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1-01 [Arts and Culture] In the UAE, a Camel Contest
Celebrates Desert Culture 词汇表词汇表

1 abdel 1 n. 阿卜杜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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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cept 1 [ək'sept] vt.接受；承认；承担；承兑；容纳 vi.承认；同意；承兑

4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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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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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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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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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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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lone 1 [ə'ləun] adj.独自的；单独的；孤独的 adv.独自地；单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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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mri 1 ['æmri] n.阿姆里（巴基斯坦一城市）

15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6 and 1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7 animal 3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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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ppearance 1 [ə'piərəns] n.外貌，外观；出现，露面

20 appearances 1 [ə'piərənsɪz] n. 出现；外表；表面迹象 名词appearanc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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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rabia 2 [ə'reibiə] n.阿拉伯半岛（亚洲西南部，等于ArabianPeninsula）

23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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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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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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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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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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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hrain 1 [ba:'rein] n.巴林岛

29 banned 2 [bæn] v. 禁止；剥夺权利 n. 禁令；禁止

30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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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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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eauty 1 ['bju:ti] n.美；美丽；美人；美好的东西

34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35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36 bedouin 1 ['beduin] n.贝多因人（一个居无定所的阿拉伯游牧民族）；流浪者 adj.贝都因人的；流浪的

37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38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39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40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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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eliefs 1 n.信仰；信�（belief的复数）

42 belonging 1 [bi'lɔŋiŋ] n.所有物；行李；附属物

43 bin 1 [bin] n.箱子，容器；二进制 vt.把…放入箱中 n.(Bin)人名；(意、柬)宾；(日)敏(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民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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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reed 2 [bri:d] vi.繁殖；饲养；产生 vt.繁殖；饲养；养育，教育；引起 n.[生物]品种；种类，类型 n.(Breed)人名；(英)布里德

46 breeder 1 ['bri:də] n.饲养员；繁殖者；起因；增殖反应堆

47 breeders 5 n. 饲养员（breeder的复数）；增殖（反应）堆；产仔的动物

48 br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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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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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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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amel 12 ['kæməl] n.[畜牧][脊椎]骆驼；打捞浮筒；工作作风官僚 adj.驼色的；暗棕色的 vi.工作刻板平庸 n.(Camel)人名；(法)卡梅
尔；(阿拉伯)卡迈勒

53 camels 11 ['kæməlz] n. 骆驼（名词camel的复数形式）

54 care 1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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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ategory 3 ['kætigəri] n.种类，分类；[数]范畴

57 caught 1 [kɔ:t] v.捕捉（catch的过去分词）

58 celebrate 1 vt.庆祝；举行；赞美；祝贺；宣告 vi.庆祝；过节；举行宗教仪式

59 celebrates 2 ['selɪbreɪt] v. 庆祝；庆贺；颂扬

60 certain 1 ['sə:tən] adj.某一；必然的；确信；无疑的；有把握的 pron.某些；某几个 n.(Certain)人名；(葡)塞尔塔因；(法)塞尔坦

61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62 cheat 1 [tʃi:t] vt.欺骗；骗取 vi.欺骗；作弊 n.欺骗，作弊；骗子

63 cheaters 1 [t'ʃiː tərz] n. 骗子；<俚>眼镜 名词cheater的复数形式

64 cheeks 1 [t'ʃiː ks] n. 脸颊 名词cheek的复数形式.

65 cloth 1 [klɔθ, klɔ:θ] n.布；织物；桌布 adj.布制的 n.(Cloth)人名；(德)克洛特

66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67 common 2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68 contest 4 vt.争辩；质疑 vi.竞争；争辩 n.竞赛；争夺；争论

69 contests 1 英 ['kɒntest] 美 ['kɑːntest] n. 竞赛；比赛 vt. 驳斥；争取 vi.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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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cost 1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72 count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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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covering 1 ['kʌvəriŋ] adj.掩盖的，掩护的 n.遮盖物，覆盖物 v.覆盖；穿（cover的ing形式）；代替

74 creates 1 [kri'ː eɪts] n. 创立 创建.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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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crowned 1 [kraund] adj.王室的；戴王冠的 v.加冕，使成王（crow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77 culture 2 ['kʌltʃə] n.文化，文明；修养；栽培 vt.[细胞][微]培养（等于cultivate）

78 custom 1 n.习惯，惯例；风俗；海关，关税；经常光顾；[总称]（经常性的）顾客 adj.（衣服等）定做的，定制的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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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dancing 1 ['dɑ:nsiŋ] n.跳舞；舞蹈 v.跳舞；摇晃（dance的ing形式）

81 darker 1 英 [dɑːk] 美 [dɑ rːk] adj. 黑暗的；深色的 n. 黑暗；暗处；深色调 v. 使变黑；变黑

82 day 2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土)达伊

83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84 deal 1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西)
迪尔

85 deals 1 [diː l] n. 协定；交易；大量 v. 应付；分配；处理；交易；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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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debre 1 德布雷

87 decided 1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88 decides 1 [dɪ'saɪd] v. 决定；判断；断定

89 deeds 1 [diː d] n. 行为；事迹；[法]契约 vt. 立契转让

90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1 dese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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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detailed 1 ['di:teild, di'teild] adj.详细的，精细的；复杂的，详尽的 v.详细说明（detail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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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devices 1 [dɪ'vaɪsɪz] n.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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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dirhams 1 n. 迪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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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divided 1 [di'vaidid] adj.分裂的；分开的；有分歧的 v.分开（divide的过去分词）；分离

99 down 1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100 Dubai 2 [英 [ˈdju:bai] 美 [duˈbaɪ]] n.迪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酋长国之一）；迪拜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港市）

101 each 3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02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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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mirates 1 United Arab Emirates (on the Trucial Coast of the Persian Gulf)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位于波斯湾)

105 emirati 4 [emɪ'rɑ tːi] 埃米拉蒂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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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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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ven 1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109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10 examinations 1 检查

111 experts 2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12 face 1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113 falcon 1 ['fælkən] n.[鸟]猎鹰；[鸟]隼 n.(Falcon)人名；(法、意、西、葡、罗、瑞典)法尔孔；(英)福尔肯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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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fast 1 [fɑ:st, fæst] adj.快速的，迅速的；紧的，稳固的 adv.迅速地；紧紧地；彻底地 vi.禁食，斋戒 n.斋戒；绝食 n.(Fast)人名；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116 features 1 ['fiː tʃəz] n. 容貌；特征 名词feature的复数形式.

117 female 1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118 festival 4 ['festəvəl] n.节日；庆祝，纪念活动；欢乐 adj.节日的，喜庆的；快乐的

119 festivals 1 岁时节庆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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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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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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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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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foot 1 [fut] n.脚；英尺；步调；末尾 vi.步行；跳舞；总计 vt.支付；给……换底 n.(Foot)人名；(英)富特

125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26 form 1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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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from 7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29 gained 1 [geɪnd] adj.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30 generations 1 [dʒenə'reɪʃnz] n. 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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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32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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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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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golds 1 n. 戈尔兹

136 gone 1 [gɔn] adj.离去的；死去的；用光的 v.去（go的过去分词）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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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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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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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hadi 1 (=hemadsorption inhibition) 红细胞吸附抑制(反应)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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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hang 1 ['hæŋ] vt.悬挂，垂下；装饰；绞死；使悬而未决 vi.悬着，垂下；被绞死；悬而不决 n.悬挂；暂停，中止 n.(Hang)人名；
(罗)汉格；(东南亚国家华语)康；(老)汉；(柬)韩(用于名字第一节)，杭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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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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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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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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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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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heritage 3 ['heritidʒ] n.遗产；传统；继承物；继承权 n.(Heritage)人名；(英)赫里蒂奇

150 high 1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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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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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hooves 2 [hu:vz] n.蹄（hoof的复数）；蹄脚 v.用蹄踢；步行（hoof的三单形式）

154 horse 1 n.马；骑兵；脚架；海洛因 vt.使骑马；系马于；捉弄 vi.骑马；作弄人 n.(Horse)人名；(瑞典)霍尔瑟

155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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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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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humans 1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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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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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importance 1 [im'pɔ:təns] n.价值；重要；重大；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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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i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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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65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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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increasingly 1 [in'kri:siŋli] adv.越来越多地；渐增地

168 injections 1 注射

169 insi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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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int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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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investigators 1 [ɪn'vestɪɡeɪtəz] 侦查人员

172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73 Isabel 1 ['izəbel] n.伊莎贝尔（人名）

174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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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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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john 2 [dʒɔn] n.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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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Judges 2 ['dʒʌdʒiz] n.士师记（又译《民长记》，旧约全书之一卷）

179 jumped 1 [dʒʌmp] n. 跳跃；跳动；上涨 v. 跳越；暴涨

180 jury 1 ['dʒuəri] n.[法]陪审团；评判委员会 adj.应急的 n.(Jury)人名；(西)胡里；(英、法)朱里；(德)尤里

181 keeps 1 ['kiː ps] n. 生计；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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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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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Kuwait 1 [kə'weit] n.科威特（西南亚国家，首都科威特）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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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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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88 lined 1 [laɪnd] adj. 具线纹的；衬里的 动词l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9 lips 2 [lips] n.嘴唇（lip的复数） v.用嘴唇接触；轻轻说出（lip的三单形式） n.(Lips)人名；(德、法、荷)利普斯

190 lists 1 ['lists] n.竞技场 竞技场围栏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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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lo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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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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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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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197 males 1 ['meɪlz] n. 壮丁；男人 名词male的复数形式.

198 man 1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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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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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meaning 1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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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measures 1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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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milking 1 ['mɪlkɪŋ] n. 挤奶；一次的挤奶量 动词milk的现在分词.

206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207 modernized 1 ['mɒdə( )ːnaɪzd] adj. 现代化的 动词moder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8 mohammed 2 [məu'hæmid] n.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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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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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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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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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mu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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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nation 2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215 necks 2 [nek] n. 颈；脖子 v. 搂着脖子亲吻；（使）变窄

216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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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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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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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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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offers 1 英 ['ɒfə(r)] 美 ['ɔː fər] vt. 提供；提出；（卖方）出价；贡献 vi. 提议；出现；求婚 n. 提议；出价

221 Oman 2 [əu'mɑ:n] n.阿曼（西南亚国家）

222 omicron 1 n.希腊字母第15字

223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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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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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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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opinion 1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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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organizers 1 ['ɔː ɡənaɪzəz] n. 组织者（organizer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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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31 o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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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owner 1 ['əunə] n.[经]所有者；物主

233 owners 1 ['əʊnəz] 业主

234 parade 1 [pə'reid] n.游行；阅兵；炫耀；行进；阅兵场 vt.游行；炫耀；列队行进 vi.游行；炫耀；列队行进 n.(Parade)人名；
(法、德)帕拉德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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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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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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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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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phrase 1 [freiz] n.短语,习语,措辞,乐句 vt.措词,将(乐曲)分成乐句

241 pig 1 n.猪；猪肉 vi.生小猪；像猪一样过活 n.警察（俚语，带有攻击性）

242 plural 1 ['pluərəl] adj.复数的 n.复数

243 position 1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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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prices 1 [praɪs] n. 价格；代价；价值 v. 给…定价；估价；贴价格标签；比较价格

246 Prizes 3 [praɪz] n. 奖品；奖金；奖赏 vt. 珍视；估价 adj. 奖品的；得奖的；一流的

247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248 purposes 1 英 ['pɜːpəs] 美 ['pɜ rːpəs] n. 目的；决心；意图；议题 v. 打算；决意

249 Qatar 1 ['kɑ:tə] n.卡塔尔

250 qualities 1 [统计] 质

251 racing 1 ['reisiŋ] n.赛马；竞赛 vi.赛马（race的ing形式）；竞赛 adj.比赛的

252 rays 1 [reɪz] n. 射线 名词ray的复数形式.

253 realize 1 vt.实现；认识到；了解；将某物卖得，把(证券等)变成现钱；变卖

254 received 1 [ri'si:vd] adj.被一般承认的；被认为标准的 v.收到；接受；迎接（receive的过去分词）

255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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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reputation 2 [,repju'teiʃən] n.名声，名誉；声望

258 revive 1 [ri'vaiv] vi.复兴；复活；苏醒；恢复精神 vt.使复兴；使苏醒；回想起；重演，重播

259 revived 1 [rɪ'vaɪvd] adj. 再生的 动词rev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60 rima 1 ['raimə] n.裂缝；细长口 n.(Rima)人名；(英、意、阿拉伯)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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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262 rulers 1 ['ru lːəz] 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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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sabban 2 萨班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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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saleh 4 n. 萨利赫

267 sa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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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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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audi 3 adj.沙特阿拉伯（人或语）的； n.沙特阿拉伯人 n.SaudiArabianAirlines的简称，沙特阿拉伯航空

270 s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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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coring 1 ['skɔ:riŋ] n.得分；刻痕；总谱 adj.得分的 v.得分（score的ing形式）；刻痕；记下

272 searching 1 ['sə:tʃiŋ] adj.搜索的；透彻的 n.搜索 v.搜索（search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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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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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shouted 1 ['ʃaʊtɪd] v. 呼喊；高声呼叫（动词shou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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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hown 1 ['ʃəun] v.解释（show的过去分词）；给予；表露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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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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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282 s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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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society 1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284 soften 1 ['sɔfən, 'sɔ:-] vt.使温和；使缓和；使变柔软 vi.减轻；变柔和；变柔软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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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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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spokesman 1 ['spəuksmən] n.发言人；代言人

288 spreads 1 [spred] v. 传播；展开；散布；铺开；伸展；涂撒 n. 范围；传播；差额；幅度；盛宴

289 stake 2 [steik] n.桩，棍子；赌注；火刑；奖金 vt.资助，支持；系…于桩上；把…押下打赌 vi.打赌 n.(Stake)人名；(瑞典)斯塔克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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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studied 1 ['stʌdid] adj.有计划的；故意的 v.学习（study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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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su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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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surprise 1 [sə'praiz] n.惊奇，诧异；突然袭击 vt.使惊奇；奇袭 adj.令人惊讶的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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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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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tall 1 [tɔ:l] adj.高的；长的；过分的；夸大的 adv.夸大地 n.(Tall)人名；(马里、阿拉伯)塔勒；(芬、罗、瑞典)塔尔；(英)托尔；
(土)塔勒

298 tan 1 [tæn] n.（日晒后皮肤的）黝黑色；棕褐色；鞣料；马戏团 vt.鞣（革）；晒成褐色 vi.晒成棕褐色 adj.黄褐色的；鞣皮的 n.
(Tan)人名；(俄、土、土库、吉尔)塔恩；(英)坦；(柬、老)丹

299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300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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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the 4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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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thei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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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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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05 thin 1 [θin] adj.薄的；瘦的；稀薄的；微弱的 vt.使瘦；使淡；使稀疏 vi.变薄；变瘦；变淡 adv.稀疏地；微弱地 n.细小部分 n.
(Thin)人名；(越)辰；(柬)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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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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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to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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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10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11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312 traditions 2 [trə'dɪʃnz] 传统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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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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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16 types 1 ['taɪps] n. 类型 v.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

317 UAE 3 abbr.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nited Arab Emi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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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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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upon 1 [ə'pɔn] prep.根据；接近；在…之上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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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24 various 1 ['vεəriəs] adj.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

325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326 vehicle 1 ['viː ɪk(ə)l] n.[车辆]车辆；工具；交通工具；运载工具；传播媒介；媒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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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version 1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329 victory 1 ['viktəri] n.胜利；成功；克服 n.(Victory)人名；(西)维多利；(英)维克托里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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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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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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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were 6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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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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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who 2 pron.谁；什么人

338 wide 1 [waid] adj.广泛的；宽的，广阔的；张大的；远离目标的 adv.广泛地；广阔地；充分地 n.大千世界 n.(Wide)人名；(瑞典、
芬)维德

339 winners 2 温纳斯

340 winning 1 ['winiŋ] adj.胜利的；获胜的 n.胜利；获得；成功 v.获胜（win的ing形式） n.(Winning)人名；(英、瑞典、法)温宁

341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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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worth 2 [wə:θ] adj.值…的 n.价值；财产 n.(Worth)人名；(英)沃思；(德)沃特

344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45 writing 1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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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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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younger 1 ['jʌŋə, 'jʌŋgə] n.年纪较小者；幼辈 adj.较年轻的 n.(Younger)人名；(英)扬格

349 zayed 1 扎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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