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19 [As It Is] Hotel Visitors in Tunisia Surprised at Burkini
Ban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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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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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hote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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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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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 of 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8 and 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9 for 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 reuters 7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1 s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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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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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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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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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6 you 5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7 banned 4 [bæn] v. 禁止；剥夺权利 n. 禁令；禁止

18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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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hotels 4 霍特尔斯

20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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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marriott 4 n.马里奥特（美国第二大宴会承包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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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pool 4 [pu:l] n.联营；撞球；水塘；共同资金 vi.联营，合伙经营 vt.合伙经营 n.(Pool)人名；(英、西)普尔；(芬、德)波尔

24 swimwear 4 英 ['swɪmweə(r)] 美 ['swɪmwer] n. 游泳衣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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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told 4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7 a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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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bans 3 n.禁令（ban的复数）；结婚预告（等于banns） n.（Bans）人名；（西）班斯；（法）邦斯

29 comm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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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did 3 [did] v.做（do的过去式）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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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her 3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33 mensi 3 门西

34 muslim 3 ['muzlim; 'mʌz-] n.穆斯林；穆罕默德信徒 adj.伊斯兰教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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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policy 3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37 respect 3 [ri'spekt] n.尊敬，尊重；方面；敬意 vt.尊敬，尊重；遵守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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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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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Sousse 3 [su:s] n.苏塞（突尼斯东北部一座港市）

40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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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them 3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42 Tunisia 3 [tju:'niziə; -siə] n.突尼斯（非洲国家）

43 visitors 3 ['vɪzɪtəz] n.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

44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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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women 3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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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49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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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ba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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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ban 2 [bæn] vt.禁止，取缔 n.禁令，禁忌 n.(Ban)人名；(日)蕃(名)；(缅、老、柬)班；(东南亚国家华语)万；(法)邦；(中)饼(广东
话·威妥玛)；(德、塞、罗、阿拉伯)巴恩；(英)班恩

53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54 burkin 2 n. 伯克林

55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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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onservative 2 [kən'sə:vətiv] adj.保守的 n.保守派，守旧者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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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director 2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59 disgusting 2 [dis'gʌstiŋ] adj.令人厌恶的 令人极不能接受的

60 do 2 n.要求；规定；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做；干；学习；研究；进行；完成；解答；整理；算出；引起；行过 aux.助动词
（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代替动词）；（用于加强语气） vi.行，足够；生长 n.（英）多（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
称） n.（口语）事件；（主英国口语）诈骗；（主英国、新西兰口语）宴会；（口语）必须做到的事情

61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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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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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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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65 hijab 2 [hɪ'dʒɑːb] 穆斯林女性使用的头巾

66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67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68 mai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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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managing 2 ['mænidʒiŋ] adj.管理的；节约的；爱管闲事的 v.管理；设法对付（manage的ing形式）

70 me 2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71 modesty 2 ['mɔdisti] n.谦逊；质朴；稳重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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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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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religious 2 [ri'lidʒəs] adj.宗教的；虔诚的；严谨的；修道的 n.修道士；尼姑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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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secular 2 adj.世俗的；长期的；现世的；不朽的 n.修道院外的教士，(对宗教家而言的)俗人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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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spoke 2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79 spokesperson 2 ['spəuks,pə:sən] n.发言人；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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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swimming 2 ['swimiŋ] n.游泳；目眩 adj.游泳的；游泳用的；善于游泳的；晕眩的 v.游泳；漂浮；旋转（swim的ing形式）

81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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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83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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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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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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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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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wearing 2 [wεə riŋ, wεərŋ, 'wεəriŋ] adj.磨损的；穿用的；令人疲倦的 v.穿着；磨损（wear的ing形式） n.(Wearing)人名；(英)韦尔林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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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who 2 pron.谁；什么人

91 wine 2 [wain] n.酒，葡萄酒；紫红色 vi.喝酒 vt.请…喝酒 n.(Wine)人名；(英)瓦恩

92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93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94 abidine 1 阿比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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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accor 1 Australian Coal Corporation 澳大利亚煤炭有限公司

97 account 1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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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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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adult 1 ['ædʌlt, ə'dʌlt] adj.成年的；成熟的 n.成年人

101 advertise 1 ['ædvətaiz] vt.通知；为…做广告；使突出 vi.做广告，登广告；作宣传

102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03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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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alcoholic 1 [,ælkə'hɔlik] adj.酒精的，含酒精的 n.酒鬼，酗酒者

106 Ali 1 ['ɑ:li:] n.阿里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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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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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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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apologized 1 [ə'plɒlədʒaɪzd] adj. 道歉的 动词apolog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12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113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14 beach 1 [bi:tʃ] n.海滩；湖滨 vt.将…拖上岸 vi.搁浅；定居 n.(Beach)人名；(英)比奇

115 beaches 1 [biː tʃ] n. 海滩；海滨；沙滩 vt. 拖(船)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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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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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behind 1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120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121 ben 1 [ben] n.本（男子名）；（苏格兰）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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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bikini 1 [bi'ki:ni] n.比基尼泳装；大爆炸 n.(Bikini)人名；(法)比基尼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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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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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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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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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品罐头

127 children 1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128 choose 1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129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30 clothing 1 ['kləuðiŋ] n.（总称）[服装]服装；帆装 v.覆盖（clothe的ing形式）；给…穿衣

131 coastal 1 ['kəustəl] adj.沿海的；海岸的

132 colonized 1 英 ['kɒlənaɪz] 美 ['kɑ lːənaɪz] v. 开拓殖民地；移居于殖民地

133 com 1 abbr.组件对象模型（ComponentObjectModel）；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Computer-OutputMicro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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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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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commonly 1 ['kɔmənli] adv.一般地；通常地；普通地

137 complaint 1 [kəm'pleint] n.抱怨；诉苦；疾病；委屈

138 complaints 1 [kəm'pleɪnts] n. 主诉，控诉，控告；疾病（名词complaint的复数形式）

139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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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covers 1 英 ['kʌvə(r)] 美 ['kʌvər] n. 封面；盖子；套子；表面 v. 覆盖；涉及；包含；掩护；给…保险

142 criticism 1 ['krɪtɪsɪzəm] n.批评；考证；苛求

143 criticized 1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144 criticizing 1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145 date 1 [deit] n.日期；约会；年代；枣椰子 vi.过时；注明日期；始于（某一历史时期） vt.确定…年代；和…约会 n.(Date)人名；
(日)伊达(姓)；(英)戴特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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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demonstrate 1 ['demənstreit] vt.证明；展示；论证 vi.示威

148 denounced 1 [dɪ'naʊns] v. 谴责；告发；通告废除

149 discriminating 1 [dis'krimineitiŋ] adj.识别的；有差别的；有识别力的 v.识别（discriminate的ing形式）；区别对待

150 discrimination 1 [dis,krimi'neiʃən] n.歧视；区别，辨别；识别力

151 divisions 1 [dɪ'vɪʒnz] 分区

152 dresses 1 [dres] n. 服装；女装 v. 打扮；穿衣；穿着；给（某人）穿衣

153 drink 1 [driŋk] vt.喝，饮；吸收；举杯庆贺 vi.喝酒；饮水；干杯 n.酒，饮料；喝酒

154 drinking 1 ['driŋkiŋ] n.喝，饮；喝酒 v.饮（drink的ing形式）；喝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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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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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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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L 1 [el] abbr.预期损失（ExpectedLoss）

159 emirati 1 [emɪ'rɑ tːi] 埃米拉蒂

160 employees 1 [ˌemplɔɪ'iː ] n. 受雇者；雇工；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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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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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164 except 1 [ik'sept] vt.不计；把…除外 vi.反对 prep.除…之外 conj.除了；要不是

165 exist 1 [ig'zist] vi.存在；生存；生活；继续存在

166 explain 1 [ik'splein] v.说明；解释

167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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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feet 1 ['fi:t, fi:t] n.脚（foot的复数形式）；尺；韵脚

170 felt 1 [felt] n.毡；毡制品 vi.粘结 vt.使粘结；把…制成毡 v.感觉（feel的过去式） n.(Felt)人名；(英、罗、芬、捷、瑞典)费尔特

171 follow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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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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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generally 1 ['dʒenərəli] adv.通常；普遍地，一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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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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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grapes 1 [greɪps] n. 葡萄 名词grape的复数形式.

177 hammamet 1 n. 哈马马特(在突尼斯；东经 10º40' 北纬 36º25')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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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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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hate 1 [heit] vt.憎恨；厌恶；遗憾 vi.仇恨 n.憎恨；反感 n.(Hate)人名；(法)阿特

182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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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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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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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incident 1 ['insidənt] n.事件，事变；插曲 adj.[光]入射的；附带的；易发生的，伴随而来的

187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188 influence 1 ['influəns] n.影响；势力；感化；有影响的人或事 vt.影响；改变

189 influencer 1 ['ɪnfluəns] v. 影响；感染；<美俚>在(饮料)中加烈酒 n. 影响力；影响；权势；势力；有影响的人(或事物)

190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191 issue 1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192 jannette 1 雅内特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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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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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lady 1 ['leidi] n.女士，夫人；小姐；妻子

196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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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lasting 1 ['lɑ:stiŋ, 'læstiŋ] adj.持久的；永恒的 n.[纺]厚实斜纹织物 v.持续；维持（las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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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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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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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manage 1 vt.管理；经营；控制；设法 vi.处理；应付过去

203 matter 1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204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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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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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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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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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numerous 1 ['nju:mərəs] adj.许多的，很多的

211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12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13 ousted 1 [aʊst] v. 逐出；夺取；取代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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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驱逐

215 own 1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216 owns 1 英 [əʊn] 美 [oʊn] adj. 自己的；特有的 n. 自己的东西 v. 承认；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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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pearl 1 [pə:l] n.珍珠；珍珠色；杰出者；珍品 adj.镶珍珠的；珍珠状的 vi.采珍珠；成珍珠状 vt.使成珠状；用珍珠装饰；使呈珍
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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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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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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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policies 1 英 ['pɒləsi] 美 ['pɑ lː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222 pools 1 [pu lːz] n. 每周足球普尔 名词poo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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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225 reaction 1 [ri'ækʃən, ri:-] n.反应，感应；反动，复古；反作用

226 reasons 1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227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28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229 report 1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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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reporter 1 [ri'pɔ:tə] n.记者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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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representatives 1 [reprɪ'zentətɪvz] n. 众议院议员；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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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revolution 1 [,revə'lu:ʃən] n.革命；旋转；运行；循环

236 rule 1 [ru:l] vi.统治；管辖；裁定 n.统治；规则 vt.统治；规定；管理；裁决；支配 n.(Rule)人名；(英)鲁尔；(塞)鲁莱

237 satisfactory 1 [,sætis'fæktəri] adj.满意的；符合要求的；赎罪的

238 se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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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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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242 shared 1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3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44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245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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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pa 1 [spɑ:, spɔ:] n.矿泉；温泉浴场；矿泉治疗地

248 star 1 [stɑ:] n.星，恒星；明星；星形物 vt.用星号标于；由…主演，由…担任主角 vi.担任主角 adj.明星的，主角的；星形的 n.
(Star)人名；(瑞典)斯塔尔；(德)施塔尔

249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250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1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52 stayed 1 [steɪ] v. 停留；逗留；保持 n. 停留；逗留

253 successfully 1 [sək'sesfəli] adv.成功地；顺利地

254 surprised 1 [sə'praizd] adj.感到惊讶的，出人意料的 v.使惊奇（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

255 swim 1 [swim] vi.游泳；漂浮；浸；眩晕 vt.游过；使浮起 n.游泳；漂浮；眩晕 adj.游泳时穿戴的

256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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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theory 1 ['θiəri, 'θi:ə-] n.理论；原理；学说；推测

259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60 towns 1 n. 汤斯

261 Tunisian 1 [tju:'niziən; -ʃən] adj.突尼斯的；突尼斯人的 n.突尼斯人

262 Tunisians 1 n.突尼斯人( Tunisian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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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unpleasant 1 [,ʌn'plezənt] adj.讨厌的；使人不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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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video 1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266 visiting 1 ['vizitiŋ] n.拜访，访问；参观 adj.参观的；游览的 v.参观（visit的现在分词）；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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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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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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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widely 1 ['waidli] adv.广泛地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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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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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worker 1 ['wə:kə] n.工人；劳动者；职蚁 n.(Worker)人名；(英)沃克

276 workplace 1 ['wə:kpleis] n.工作场所；车间

277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78 worn 1 [wɔ:n] adj.疲倦的；用旧的 v.穿；磨损（wear的过去分词）；佩戴 n.(Worn)人名；(柬)翁；(英、葡)沃恩

279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80 wrong 1 adv.错误地；邪恶地，不正当地 n.坏事；不公正 adj.错误的；失常的；不适当的 vt.委屈；无理地对待；诽谤 n.(Wrong)
人名；(英)朗

281 zainab 1 宰纳卜

282 zine 1 [zi:n] n.电子杂志；科幻小说杂志（等于Fanzine） n.(Zine)人名；(阿拉伯)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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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