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8-30 [Arts and Culture] Palestinian Brothers Open Restaurant
in Old Airplan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7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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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23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4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in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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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1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 they 1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8 airplane 11 ['εəplein] n.飞机

9 i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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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plan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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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was 10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2 an 9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3 ar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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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thers 7 英 ['brʌðə(r)] 美 ['brʌðər] n. 兄弟；教友；同胞；<俚>老兄

15 restaurant 7 ['restərɔŋ, -rɔnt, -rənt] n.餐馆；[经]饭店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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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fter 6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8 bank 6 [bæŋk] n.银行；岸；浅滩；储库 vt.将…存入银行；倾斜转弯 vi.堆积；倾斜转弯 n.(Bank)人名；(英、德、俄)班克；(法、
匈)邦克

19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0 Israeli 6 [iz'reili] adj.以色列的；以色列人的 n.以色列人

21 tim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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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west 6 [west] n.西；西方；西部 adj.西方的；朝西的 adv.在西方；向西方；自西方 n.(West)人名；(英、德、芬、瑞典)韦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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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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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cafe 5 ['kafeɪ, 'kafi] n.咖啡馆；小餐馆

26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7 Israel 5 ['izreiəl] n.以色列（亚洲国家）；犹太人，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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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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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thei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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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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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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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customers 4 ['kʌstəməz] n. 顾客；<口>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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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int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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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khamis 4 哈米斯

37 Nablus 4 [nɑ:'blu:s; 'nɑ:bləs] n.纳布卢斯（巴勒斯坦地区城市）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38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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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Palestinian 4 adj. 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人的 n. 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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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years 4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42 amusement 3 [ə'mju:zmənt] n.消遣，娱乐；乐趣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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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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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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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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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lo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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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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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military 3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50 northern 3 ['nɔ:ðən] adj.北部的；北方的 n.北部方言

51 palestinians 3 [ˌpælɪs'tɪnɪənz] n. 巴勒斯坦人 名词palestinian的复数形式.

52 park 3 [pɑ:k] n.公园；[交]停车场 vt.停放；放置；寄存 vi.停放车辆 n.(Park)人名；(英、芬、瑞典)帕克

53 pla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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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project 3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55 sa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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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se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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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sm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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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such 3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59 then 3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60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61 uprising 3 ['ʌp,raiziŋ] n.起义；升起 adj.升起的 v.起义（uprise的ing形式）；升起

62 used 3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63 were 3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64 who 3 pron.谁；什么人

65 abandoned 2 [ə'bændənd] adj.被抛弃的；无约束的；恣意放荡的；寡廉鲜耻的 v.抛弃（aband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6 additional 2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67 already 2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68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69 Ashley 2 n.艾希莉（人名）

70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1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72 begin 2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73 came 2 [keim] v.come的过去式

74 checkpoint 2 ['tʃekpɔint] n.检查站，关卡

75 city 2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76 coffee 2 ['kɔfi] n.咖啡；咖啡豆；咖啡色 n.(Coffee)人名；(英)科菲

77 decided 2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78 drinks 2 [drɪŋks] n. 饮料 名词drink的复数形式.

79 effort 2 ['efət] n.努力；成就

80 following 2 ['fɔləuiŋ] adj.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n.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v.跟随；沿行（follow的ing形式）

81 government 2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82 inside 2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83 late 2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84 metal 2 ['metəl] n.金属；合金 vt.以金属覆盖 adj.金属制的 n.(Metal)人名；(捷)梅塔尔；(瑞典)梅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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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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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nine 2 [nain] n.九，九个 num.九；九个 adj.九的，九个的 n.(Nine)人名；(塞)尼内

88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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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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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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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op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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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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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peace 2 [pi:s] n.和平；平静；和睦；秩序 n.(Peace)人名；(英)皮斯

95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96 pictures 2 ['pɪktʃəz] n.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

97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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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removal 2 [ri'mu:vəl] n.免职；移动；排除；搬迁

99 scrap 2 [skræp] n.碎片；残余物；打架；少量 vt.废弃；使解体；拆毁 adj.废弃的；零碎的 vi.吵架

100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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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started 2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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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successful 2 [sək'sesful] adj.成功的；一帆风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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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Thompson 2 ['tɔmpsn] n.汤普森（姓）

106 three 2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107 turning 2 ['tə:niŋ] n.转向；旋转；回转；转弯处 v.旋转（turn的ing形式）

108 twin 2 [twin] vt.使成对 n.双胞胎中一人 adj.双胞胎的 vi.成对；生双胞胎 n.(Twin)人名；(英)特温

109 wanted 2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110 waste 2 [weist] n.浪费；废物；荒地；损耗；地面风化物 vt.浪费；消耗；使荒芜 vi.浪费；变消瘦；挥霍钱财 adj.废弃的；多余
的；荒芜的

111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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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113 wor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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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able 1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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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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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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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ircraft 1 ['εəkrɑ:ft] n.飞机，航空器

119 airline 1 ['εəlain] n.航空公司；航线 adj.航线的

120 airport 1 ['εəpɔ:t] n.机场；航空站

121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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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24 ambassadors 1 n.大使( ambassador的名词复数 ); （派驻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代表; 特使; [比喻]使者

125 answer 1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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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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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ata 1 [,ækən'θəumətə] abbr.航空运输协会（AirTransportAssociationofAmerica）；高级技术附加装置
（AdvancedTechnologyAttachment） n.(Ata)人名；(阿拉伯、土、土库、哈萨、塔吉、吉尔、乌兹、阿塞、意、塞、巴基)阿
塔

128 babies 1 ['beɪbi] n. 婴儿；宝贝儿；孩子气的人 adj. 婴儿的；小型的 vt. 溺爱

129 b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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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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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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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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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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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board 1 [bɔ:d] n.董事会；木板；甲板；膳食 vt.上（飞机、车、船等）；用板盖上；给提供膳宿 vi.寄宿 n.(Board)人名；(英、西)
博德

135 body 1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136 boeing 1 ['bəuiŋ] n.波音（客机）

137 born 1 [bɔ:n] v.出世（bear的过去分词） adj.天生的 n.(Born)人名；(柬)邦；(英、西、俄、捷、德、瑞典、匈)博恩

138 bought 1 [bɔ:t] v.买（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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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brother 1 ['brʌðə] n.兄弟；同事；战友 int.我的老兄！ n.(Brother)人名；(英)布拉泽

141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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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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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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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buying 1 n.买进 v.购买；获得；收买（buy的ing形式）

146 buys 1 [baɪ] vt. 购买；买；获得；收买；<俚>相信 vi. 买 n. 购买；便宜货

147 caf 1 abbr. 加拿大武装部队(=Canadian Armed Forces) abbr. 成本加运费(=cost and freight)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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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car 1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150 catch 1 [kætʃ] vt.赶上；抓住；感染；了解 vi.赶上；抓住 n.捕捉；捕获物；窗钩

151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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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154 changes 1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155 channel 1 vt.引导，开导；形成河道 n.通道；频道；沟渠；海峡

156 civilian 1 [si'viljən] adj.民用的；百姓的，平民的 n.平民，百姓

157 closure 1 ['kləuʒə] n.关闭；终止，结束 vt.使终止

158 coasters 1 n. 杯垫；航海者（coaster复数）

159 collapsed 1 [kə'læpzd] adj. 倒塌的

160 comm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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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162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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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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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couples 1 ['kʌplz] v. 连结；交配（动词coup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66 crisis 1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167 customer 1 ['kʌstəmə] n.顾客；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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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delayed 1 [di'leid] adj.延时的；定时的 v.延迟（delay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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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71 diplomats 1 ['dɪpləmæts] 外交官；有外交手腕的人

172 disagreements 1 [dɪsəɡ'riː mənts] 分歧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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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doors 1 [dɔ:z] n.大门；入口；通道（door的复数）

175 dream 1 [dri:m] vi.梦想；做梦，梦见；想到 n.梦想，愿望；梦 vt.梦想；做梦；想到 adj.梦的；理想的；不切实际的

176 earned 1 ['ɜːnd] adj. 挣得的；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7 earnings 1 ['ə:niŋz] n.收入

178 easy 1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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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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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gypt 1 ['i:dʒipt] n.埃及（非洲国家）

182 either 1 adj.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任何一个 conj.也（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根本 pron.任一，两方，随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183 electricity 1 [,ilek'trisəti] n.电力；电流；强烈的紧张情绪

184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185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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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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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ntire 1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190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91 families 1 ['fæməlɪz] n.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

192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93 finding 1 ['faindiŋ] n.发现；裁决；发现物 v.找到；感到（find的ing形式）；遇到

194 fitted 1 ['fitid] adj.合适的；订做的；有…设备的 v.适应（fit的过去分词）；合适；为…提供设备

195 fixing 1 ['fiksiŋ] n.固定；安装；设备；修理 v.固定（fix的现在分词）

196 flew 1 [flu:] v.飞，飞翔（fly的过去式） n.(Flew)人名；(英)弗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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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freshly 1 ['freʃli] adv.新近；精神饱满地

199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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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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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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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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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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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goods 1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207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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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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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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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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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hit 1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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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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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hour 1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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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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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Jetway 1 ['dʒetwei] n.登机道

218 Jordan 1 ['dʒɔ:dən] n.约旦（阿拉伯北部的国家）；乔丹（男子名）

219 Jordanian 1 [dʒɔ:'deiniən] adj.约旦的；约旦人的 n.约旦人

220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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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khalid 1 n.哈利德（男子名）

223 land 1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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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leader 1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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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let 1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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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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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loc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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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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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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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maj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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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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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mayor 1 ['mεə] n.市长 n.(Mayor)人名；(英)梅厄；(法、西、俄)马约尔

236 mayors 1 n.（民选的）市长( mayor的名词复数 ); 镇长; （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由议员选举产生的）镇长

237 meals 1 [miː lz] n. 伙食 名词meal的复数形式.

238 menachem 1 梅纳凯姆

239 merry 1 ['meri] adj.愉快的；微醉的；嬉戏作乐的 n.甜樱桃 n.(Merry)人名；(英、法、西)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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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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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ministers 1 英 ['mɪnɪstə(r)] 美 ['mɪnɪstər] n. 外交使节；部长；大臣；牧师 v. 照顾；给予帮助

243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44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45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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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mother 1 ['mʌðə] n.母亲；大娘；女修道院院长 vt.生下；养育；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母亲的；出生地的

247 movement 1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248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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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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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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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53 neighboring 1 ['neibəriŋ] adj.邻近的；附近的（等于neighbouring） v.与…为邻；位于附近（neighbor的ing形式）

254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255 ninety 1 ['nainti] n.九十 adj.九十的；九十岁的 num.九十

256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57 object 1 ['ɔbdʒikt, -dʒekt, əb'dʒekt] n.目标；物体；客体；宾语 vt.提出…作为反对的理由 vi.反对；拒绝

258 occupied 1 ['ɔkjupaid] adj.已占用的；使用中的；无空闲的 v.占有（occupy的过去分词）

259 offering 1 ['ɔfəriŋ, 'ɔ:-] n.提供；祭品；奉献物；牲礼 v.提供（offer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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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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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onboard 1 ['ɔn'bɔ:d] adv.在船上；在飞机上；在板上 adj.随车携带的

263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64 opened 1 v.打开，开启（open过去分词形式） adj.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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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67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68 outbreak 1 ['autbreik, ,aut'breik] n.（战争的）爆发；（疾病的）发作 vi.爆发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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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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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owned 1 [əund] v.拥有；承认（own的过去分词） adj.自身拥有的

272 owners 1 ['əʊnəz] 业主

273 painted 1 ['peintid] adj.描画的；着色的；刷上油漆的 v.油漆（pai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Painted)人名；(瑞典)帕因特德

274 partners 1 英 ['pɑ tːnə(r)] 美 ['pɑ rːtnər] n. 伙伴；搭档；伴侣；合伙人 v. 同 ... 合作；做 ... 的搭档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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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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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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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279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280 placed 1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1 plac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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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planning 1 ['plæniŋ] n.规划；计划编制 v.计划；设计；预期（plan的ing形式）

283 price 1 [prais] n.价格；价值；代价 vt.给……定价；问……的价格 n.(Price)人名；(英)普赖斯；(法)普里斯；(葡、瑞典)普里塞

284 prime 1 [praim] adj.主要的；最好的；基本的 adv.极好地 n.初期；青年；精华；全盛时期 vt.使准备好；填装 vi.作准备 n.(Prime)
人名；(英)普赖姆；(德)普里梅

285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86 ready 1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人名；(英)雷迪

287 rebuilding 1 ['riː ˌbɪldɪŋ] n. 改建

288 remained 1 [rɪ'meɪn] v. 剩余；逗留；留下；依然；保持 n. 剩余物；遗迹；残骸

289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290 renovation 1 [,renəu'veiʃən] n.革新；修理；恢复活力

291 renovations 1 n.革新（renovation的复数）; 翻新

292 repair 1 [ri'pεə] vi.修理；修复 vt.修理；恢复；补救，纠正 n.修理，修补；修补部位

293 repairs 1 [rɪ'peəz] n. 修理工作 名词repair的复数形式.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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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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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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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298 rides 1 [raɪd] v. 骑；乘 n. 交通工具；骑；乘车；搭便车

299 road 1 [rəud] n.公路，马路；道路；手段 vt.（狗）沿臭迹追逐（猎物） adj.（美）巡回的 n.(Road)人名；(英)罗德

300 roads 1 n. 路；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 罗兹(姓氏)

301 roller 1 ['rəulə] n.[机]滚筒；[机]滚轴；辊子；滚转机 n.(Roller)人名；(英、德、俄、匈、罗、捷、瑞典)罗勒；(法)罗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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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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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rounds 1 [raʊnds] n. 圆形物；球状物；圆舞 名词round的复数形式.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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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safely 1 ['seifli] adv.安全地 稳定地

306 sat 1 [sæt] v.坐（sit的过去式，过去分词） n.(Sat)人名；(中)萨(广东话·威妥玛)；(柬)萨；(印)萨特

307 saving 1 ['seiviŋ] n.节约；挽救；存款 adj.节约的；挽救的；补偿的；保留的 prep.考虑到；除...之外 n.(Saving)人名；(瑞典)萨温

308 saw 1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309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310 seeing 1 ['si:iŋ] n.看见；视觉；观看；视力 conj.因为；由于；鉴于 adj.看见的；有视觉的 v.看见（see的ing形式）

311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312 sellers 1 n. 塞勒斯

313 service 1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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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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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shand 1 n. 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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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side 1 [said] n.方面；侧面；旁边 vi.支持；赞助；偏袒 adj.旁的，侧的 vt.同意，支持 n.(Side)人名；(英)赛德

319 sign 1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320 simple 1 ['simpl] adj.简单的；单纯的；天真的 n.笨蛋；愚蠢的行为；出身低微者 n.(Simple)人名；(法)桑普勒

321 s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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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sold 1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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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somewhat 1 ['sʌmhwɔt, -hwət] n.几分；某物 adv.有点；多少；几分；稍微

325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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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station 1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328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329 tables 1 [teɪblz] n. 表格 名词table的复数形式.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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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332 talks 1 ['tɔː ks] 会谈

333 television 1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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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territory 1 ['teritəri] n.领土，领域；范围；地域；版图

336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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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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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339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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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ticket 1 ['tikit] n.票；入场券，标签；（美）候选人名单；证明书；交通罚款单 vt.加标签于；指派；对…开出交通违规罚单

342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43 traders 1 商人

344 transport 1 [træns'pɔ:t; trænz-træns'pɔ:t, trænz-, trɑ:n-, 'trænspɔ:t,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机；狂喜；流放犯 vt.运输；流放；使狂喜

345 transportation 1 [,trænspə'teiʃən,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系统；运输工具；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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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travel 1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347 traveled 1 ['trævəld] adj.富有旅行经验的；旅客多的；旅客使用的 v.旅行（travel的过去分词）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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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turned 1 adj.被转动的；变质的；车削的 v.使变成（turn的过去式）；转动

350 TV 1 ['ti:'vi:] abbr.电视（television）

351 twins 1 [twins] n.双生子，双胞胎（twin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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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unwanted 1 [,ʌn'wɔntid] adj.不需要的；有害的；讨厌的；空闲的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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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useful 1 ['ju:sful] adj.有用的，有益的；有帮助的

356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57 violent 1 ['vaiələnt] adj.暴力的；猛烈的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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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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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welcoming 1 ['welkəm] vt. 欢迎 adj. 受欢迎的 n. 欢迎 int. 欢迎(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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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wings 1 [wiŋz] n.[昆]翅膀（wing的复数形式）；飞行章；女童军戴的一种翼形章 n.(Wings)人名；(德)温斯

363 wish 1 [wiʃ] n.希望；祝福；心愿 vt.祝愿；渴望；向…致问候语 vi.愿望；需要 n.(Wish)人名；(英)威什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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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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