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05 [As It Is] With Few Foreign Visitors, Egypt's Economy
Suffer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2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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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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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for 11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5 i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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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nd 8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7 Egypt 8 ['i:dʒipt] n.埃及（非洲国家）

8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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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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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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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tourism 7 ['tuərizəm] n.旅游业；游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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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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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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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conomy 4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18 place 4 [pleis] n.地方；住所；座位 vt.放置；任命；寄予 vi.名列前茅；取得名次 n.(Place)人名；(罗)普拉切；(法)普拉斯；(英)普
莱斯

19 tourists 4 ['tuərɪsts] n. 旅游者，旅行者，观光客（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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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wi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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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year 4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3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4 around 3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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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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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October 3 [ɔk'təubə] n.[天]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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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sea 3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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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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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travel 3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34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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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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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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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illion 2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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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Cairo 2 ['kaiərəu] n.开罗（埃及首都）

40 cases 2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41 charter 2 ['tʃɑ'tə] vt.特许；包租；发给特许执照 n.宪章；执照；特许状 n.(Charter)人名；(法)沙尔泰；(英)查特

42 coronavirus 2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43 Egyptian 2 [i'dʒipʃən] adj.埃及的；埃及人的 n.埃及人；古代埃及语

44 few 2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45 guides 2 [gaɪdz] n. 导架 名词guide的复数形式.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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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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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h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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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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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john 2 [dʒɔn] n.厕所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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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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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Numbers 2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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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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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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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perc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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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places 2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59 pyramids 2 ['pɪrəmɪd] n. 金字塔；棱锥体；[证券]金字塔式交易法 v. 急速增加；以金字塔的模型构建

60 red 2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61 resort 2 [ri'zɔ:t] n.凭借，手段；度假胜地；常去之地 vi.求助，诉诸；常去；采取某手段或方法

62 resorts 2 英 [rɪ'zɔː t] 美 [rɪ'zɔː rt] n. (度假)胜地；手段；凭借 vi. 诉诸；常去

63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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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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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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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68 tou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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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under 2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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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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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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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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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who 2 pron.谁；什么人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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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work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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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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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abdel 1 n. 阿卜杜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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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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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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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83 agamy 1 ['ægəmɪ] n. 无婚姻制(如原始社会)

84 agents 1 n.媒介；[法][贸易]代理人；药剂（agent的复数）

85 ag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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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agree 1 [ə̍ ɡriː ] vt.同意，赞成；承认；约定，商定 vi.vi.同意，意见一致；约定，商定

87 al 1 [ɑ:l] abbr.美国联盟（AmericanLeague）；美国军团（AmericanLegion）；阿尔巴尼亚（Albania，欧洲一国家名）；美国亚拉
巴马州（Alabama） n.(Al)人名；(英)阿尔(Albert在美国的昵称)

88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89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90 ancient 1 ['einʃənt] adj.古代的；古老的，过时的；年老的 n.古代人；老人

91 antiquities 1 [æn'tɪkwəti] n. 古代；古物；古迹

92 arrangement 1 [ə'reindʒmənt] n.布置；整理；准备

93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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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96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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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below 1 [bi'ləu] adv.在下面，在较低处；在本页下面 prep.在…下面 n.(Below)人名；(英、德、芬、瑞典)贝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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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boat 1 [bəut] n.小船；轮船 vi.划船

101 booking 1 ['bukiŋ] n.预订；预约；演出契约

102 bookings 1 ['bʊkɪŋz] n. 登记

103 bus 1 [bʌs] n.公共汽车 乘公共汽车

104 buses 1 ['bʌsiz] n.公共汽车（bus的复数形式） v.乘公共汽车；用公共汽车运送（bu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05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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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camera 1 ['kæmərə] n.照相机；摄影机 n.(Camera)人名；(英、意、西)卡梅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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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cold 1 [kəuld] adj.寒冷的；冷淡的，不热情的；失去知觉的 n.寒冷；感冒 adv.完全地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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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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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112 controls 1 英 [kən'trəʊls] 美 [kən'troʊls] n. 控制器；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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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count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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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cruise 1 [kru:z] vi.巡航，巡游；漫游 vt.巡航，巡游；漫游 n.巡航，巡游；乘船游览 n.(Cruise)人名；(德)克鲁伊泽；(英)克鲁斯

116 cruises 1 [kruːz] n. 巡航；漫游； 游艇 v. 慢速行驶；乘船游览；游弋；巡游

117 daily 1 ['deili] adj.日常的；每日的 n.日报；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日常地；每日；天天 n.(Daily)人名；(英)戴利

118 deputy 1 ['depjuti] n.代理人，代表 adj.副的；代理的

119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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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122 ebrahim 1 易卜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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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L 1 [el] abbr.预期损失（ExpectedLoss）

125 emergency 1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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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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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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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ntering 1 ['entəriŋ] v.进入（enter的ing形式）；录入；键入

129 European 1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130 fallen 1 ['fɔ:lən] adj.堕落的；落下来的；陷落的 v.落下；跌倒（fall的过去分词）

131 fee 1 [fi:] n.费用；酬金；小费 vt.付费给…… n.(Fee)人名；(英、柬)菲

132 fees 1 n.[会计]费用（fee的复数）；规费 n.(Fees)人名；(德、法)费斯

133 financing 1 [fi'nænsiŋ] n.融资；财务；筹措资金 v.筹措资金；财政管理；从事金融活动（finance的ing形式）

134 flights 1 [flaɪt] n. 飞行；航班；镖尾；逃走，逃离，溃逃

135 foreign 1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136 full 1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137 fund 1 [fʌnd] n.基金；资金；存款 vt.投资；资助 n.(Fund)人名；(德)丰德

138 ghada 1 加达

139 Giza 1 ['gi:zə] n.吉萨（地名）；吉萨棉；吉萨金字塔

140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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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golden 1 ['gəuldən] adj.金色的，黄金般的；珍贵的；金制的 n.(Golden)人名；(英、法、罗、德、瑞典)戈尔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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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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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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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heat 1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147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148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49 hired 1 [haird] v.雇用（hire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形式）；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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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hop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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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hotel 1 [həu'tel] n.旅馆，饭店；客栈 vt.使…在饭店下榻 vi.进行旅馆式办公 n.(Hotel)人名；(法)奥泰尔

153 hotels 1 霍特尔斯

154 image 1 ['imidʒ] n.影像；想象；肖像；偶像 vt.想象；反映；象征；作…的像 n.(Image)人名；(法)伊马热

155 IMF 1 [ˌaɪem'ef] abbr.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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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increasing 1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158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59 internation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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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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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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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163 June 1 n.六月；琼（人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年轻气盛的六月”）

164 khaleq 1 哈利克

165 khalili 1 哈利利

166 Khan 1 [kɑ:n] n.可汗（对最高统治者的尊称）；商队客店 n.(Khan)人名；(瑞典)卡恩；(老、柬)坎

167 ki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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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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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170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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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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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173 levels 1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74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75 list 1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176 loans 1 ['ləʊnz] 贷款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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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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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mahmoud 1 n. 马哈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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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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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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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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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market 1 ['mɑ:kit] n.市场；行情；股票市场；市面；集市；销路；商店 vt.在市场上出售 vi.做买卖 n.(Market)人名；(塞)马尔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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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medical 1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187 middle 1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188 minister 1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189 ministry 1 ['ministri] n.（政府的）部门

190 monetary 1 ['mʌnitəri] adj.货币的；财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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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93 monthly 1 ['mʌnθli] adj.每月的，每月一次的；有效期为一个月的 n.月刊 adv.每月，每月一次

194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195 mourad 1 穆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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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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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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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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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Nile 1 [nail] n.尼罗河（位于非洲）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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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none 1 [nʌn] pron.没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任何东西 adj.没有的，一点没有的 adv.决不，一点也不 n.(None)人名；(葡、罗)诺
内；(日)野根(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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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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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officially 1 [ə'fiʃəli] adv.正式地；官方地；作为公务员

207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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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owner 1 ['əunə] n.[经]所有者；物主

210 owners 1 ['əʊnəz] 业主

211 paid 1 [peid] adj.付清的；已付的 vt.支付（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付清

212 pay 1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213 pcr 1 abbr. 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214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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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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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photo 1 ['fəutəu] n.照片

217 photos 1 英 ['fəʊtəʊ] 美 ['foʊtoʊ] n. 照片 v. 拍照

218 pick 1 [pik] vi.挑选；采摘；挖 vt.拾取；精选；采摘；掘 n.选择；鹤嘴锄；挖；掩护 n.(Pick)人名；(英、法、德、捷、匈、瑞
典)皮克

219 pleasure 1 ['pleʒə, 'plei-] n.快乐；希望；娱乐；令人高兴的事 vt.使高兴；使满意 vi.高兴；寻欢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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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possessions 1 [pə'zeʃənz] n.[经]财产；所有物（possession的复数形式）

222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23 province 1 ['prɔvins] n.省；领域；职权

224 receive 1 [ri'si:v] 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225 recorded 1 [ri'kɔ:did] adj.记录的 v.记录；录音（record的过去分词）

226 remain 1 [ri'mein] vi.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n.遗迹；剩余物，残骸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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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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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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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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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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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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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Russians 1 n. 俄罗斯人

236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237 safety 1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238 samir 1 n. 萨米尔

239 sands 1 [sændz] n.沙滩；沙漠；含油砂岩地层（sand复数） n.(Sands)人名；(英、西)桑兹

240 say 1 [sei] vt.讲；说明；例如；声称；假设；指明 vi.讲；表示；念；假定；背诵 n.(Say)人名；(土)萨伊；(法、老、柬)赛；(英)
塞伊；(匈、罗)绍伊

241 Sayed 1 赛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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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eason 1 ['si:zən] n.时期；季节；赛季 vt.给…调味；使适应 vi.变得成熟；变干燥

244 seat 1 [si:t] n.座位；所在地；职位 vt.使…坐下；可容纳…的；使就职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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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selling 1 ['seliŋ] n.销售；出售 v.出售（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 n.(Selling)人名；(英、德、瑞典)塞林

247 sharm 1 [地名] 港口（阿拉伯语）

248 sheikh 1 [ʃeik] n.族长；阿拉伯酋长（等于sheik）

249 ship 1 [ʃip] vt.运送，乘船；以船运送 vi.上船；乘船旅行；当船员 n.船；舰；太空船 n.(Ship)人名；(中)摄(广东话·威妥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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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silver 1 ['silvə] n.银；银器；银币；银质奖章；餐具；银灰色 adj.银的；含银的；有银色光泽的；口才流利的；第二十五周年的
婚姻 vi.变成银色 vt.镀银；使有银色光泽 n.(Silver)人名；(法)西尔韦；(英、德、芬、瑞典)西尔弗

252 Sinai 1 ['sainai; 'saini,ai] n.西奈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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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sites 1 [saɪt] n. 地点；位置；现场 vt. 使 ... 位于

255 slowly 1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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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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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son 1 [sʌn] n.儿子；孩子（对年轻人的称呼）；男性后裔 n.(Son)人名；(土、老、柬)松；(法、罗)索恩；(日)存(名)；(日)孙
(姓)；(越)山

259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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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starting 1 ['stɑ tː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261 stopped 1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262 stores 1 [s'tɔː z]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

263 subject 1 ['sʌbdʒikt, -dʒe-, səb'dʒekt] n.主题；科目；[语]主语；国民 adj.服从的；易患…的；受制于…的 vt.使…隶属；使屈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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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suffers 1 英 ['sʌfə(r)] 美 ['sʌfər] vt. 遭受；忍受；容忍，宽恕，听任；允许，准许 vi. 受苦；患病；受损失；变差，变糟；处于不利
地位

266 summer 1 ['sʌmə] n.夏季；全盛时期 vi.避暑；过夏天 adj.夏季的 n.(Summer)人名；(德)祖默；(英)萨默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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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temporary 1 ['tempərəri] adj.暂时的，临时的 n.临时工，临时雇员

269 test 1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270 tests 1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271 tharwat 1 萨尔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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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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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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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trader 1 ['treidə] n.交易者；商人；商船 n.(Trader)人名；(英)特雷德

277 travels 1 ['trævəlz] n. 漫游；旅行 名词travel的复数形式.

278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279 unlikely 1 [,ʌn'laikli] adj.不太可能的；没希望的 adv.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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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us 1 pron.我们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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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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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vacations 1 [və'keɪʃn] n. 假期；休假；腾出 vi. 度假

285 visit 1 ['vizit] n.访问；参观；逗留 vt.访问；参观；视察 vi.访问；暂住；闲谈 n.(Visit)人名；(老)维西；(泰)威实

286 visited 1 v.拜访，访问（visit的过去式）

287 visitor 1 ['vizitə] n.访问者，参观者；视察者；候鸟

288 walk 1 [wɔ:k] n.步行，走；散步 vt.散步；走过 vi.走，步行；散步 n.(Walk)人名；(德、葡)瓦尔克；(英)沃克

289 week 1 [wi:k] n.周，星期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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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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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westerners 1 西方人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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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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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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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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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wonders 1 ['wʌndəz] n. 奇观 wonder的复数形式.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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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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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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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