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4-05 [Arts and Culture] Libyans Repair Old Qurans for
Ramadan 词汇表词汇表

1 abdel 1 n. 阿卜杜勒

2 Acts 1 [ækts] abbr.声控遥测系统（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声控制与遥测系统（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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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5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6 AFP 2 n. 法新社 (=Agence France Presse)；【医】甲胎蛋白（= alpha fetoprotein）

7 African 1 ['æfrikən] adj.非洲的，非洲人的 n.非洲人

8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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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亚拉巴
马州（Alabama） n.(Al)人名；(英)阿尔(Albert在美国的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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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2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3 amin 1 abbr.最小声幅

14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5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6 an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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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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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rrive 1 vi.到达；成功；达成；出生 n.(Arrive)人名；(法)阿里夫

19 artisans 2 ['ɑ tːɪzænz] 百工

20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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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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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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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based 2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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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26 been 4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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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begins 1 [bɪ'ɡɪn] v. 开始；着手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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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31 bind 1 [baind] vi.结合；装订；有约束力；过紧 vt.绑；约束；装订；包扎；凝固 n.捆绑；困境；讨厌的事情；植物的藤蔓 n.(Bind)
人名；(德)宾德

32 binding 1 ['baindiŋ] n.装订；捆绑；粘合物 adj.有约束力的；捆绑的 v.捆绑（bind的ing形式） n.(Binding)人名；(德)宾丁

33 blind 1 [blaind] adj.盲目的；瞎的 adv.盲目地；看不见地 n.掩饰，借口；百叶窗 vt.使失明；使失去理智 n.(Blind)人名；(法)布兰；
(德、瑞典)布林德

34 book 3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35 bored 2 [bɔ:d] adj.无聊的；无趣的；烦人的 v.使厌烦（bore的过去式）；烦扰

36 bound 1 adj.有义务的；必定的；受约束的；装有封面的 vt.束缚（bind的过去式，过去分词）；使跳跃 n.范围；跳跃 vi.限制；
弹起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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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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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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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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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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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2 charges 1 [t'ʃɑːdʒɪz] n. 费用

43 choose 1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44 cleaning 1 ['kli:niŋ] n.清洗；清除；去污；大败 v.清洁（clean的ing形式）

45 concentrate 1 ['kɔnsəntreit] vi.集中；浓缩；全神贯注；聚集 vt.集中；浓缩 n.浓缩，精选；浓缩液

46 concentration 1 [,kɔnsən'treiʃən] n.浓度；集中；浓缩；专心；集合

47 condition 2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48 conflict 1 [kən'flikt, 'kɔnflikt] n.冲突，矛盾；斗争；争执 vi.冲突，抵触；争执；战斗

49 connection 2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50 copies 1 ['kɒpɪz] n. [计算机] 复制份数 名词copy的复数形式.

51 co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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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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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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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over 1 vt.包括；采访，报导；涉及；行走（一段路程）；掩护；翻唱 n.封面，封皮；盖子；掩蔽物;幌子，借口 vi.覆盖；代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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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damage 2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57 damaged 2 adj.被损坏的 v.损害（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8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59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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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demand 1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61 depends 1 [dɪ'pend] vi. 依赖；依靠；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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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64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65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66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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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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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asier 1 [英 ['i:zɪə] 美 ['i:zɪr]] adj.更简单；容易些（easy的比较级形式）；较早的

70 eat 1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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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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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njoyable 1 adj.快乐的；有乐趣的；令人愉快的

74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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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77 experienced 1 [ik'spiəriənst] adj.老练的，熟练的；富有经验的

78 exports 1 ['ekspɔː rts] n. 出口货；输出额 名词export的复数形式.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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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faster 1 ['fa:stə] adj.更快的 adv.更快地 n.(Faster)人名；(德、捷)法斯特

81 fasts 1 英 [fɑːst] 美 [fæst] adj. 快的；迅速的；紧的；牢固的；放荡的 adv. 快速地；紧紧地；放荡地；深深地 n. 斋戒；禁食；系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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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具 v. 斋戒；禁食

82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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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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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fill 1 [fil] vt.装满，使充满；满足；堵塞；任职 vi.被充满，膨胀 n.满足；填满的量；装填物 n.(Fill)人名；(德、俄、匈)菲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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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88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89 French 1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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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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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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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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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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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god 1 [gɔd] n.神；（大写首字母时）上帝 vt.膜拜，崇拜 n.(God)人名；(索、阿拉伯)古德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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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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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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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graduated 1 ['grædjueitid, -dʒu-] adj.累进的；分等级的；毕了业的；为毕业生设立的 v.使毕业；毕业（graduate的过去分词）；使…
升级

100 grandfather 1 ['grænd,fɑ:ðə] n.祖父；始祖 vt.不受新规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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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103 happy 1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104 harder 1 [ha:də] adj.更难的；更努力的；更坚固的（hard的比较级） n.(Harder)人名；(英、德、瑞典)哈德

105 ha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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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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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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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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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holy 2 [['həuli] adj.圣洁的，神圣的；至善的 n.神圣的东西 （俚）太棒了 n.(Holy)人名；(英、德、匈)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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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hours 2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112 important 3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13 i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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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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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increases 1 [ɪn'kriː s] v. 增加；提高 n. 增加；增强；提高

116 indescribable 2 [,indi'skraibəbl] adj.难以形容的；莫名其妙的；不能用语言表达的

117 involved 1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8 is 1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9 Islam 1 ['izlɑ:m] n.伊斯兰教 n.(Islam)人名；(阿拉伯、巴基、孟)伊斯兰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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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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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joy 2 [dʒɔi] n.欢乐，快乐；乐趣；高兴 vi.欣喜，欢喜 vt.高兴，使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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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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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khaled 1 哈立德

125 kilometers 1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126 kindness 1 ['kaindnis] n.仁慈；好意；友好的行为 n.(Kindness)人名；(英)坎德尼斯

127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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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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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level 1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131 Libya 4 ['libiə] n.埃及以西的北非地方古名；利比亚

132 Libyans 1 n.利比亚人，代利比亚语( Libyan的名词复数 )

133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34 limited 1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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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136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137 mabrouk 1 马布鲁克

138 mahmoud 1 n. 马哈茂德

139 many 4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40 meaningful 1 ['mi:niŋful] adj.有意义的；意味深长的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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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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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month 4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45 mo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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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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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muslim 1 ['muzlim; 'mʌz-] n.穆斯林；穆罕默德信徒 adj.伊斯兰教的

148 Muslims 1 穆斯林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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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my 1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151 nation 1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152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53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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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156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57 nothing 1 ['nʌθiŋ] neg.没什么；毫不 n.无；零；不关紧要之事 adv.毫不；决不 pron.无事；无物 int.什么也没有

158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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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of 2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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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oil 1 [ɔil] n.油；石油；油画颜料 vt.加油；涂油；使融化 vi.融化；加燃油

163 old 3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64 Older 1 ['əʊldər] adj. 年长的

165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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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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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166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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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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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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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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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original 1 [ə'ridʒənəl] n.原件；原作；原物；原型 adj.原始的；最初的；独创的；新颖的

171 parents 1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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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74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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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poor 1 [puə, pɔ:] adj.贫穷的；可怜的；贫乏的；卑鄙的 n.(Poor)人名；(英、伊朗)普尔

177 popularity 1 [,pɔpju'lærəti] n.普及，流行；名气；受大众欢迎

178 prayer 1 [preə] n.祈祷，祷告；恳求；祈祷文

179 presse 1 Die Presse (German-Neue Freie Presse)-Vienna's Press (德语)维也纳通信社

180 printing 1 ['printiŋ] n.印刷；印刷术

181 process 2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182 purchase 1 ['pə:tʃəs] n.购买；紧握；起重装置 vt.购买；赢得 vi.购买东西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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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Quran 20 [ku'rɑ:n,-'ræn] n.（伊斯兰教）可兰经

185 Ramadan 5 [,ræmə'dæn; -'dɑ:n] n.斋月（伊斯兰教历的九月，等于Ramazan）

186 razzaq 1 拉扎克

187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88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89 relatives 1 [relə'tɪvz] n. 亲戚

190 repa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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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repaired 1 英 [rɪ'peə(r)] 美 [rɪ'per] v. 修理；修补；补救；赴；去 n. 修理；修补；补救；维修工作；维修状态

192 repairing 1 [ri'peəriŋ] v.修复（repair的ing形式）；修理

193 reporting 1 英 [rɪ'pɔː tɪŋ] 美 [rɪ'pɔː 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194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195 requires 2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196 restoration 4 [,restə'reiʃən] n.恢复；复位；王政复辟；归还

197 restore 3 [ri'stɔ:] vt.恢复；修复；归还 vi.恢复；还原

198 restored 1 [rɪ'stɔː d] adj. 恢复的

199 restorer 1 [ri'stɔ:rə] n.修补者；[计]复位器；[计]恢复设备；修建者

200 restorers 4 恢复系

201 restoring 2 [rɪs'tɔː rɪŋ] n. 恢复；复原 动词restore的现在分词形式.

202 retirees 1 离退休人员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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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rising 1 ['raiziŋ] n.上升；起床；造反 adj.上升的；上涨的；新兴的 adv.接近 v.上升（rise的ing形式） n.(Rising)人名；(瑞典)里
辛；(英)赖辛

205 sai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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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sales 1 [seilz] adj.销售的，售货的；有关销售的 n.销售（sale的复数）；销售额 n.(Sales)人名；(意、西、葡)萨莱斯；(法)萨勒；
(英)塞尔斯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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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save 1 vt.节省；保存；储蓄；解救 vi.节省；挽救 prep.除...之外 n.救援 n.(Save)人名；(法)萨夫；(意、保、西、罗、塞、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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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薇(女名)，萨韦

209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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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segment 1 ['segmənt, seg'ment, 'segment] vi.分割 n.段；部分 vt.分割

211 sentimental 2 [英 [ˌsentɪ'mentl] 美 [ˌsɛntəˈmɛntl] adj.伤感的；多愁善感的；感情用事的；寓有情感的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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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Sessions 1 ['sɛʃəns] n.塞申斯（姓氏）

214 s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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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16 since 2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17 smell 1 [smel] vi.嗅，闻；有…气味 vt.嗅，闻；察觉到；发出…的气味 n.气味，嗅觉；臭味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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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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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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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spare 1 [spεə] vt.节约，吝惜；饶恕；分出，分让 vi.饶恕，宽恕；节约 adj.多余的；瘦的；少量的 n.剩余；备用零件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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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spending 1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224 spiritual 1 ['spiritjuəl, -tʃuəl] n.圣歌（尤指美国南部黑人的） adj.精神的，心灵的

225 spirituality 1 [,spiritju'æləti, -tʃu-] n.灵性；精神性

226 state 1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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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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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sundown 1 ['sʌndaun] n.日落；阔缘的女帽 vi.产生夜间幻觉

230 sunrise 1 ['sʌnraiz] n.日出；黎明 n.(Sunrise)人名；(德)松里泽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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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th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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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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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the 2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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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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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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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there 5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39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40 thing 2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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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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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244 through 2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245 tim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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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tired 1 ['taiəd] adj.疲倦的；厌倦的，厌烦的 v.疲倦；对…腻烦（tire的过去分词形式）

247 to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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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49 traditionally 1 [trə'diʃənəli] adv.传统上；习惯上；传说上

250 trainees 2 [treɪ'niː z] 研修生

251 training 1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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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trains 1 [treɪn] n. 列车；火车；行列；一系列 vt. 训练；培训；瞄准 vi. 进行锻炼，接收训练；练习

253 Tripoli 2 ['tripəli] n.硅藻岩；硅藻土 n.(Tripoli)人名；(意、葡)的黎波里

254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55 undone 1 [,ʌn'dʌn] adj.破灭的；未完成的；解开的 v.解开；消除（undo的过去分词）

256 uninterested 1 [,ʌn'intəristid] adj.不感兴趣的；无利害关系的

257 unprecedented 2 [,ʌn'presidəntid] adj.空前的；无前例的

258 value 1 ['vælju:] n.值；价值；价格；重要性；确切涵义 vt.评价；重视；估价

259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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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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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volunteers 1 英 [ˌvɒlən'tɪə(r)] 美 [ˌvɑ lːən'tɪr] n. 志愿者；(自行生长的)植物 v. (自愿)做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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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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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weak 1 [wi:k] adj.[经]疲软的；虚弱的；无力的；不牢固的

265 we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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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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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68 whole 1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269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70 women 6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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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wor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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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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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ing)人名；(英)沃金

274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75 workshop 6 ['wə:kʃɔp] n.车间；研讨会；工场；讲习班

276 workshops 1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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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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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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