1 n. 非洲人（African的复数形式）

12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3 age 1 [eidʒ] n.年龄；时代；寿命，使用年限；阶段 vi.成熟；变老 vt.使成熟；使变老，使上年纪 n.(Age)人名；(瑞典)阿格；(日)
扬(姓)；(西、荷)阿赫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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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6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7 always 2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8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9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20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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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nimals 1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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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ppeal 1 [ə'pi:l] vi.呼吁，恳求；上诉；诉诸，求助；有吸引力，迎合爱好；（体育比赛中）诉诸裁判 n.呼吁，请求；吸引力，
感染力；上诉；诉诸裁判 vt.将…上诉，对…上诉

25 ar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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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27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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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sia 1 ['eiʃə] n.亚洲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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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ssociation 1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31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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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ttempts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33 attract 1 [ə'trækt] vt.吸引；引起 vi.吸引；有吸引力

34 ba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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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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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37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38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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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egin 1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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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43 billion 2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44 birth 1 [bɑ:θ] n.出生；血统，出身；起源

45 blackbeard 2 n. 布莱克比尔德(英国海盗）

46 blackjack 1 ['blækdʒæk] n.闪锌矿；扑克牌的二十一点；包革金属棍棒 vt.以棒打

47 bolz 5 n. 博尔兹

48 Borders 2 n.鲍德斯（公司名，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

49 Botswana 2 [bɔ'tswɑ:nə] n.博茨瓦纳（非洲中南部国家）

50 bought 1 [bɔ:t] v.买（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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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business 5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53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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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alves 1 [kɑ:vz, kævz] n.小牛；小腿；腓；呆子（calf的复数） n.(Calves)人名；(法)卡尔夫

55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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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ape 1 [keip] n.[地理]海角，岬；披肩 n.(Cape)人名；(塞)察佩；(英)凯普

57 casino 1 [kə'si:nəu] n.俱乐部，赌场；娱乐场 n.(Casino)人名；(西、法)卡西诺

58 casinos 1 英 [kə'siː nəʊ] 美 [kə'siː noʊ] n. 娱乐场；赌场；一种牌戏

59 cattle 1 ['kætl] n.牛；牲畜（骂人的话）；家畜；无价值的人 n.(Cattle)人名；(意)卡特莱

60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61 chance 1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62 chief 2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63 client 1 ['klaiənt] n.[经]客户；顾客；委托人

64 clients 2 [klaɪnts] n. 委托方；客人 名词client的复数形式.

65 closed 1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66 combines 1 [kəm'baɪn] v. 联合；使结合；结合 n. 集团；联合收割机；联合企业

67 c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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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compan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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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70 coronavirus 1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71 correct 2 [kə'rekt] vt.改正；告诫 vi.调整；纠正错误 adj.正确的；恰当的；端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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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council 2 ['kaunsəl] n.委员会；会议；理事会；地方议会；顾问班子 n.(Council)人名；(英)康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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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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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cows 2 n.牛；乳牛（cow的复数）

77 crisis 2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78 customers 1 ['kʌstəməz] n. 顾客；<口>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

79 cycling 1 ['saikliŋ] n.骑脚踏车消遣；骑脚踏车兜风

80 degree 1 [di'gri:] n.程度，等级；度；学位；阶层



81 delta 3 ['deltə] n.（河流的）三角洲；德耳塔（希腊字母的第四个字） n.(Delta)人名；(英、罗、葡)德尔塔

82 dese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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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84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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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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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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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89 domestic 3 [dəu'mestik] adj.国内的；家庭的；驯养的；一心只管家务的 n.国货；佣人

90 drinks 1 [drɪŋks] n. 饮料 名词drink的复数形式.

91 dro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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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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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arly 2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94 earn 1 [ə:n] vt.赚，赚得；获得，挣得；使得到；博得 n.(Earn)人名；(泰)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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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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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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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mploy 1 [im'plɔi] vt.使用，采用；雇用；使忙于，使从事于 n.使用；雇用

99 employees 1 [ˌemplɔɪ'iː ] n. 受雇者；雇工；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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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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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nough 2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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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nvironment 1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105 estimates 2 ['estɪməts] n.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

106 etc 2 adv.等等，及其他

107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108 Evans 2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109 exactly 1 [ig'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正确地

110 executive 1 adj.行政的；经营的；执行的，经营管理的 n.总经理；执行委员会；执行者；经理主管人员

111 exist 1 [ig'zist] vi.存在；生存；生活；继续存在

112 expect 1 [ik'spekt] vt.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期待；预期

113 expects 2 [ɪk'spekt] v. 预期；期待；盼望

114 experts 1 英 ['ekspɜːt] 美 ['ekspɜːr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15 extent 1 [ik'stent] n.程度；范围；长度

116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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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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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20 for 1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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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foreign 2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123 from 9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24 gambling 1 ['gæmbliŋ] n.赌博；投机 v.赌博；打赌（gamble的ing形式） n.(Gambling)人名；(英)甘布林

125 games 1 [geɪmz] n. [计算机] 游戏程序 n. 运动会；比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 v. 赌博（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

126 gerald 1 ['dʒerəld] n.杰拉尔德（男子名，义为勇敢的战士）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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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129 Graham 1 ['greiəm] adj.全麦的；粗面粉的；全麦粉制成的 n.(Graham)人名；(塞、瑞典)格拉哈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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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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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guests 1 [ɡest] n. 客人；宾客；特别来宾；[动植物]寄生生物 v. 做特邀嘉宾；做特约演员；客串；招待；做客

133 guides 1 [gaɪdz] n. 导架 名词guide的复数形式.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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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136 happen 2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37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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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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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140 h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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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42 hiking 1 ['haikiŋ] n.徒步旅行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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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his 9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45 hopes 3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146 hospitality 2 [,hɔspi'tæləti] n.好客；殷勤

147 hotels 2 霍特尔斯

148 hunt 1 [hʌnt] vt.打猎；搜索 vi.打猎；搜寻 n.狩猎；搜寻 n.(Hunt)人名；(德、瑞典)洪特；(英)亨特；(法)安

149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50 imray 1 n. 伊姆雷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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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incre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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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54 infection 1 [in'fekʃən] n.感染；传染；影响；传染病

155 international 4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156 internationally 1 [,intə'næʃənəli] adv.国际性地；在国际间

157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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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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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James 1 [dʒeimz] n.詹姆斯（姓氏，男子名）；《雅各书》

161 jillian 1 n. 吉利恩; 吉莉恩

162 jobs 2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163 Jonathan 2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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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Kenya 1 ['kenjə; 'ki:njə] n.肯尼亚（东非国家）

166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7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168 know 2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69 lack 1 [læk] vt.缺乏；不足；没有；需要 vi.缺乏；不足；没有 n.缺乏；不足 n.(Lack)人名；(老)拉；(英、法、意、葡、匈)拉
克；(匈)洛克

170 l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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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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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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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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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locals 1 ['ləʊklz] n. 当地

176 lose 1 [lu:z] vt.浪费；使沉溺于；使迷路；遗失；错过 vi.失败；受损失 n.(Lose)人名；(英)洛斯；(德)洛泽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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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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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makes 2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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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march 1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182 marketing 1 ['mɑ:kitiŋ] n.行销，销售 v.出售；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使…上市（market的ing形式）

183 materialize 2 [mə'tiəriəlaiz] vt.使具体化，使有形；使突然出现；使重物质而轻精神 vi.实现，成形；突然出现

184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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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minority 1 n.少数民族；少数派；未成年

187 money 4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88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89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90 moral 1 ['mɔrəl, 'mɔ:-] adj.道德的；精神上的；品性端正的 n.道德；寓意 n.(Moral)人名；(德、法、西、葡、土)莫拉尔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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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Mountains 2 ['mauntins] n.山脉；[地理]山区；山岳（mountain的复数）

193 much 1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194 Namibia 1 [nɑ:'mibiə] n.纳米比亚（非洲西南部国家）

195 natural 1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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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nearly 2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98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99 nex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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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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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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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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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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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noticeable 1 ['nəutisəbl] adj.显而易见的，显著的；值得注意的

205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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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occur 1 [ə'kə:] vi.发生；出现；存在

208 of 2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09 offic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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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Okavango 1 Okovanggo

211 old 2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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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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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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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onl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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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217 operating 1 ['ɔpəreitiŋ] adj.操作的；[外科]外科手术的 v.操作（operate的ing形式）；动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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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operators 1 ['ɒpəreɪtəz] n. 操作员；管理者；运算符 名称operator的复数形式.

220 o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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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organization 2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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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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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ow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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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owns 1 英 [əʊn] 美 [oʊn] adj. 自己的；特有的 n. 自己的东西 v. 承认；拥有

226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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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pays 1 n.（法）国家；[劳经]报酬（pay的复数） v.支付（pay的第三人称单数） n.(Pays)人名；(法)佩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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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perce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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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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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per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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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pregnant 1 ['pregnənt] adj.怀孕的；富有意义的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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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probably 1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235 professional 1 [prə'feʃənəl] adj.专业的；职业的；职业性的 n.专业人员；职业运动员

236 profit 1 ['prɔfit] n.利润；利益 vi.获利；有益 vt.有益于 n.(Profit)人名；(法)普罗菲

237 proper 2 ['prɔpə] adj.适当的；本身的；特有的；正派的 adv.完全地 n.(Proper)人名；(英、德)普罗珀

238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239 providing 2 [prəu'vaidiŋ] conj.假如，以…为条件 v.供给（provide的ing形式）；预备

240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241 quite 2 [kwait] adv.很；相当；完全

242 raino 2 拉伊诺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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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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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real 1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246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47 recover 1 [ri'kʌvə] vt.恢复；弥补；重新获得 vi.恢复；胜诉；重新得球 n.还原至预备姿势 n.(Recover)人名；(西)雷科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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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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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reopening 1 英 [ˌriː 'əʊpən] 美 [ˌriː 'oʊpən] v. 重开；再开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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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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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restaurants 1 餐馆

255 restrictions 2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256 restructures 1 英 [ˌriː 'strʌktʃə(r)] 美 [ˌriː 'strʌktʃər] v. 重建；重造；改组

257 retired 1 [ri'taiəd] adj.退休的；退役的；幽闭的 v.退休（retire的过去分词）

258 retirees 1 离退休人员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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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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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room 1 n.房间；空间；余地；机会；房间里所有的人 vt.为…提供住处；租房，合住；投宿，住宿；留…住宿 vi.居住；住宿 n.
（英）鲁姆（人名）；（俄）罗姆（人名）

262 roulette 1 [ru:'let] n.轮盘赌；刻骑缝孔的点线机；（邮票的）骑缝孔；旋轮线 vt.给…滚压骑线孔

263 ruinous 1 ['ruinəs, 'ru:-] adj.破坏性的，毁灭性的；零落的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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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safari 3 n.旅行；狩猎远征；旅行队 n.（Safari）Safari浏览器 n.（Safari）人名；(伊朗、阿富)萨法里

266 safaris 2 [sə'fɑ rːi] n. 旅行；旅行队；狩猎旅行 n. Safari 苹果系列产品的默认浏览器名称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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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69 season 3 ['si:zən] n.时期；季节；赛季 vt.给…调味；使适应 vi.变得成熟；变干燥

270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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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ell 1 [sel] vt.销售；推销；出卖；欺骗 vi.卖；出售；受欢迎；有销路 n.销售；失望；推销术 n.(Sell)人名；(德)泽尔；(英、芬、
瑞典)塞尔

272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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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evere 1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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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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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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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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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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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sold 2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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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sometime 1 ['sʌmtaim] adv.改天；来日；在某一时候 adj.以前的；某一时间的

284 south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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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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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287 stellenbosch 2 ['stelənbɔʃ] vt.调充闲职；调离要职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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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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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success 1 [sək'ses] n.成功，成就；胜利；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

291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92 sun 2 [sʌn] n.太阳 vt.使晒 vi.晒太阳 n.(Sun)人名；(中)孙(普通话·威妥玛)；(柬)孙；(缅)素；(土)松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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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tasting 1 ['teistiŋ] n.品尝，尝味 v.品尝（taste的ing形式）

295 t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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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the 3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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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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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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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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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02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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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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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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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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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to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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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total 1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308 tour 1 [tuə] n.旅游，旅行；巡回演出 vt.旅行，在……旅游；在……作巡回演出 vi.旅行，旅游；作巡回演出 n.(Tour)人名；(瑞
典)托尔；(英)图尔

309 tourism 16 ['tuərizəm] n.旅游业；游览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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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tourists 3 ['tuərɪsts] n. 旅游者，旅行者，观光客（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

312 Tours 1 [tuə; tu:r] n.图尔斯（姓氏）；图尔市（法国城市名）

313 town 1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314 travel 2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315 travel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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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trips 1 [trɪp] n. 旅行；摔倒；差错；轻快的步伐 vt. 使跌倒；使失败；使犯错；起锚；竖帆 vi. 绊倒；旅行；轻快地走；失误；
结巴

317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318 usually 2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19 vacation 1 [və'keiʃən] n.假期；（房屋）搬出 vi.休假，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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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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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visitors 2 ['vɪzɪtəz] n.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

323 wages 1 ['weɪdʒɪz] n. 工资；报酬；代价 名词wage的复数；动词wage的第三人称单数.

324 wait 1 [weit] vt.等候；推迟；延缓 vi.等待；耽搁；伺候用餐 n.等待；等候 n.(Wait)人名；(英)韦特；(捷)魏特

325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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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w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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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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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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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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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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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who 4 pron.谁；什么人

333 wil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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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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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Wilson 2 ['wilsən] n.威尔逊（姓氏）

336 wine 3 [wain] n.酒，葡萄酒；紫红色 vi.喝酒 vt.请…喝酒 n.(Wine)人名；(英)瓦恩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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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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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wood 4 [wud] n.木材；木制品；树林 vi.收集木材 vt.植林于；给…添加木柴 n.(Wood)人名；(英、法、西、葡、阿拉伯)伍德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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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42 worries 1 ['wʌrɪs] n. 烦恼；令人担忧的事物 名词worry的复数形式.

343 year 5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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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346 Zambia 1 ['zæmbiə] n.赞比亚（非洲中南部国）

347 zimbabwe 1 [zim'bɑ:bwei; -wi] n.津巴布韦（国家名，位于非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