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3-28 [Arts and Culture] Qatar's Modern Hospital for Falcons
Only 词汇表
abilities 1 [ə'bɪləti] n. 能力；才能
2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3 abnormality 1 [,æbnɔ:'mæliti] n.异常；畸形，变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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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achievements 1 [ət'ʃiːvmənts] n. 成绩 名词achievement的复数形式.
6 across 2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7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8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10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11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2 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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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巴马州（Alabama） n.(Al)人名；(英)阿尔(Albert在美国的昵称)

alive 1 [ə'laiv] adj.活着的；活泼的；有生气的
14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5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16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7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8 ancient 1 ['einʃənt] adj.古代的；古老的，过时的；年老的 n.古代人；老人
19 and 13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0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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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ppears 1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23 Arabian 1 [ə'reibiən] adj.阿拉伯的；阿拉伯人的 n.阿拉伯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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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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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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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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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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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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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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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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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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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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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eauty 1 ['bju:ti] n.美；美丽；美人；美好的东西
34 beep 1 [bi:p] vi.嘟嘟响 n.哔哔的声音；警笛声 vt.嘟嘟响
35 beeping 1 [biːp] n. 哔哔声 vt. 产生（如号角）声音 vi. 吹号；发出哔哔声
36 beliefs 1 n.信仰；信 （belief的复数）
37 bird 3 [bə:d] n.鸟；家伙；羽毛球 vt.向…喝倒彩；起哄 vi.猎鸟；观察研究野鸟 n.(Bird)人名；(英、西)伯德
38 birds 2 ['bɜːdz] n. 鸟，鸟类；禽（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
39 blink 1 [bliŋk] vt.眨眼；使…闪烁 vi.眨眼；闪烁 n.眨眼；瞬间；闪光 n.(Blink)人名；(德)布林克
40 blinking 1 ['bliŋkiŋ] adj.眨眼的；闪光的；可恶的；十足的；一眨眼的 v.眨眼睛；闪闪发光；对…视而不见（blink的ing形式）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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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非常；十足 n.闪烁；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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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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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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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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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的）食品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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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a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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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areful 1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48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49 center 3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45

(Center)人名；(英)森特
50

check 1 vt.检查，核对；制止，抑制；在…上打勾 vi.核实，查核；中止；打勾；[象棋]将一军 n.<美>支票；制止，抑制；检
验，核对 n.（英）切克（人名）

checkup 1 ['tʃekʌp] n.审查，检查；健康检查
52 collection 1 [kə'lekʃən] n.采集，聚集；[税收]征收；收藏品；募捐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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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梅

comm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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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ompete 1 [kəm'pi:t] vi.竞争；比赛；对抗
56 cornered 1 [英 [ˈkɔ:nəd] 美 [ˈkɔrnɚd]] adj.有角的；被困得走投无路的 vt.把…逼入绝境（corner的过去式）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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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的
58

1 ['kʌtiŋ] n.[机]切断；剪辑；开凿 adj.锋利的；严寒的；尖酸刻薄的 v.削减（cut的ing形式）；采伐；切开 n.(Cutting)人
名；(英)卡廷

cutting

damaged 1 adj.被损坏的 v.损害（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0 damages 1 ['dæmɪdʒɪz] n. 损害赔偿；赔偿费 名词damage的复数形式.
61 dangerous 1 ['deindʒərəs] adj.危险的 危险地
62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63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64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65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66 doctors 2 英 ['dɒktə(r)] 美 ['dɑːktər] n. 博士；医生 v. 篡改，伪造；阉割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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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Doha 1 ['dauhə] n.多哈（卡塔尔首都）
69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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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去 n.(Down)人名；(英)唐

dr 1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72 duty 1 ['dju:ti, 'du:-] n.责任；[税收]关税；职务 n.(Duty)人名；(英)迪蒂
73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74 electronic 1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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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77 essential 2 [i'senʃəl] adj.基本的；必要的；本质的；精华的 n.本质；要素；要点；必需品
78 establishment 1 [i'stæbliʃmənt] n.确立，制定；公司；设施
79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80 events 2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81 expose 1 [ik'spəuz] vt.揭露，揭发；使曝光；显示
82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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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fail

1 [feil] vi.失败，不及格；破产；缺乏；衰退 vt.不及格；使失望；忘记；舍弃 n.不及格 n.(Fail)人名；(葡、捷)法伊尔；(法)法
伊

falc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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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falconry 3 ['fɔ:lkənri] n.放鹰捕猎；训鹰术
86 falcons 7 ['fɔːlkənz] n. 婴犬
87 feather 2 ['feðə] n.羽毛 vt.用羽毛装饰 vi.长羽毛 n.(Feather)人名；(英)费瑟
88 feathers 3 ['feðəz] n. 羽毛；羽衣；装束 名词feather的复数形式.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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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fights 2 [faɪt] n. 战斗；打架；斗志 vt. 打架；对抗 vi. 奋斗；斗争；争吵
91 filled 1 [fild] adj.满的；装满的；加满的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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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finest 1 n.警方（美） adj.好的，出色的（fine的最高级）
94 fitness 1 ['fitnis] n.健康；适当；适合性
95 fly 1 [flai] vi.飞；驾驶飞机；飘扬 vt.飞行；飞越；使飘扬 n.飞行；苍蝇；两翼昆虫 adj.敏捷的 n.(Fly)人名；(法)弗利；(英)弗莱
96 for 1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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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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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generation 1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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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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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gone现在分词going）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03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04 gulf 1 [gʌlf] n.海湾；深渊；分歧；漩涡 vt.吞没
105 hamad 1 哈马德
106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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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Hawks 1 n.霍克斯（人名）；亚特兰大老鹰队（NBA球队名）
108 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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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healthy 1 ['helθi] adj.健康的，健全的；有益于健康的
110 heritage 2 ['heritidʒ] n.遗产；传统；继承物；继承权 n.(Heritage)人名；(英)赫里蒂奇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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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名；(英)海伊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13 historic 1 [his'tɔrik] adj.有历史意义的；历史上著名的
114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15 hobby 2 ['hɔbi] n.嗜好；业余爱好 n.(Hobby)人名；(英)霍比
116 horn 1 [hɔ:n] n.喇叭，号角；角 vt.装角于 n.(Horn)人名；(英、德、匈、捷、罗、波、芬、希、瑞典)霍恩；(法)奥尔恩；(柬)洪
117 hospital 5 ['hɔspitəl] n.医院 n.(Hospital)人名；(英)霍斯皮特尔
118 hospitals 1 ['hɒspɪtlz] 医院
119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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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hunting 2 ['hʌntiŋ] n.打猎；追逐；搜索 adj.打猎的；振荡的 v.狩猎；寻找（hunt的ing形式）；追捕 n.(Hunting)人名；(英)亨廷
122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23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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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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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reasing 1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126 injures 1 英 ['ɪndʒə(r)] 美 ['ɪndʒər] vt. 伤害；损害；损伤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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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jury 1 ['indʒəri] n.伤害，损害；受伤处
128 internal 1 n.内脏；本质 adj.内部的；里面的；体内的；（机构）内部的
129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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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involves 1 英 [ɪn'vɒlv] 美 [ɪn'vɑːlv] vt. 包含；使忙于；牵涉；使卷入；使陷入
131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2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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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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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34 jo 1 [dʒəu] abbr.乔（女子名，等于Joseph，Josephine）
135 john 2 [dʒɔn] n.厕所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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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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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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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keeping 1 ['ki:piŋ] n.保管；一致；协调；遵守 v.保持；遵守（keep的ing形式）
139 latest 1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140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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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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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lights 1 [laits] n.灯光（light的复数）；（供食用的）家畜的肺脏 v.点亮（light的三单形式）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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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46 l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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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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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ss 1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149 match 1 [mætʃ] vt.使比赛；使相配；敌得过，比得上；相配；与…竞争 vi.比赛；匹配；相配，相称；相比 n.比赛，竞赛；匹
148

配；对手；火柴

matches 1 ['mætʃɪz] n. 火柴 名词match的复数形式.
151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52 medical 5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153 modern 1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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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法、芬、捷、英)莫斯特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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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nation 2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158 necessary 1 ['nesisəri]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必需品 n.(Necessary)人名；(英)内塞瑟里
159 necessitating 1 [nɪ'sesɪteɪtɪŋ] n. 迫使 动词necessitate的现在分词形式.
160 neglect 1 [ni'glekt] vt.疏忽，忽视；忽略 n.疏忽，忽视；怠慢
161 neglecting 1 [nɪ'ɡlekt] vt. 忽略；忽视；疏忽 n. 疏忽；忽视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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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164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65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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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of 1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68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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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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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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on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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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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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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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o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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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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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灭；驱逐

owners 1 ['əʊnəz] 业主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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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特；(泰)巴；(法)帕尔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181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182 passed 1 [pa:st] adj.已经通过的；已经过去的；已被传递的 v.通过；传递（pass的过去分词）；超过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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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peninsula 1 [pi'ninsjulə] n.半岛
185 perfectly 1 ['pə:fiktli] adv.完美地；完全地；无瑕疵地
186 Persian 1 猫老大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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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physical 1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189 pitched 1 [pitʃt] adj.斜的；人字形的 v.使倾斜；扎营；投掷（pitch的过去分词）
190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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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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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prepare 1 [pri'pεə] vt.准备；使适合；装备；起草 vi.预备；做好思想准备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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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西、瑞典)普雷斯

prized 1 [praɪz] n. 奖品；奖金；奖赏 vt. 珍视；估价 adj. 奖品的；得奖的；一流的
195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196 public 1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197 pull 1 [pul] vt.拉；拔；拖 vi.拉，拖；拔 n.拉，拉绳；拉力，牵引力；拖 n.(Pull)人名；(法)皮尔；(德、瑞典)普尔
198 Qatar 4 ['kɑ:tə] n.卡塔尔
199 qataris 1 卡塔尔人 卡塔尔人的 卡塔尔（半岛）的
200 races 1 abbr.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国内应急通信业务(=Radio Amateur Civil Emergency Service)
201 raising 1 ['reiziŋ] n.高地；提高；举；浮雕装饰 v.饲养；升起；举起（raise的ing形式）
202 rays 1 [reɪz] n. 射线 名词ray的复数形式.
203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04 reduction 1 n.减少；下降；缩小；还原反应
205 regular 2 ['regjulə] adj.定期的；有规律的；合格的；整齐的；普通的 n.常客；正式队员；中坚分子 adv.定期地；经常地 n.
194

(Regular)人名；(以)雷古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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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repeatedly 1 [rɪ'piːtɪdli] adv. 重复地；再三地
208 replacement 1 [ri'pleismənt] n.更换；复位；代替者；补充兵员
209 replacements 1 [rɪp'leɪsmənts] n. 补充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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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resident 1 adj.居住的；定居的 n.居民；住院医生
212 residents 1 ['rezɪdənts] 居民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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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ed 2 [ri'spektid] adj.受尊敬的 v.尊敬；重视（re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4 rooms 2 [ruːm] n. 房间；空间；机会 v. 寄宿；给…提供留宿
215 runs 1 [rʌnz] n.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
216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217 s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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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拉伯)赛义德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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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e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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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瑞典)塞尔

serves 1 英 [sɜːv] 美 [sɜːr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222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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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肖

sick 1 adj.厌恶的；病态的；不舒服；渴望的；恶心的；生病的 n.病人 n.(Sick)人名；(德、西)西克 vt.使狗去咬；呕吐；追击
225 signal 1 n.信号；暗号；导火线 vt.标志；用信号通知；表示 adj.显著的；作为信号的 vi.发信号 n.(Signal)人名；(瑞典)西格纳尔
226 singular 1 ['siŋgjulə] adj.单数的；单一的；非凡的；异常的 n.单数
227 sits 1 [sɪt] v. 坐；栖息；使就座 n. 坐；栖息
228 sm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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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人名；(英)斯莫尔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230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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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ound 1 [saund] vt.听（诊）；测量，测…深；使发声；试探；宣告 n.声音，语音；噪音；海峡；吵闹；听力范围；[医]探条 adj.
229

健全的，健康的；合理的；可靠的；有效彻底的 adv.彻底地，充分地 vi.听起来；发出声音；回响；测深
233

1 ['saʊndz] n. 声音，响声（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 v. 听起来；感觉起来；发出声音；发音（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
形式）

sounds

souq 3 苏克
235 specialists 1 ['speʃəlɪsts] n. 专家；专科医生 名词speacialist的复数.
236 sport 2 [spɔ:t] n.运动；游戏；娱乐；运动会；玩笑 vi.游戏 vt.游戏；参加体育运动；夸耀 adj.运动的
237 standing 1 ['stændiŋ] adj.长期的；直立的；固定的 n.站立；持续；身分 v.站立；坚持不变；坐落于（stand的ing形式） n.
234

(Standing)人名；(英)斯坦丁；(德)施坦丁

started 1 [s'tɑːt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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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st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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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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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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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suitable 1 ['sju:təbl] adj.适当的；相配的
243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244 surgeries 1 英 ['sɜːdʒəri] 美 ['sɜːrdʒəri] n. 外科手术；外科；诊所；手术室
245 surgery 2 ['sə:dʒəri] n.外科；外科手术；手术室；诊疗室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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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的）售得金额

teach 1 [ti:tʃ] vt.教；教授；教导 vi.教授；讲授；当老师 n.(Teach)人名；(英)蒂奇
248 tests 1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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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后）；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t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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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the 3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52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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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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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56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57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58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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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thousand 1 ['θauzənd] n.一千；一千个；许许多多 adj.成千的；无数的
260 times 2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261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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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普通话·威妥玛)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63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64 tradition 1 [trə'diʃən] n.惯例，传统；传说
265 traditions 1 [trə'dɪʃnz] 传统
266 trainers 1 [t'reɪnəz] n. 教练员； 练习器； <英>运动鞋 名词trainer的复数形式
267 treated 1 [triːtɪd] v. 对待；招待；治疗 vbl. 对待；招待；治疗
268 treatment 1 ['tri:tmənt] n.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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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ups 1 abbr. 不间断电源(=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 abbr. 联合包裹服务(=United Parcel Service)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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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usual 1 ['ju:ʒuəl] adj.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273 usually 3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74 VOA 1 英 [ˌviː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275 warning 1 ['wɔ:niŋ] n.警告；预兆；预告 adj.警告的；引以为戒的 v.警告（warn的ing形式） n.(Warning)人名；(德)瓦宁
276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77 wealth 1 [welθ] n.财富；大量；富有
278 wealthy 1 ['welθi] adj.富有的；充分的；丰裕的 n.富人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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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韦尔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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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e 1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282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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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人名；(德、芬、瑞典)维林；(英)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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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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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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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wor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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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workers 1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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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Working)人名；(英)沃金

Wounded 2 ['wu:ndid] adj.受伤的 n.受伤者，伤员 v.使受伤（wound的过去分词）
291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92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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