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08 [Arts and Culture] Christian Monastery Possibly Older
than Islam found in UAE 词汇表词汇表

1 abbot 1 ['æbət] n.男修道院院长；大寺院男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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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ve 1 [ə'bʌv] prep.超过；在……上面；在……之上 adv.在上面；在上文 adj.上文的 n.上文

4 acro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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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8 ag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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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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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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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long 2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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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ltar 2 ['ɔ:ltə] n.祭坛；圣坛；圣餐台 n.(Altar)人名；(法、塞、罗)阿尔塔

14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5 an 10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6 ancient 1 ['einʃənt] adj.古代的；古老的，过时的；年老的 n.古代人；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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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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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ppealing 1 [ə'pi:liŋ] adj.吸引人的；动人的；引起兴趣的；恳求似的 v.恳求（appeal的ing形式）；将…上诉

21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22 Arab 2 ['ærəb] adj.阿拉伯的 n.阿拉伯人；阿拉伯马

23 Arabia 1 [ə'reibiə] n.阿拉伯半岛（亚洲西南部，等于ArabianPeninsula）

24 Arabian 1 [ə'reibiən] adj.阿拉伯的；阿拉伯人的 n.阿拉伯人

25 archaeological 1 [,ɑ:kiə'lɔdʒikəl] adj.[古]考古学的；[古]考古学上的

26 archaeologists 3 n.考古学家( archaeologist的名词复数 )

27 archaeology 1 [,ɑ:ki'ɔlədʒi] n.考古学 考古学的

28 area 10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9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30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31 as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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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ssociated 1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3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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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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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ahrain 1 [ba:'rein] n.巴林岛

37 baking 1 ['beikiŋ] n.烘焙，烘烤；一次烘焙的量 adj.烘烤的 v.烤，烘焙；烧硬，烘干（bake的ing形式）

38 bani 1 ['bɑ:ni] n.动员令；恶骂（ban的复数形式） n.(Bani)人名；(日)番井(姓)；(伊朗、印、意)巴尼；(阿拉伯)贝尼

39 baptism 1 ['bæptizəm] n.洗礼；严峻考验

40 baptismal 1 [bæp'tizməl] adj.洗礼的，浸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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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42 became 3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43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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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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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Beida 1 ['beidə] n.贝达（利比亚东北部城市）

47 believe 2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48 belongs 1 英 [bɪ'lɒŋ] 美 [bɪ'lɔː ŋ] vi. 应归入；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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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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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bint 1 [bint] n.女性；少女 n.(Bint)人名；(阿拉伯)宾特

52 bishop 1 n.（基督教的）主教；（国际象棋的）象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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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bombed 1 [bɔmd] adj.遭到轰炸的；醉的；被毒品麻醉了的 v.轰炸（bomb的过去式）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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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bread 2 [bred] n.面包；生计 vt.在…上洒面包屑

57 briefly 1 ['bri:fli] adv.短暂地；简略地；暂时地

58 British 1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59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60 building 2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61 buildings 1 ['bɪldɪŋz] n.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

62 cen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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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er)人名；(英)森特

63 ceremonies 1 英 ['serəməni] 美 ['serəmoʊni] n. 仪式；礼节；典礼

64 ceremony 2 ['seriməuni] n.典礼，仪式；礼节，礼仪；客套，虚礼

65 Christ 1 [kraist] n.基督；救世主 int.天啊！

66 Christian 7 ['kristjən; -tʃən] n.基督徒，信徒 adj.基督教的；信基督教的

67 Christianity 1 [,kristi'ænəti] n.基督教；基督教精神，基督教教义

68 christians 2 克里斯蒂安斯；Christian的复数形式，基督徒

69 church 3 [tʃə:tʃ] n.教堂；礼拜；教派 adj.教会的；礼拜的 vt.领…到教堂接受宗教仪式 n.(Church)人名；(英)丘奇

70 churches 2 英 [tʃɜ tːʃ] 美 [tʃɜ rːtʃ] n. 礼拜仪式；教堂；基督教徒 adj. 教堂的 v. 把 ... 带到教堂接受某种宗教仪式

71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72 coast 1 [kəust] vi.滑行；沿岸航行 vt.沿…岸航行 n.海岸；滑坡 n.(Coast)人名；(英)科斯特

73 coasts 1 英 [kəʊst] 美 [koʊst] n. 海岸；海滨

74 collection 1 [kə'lekʃən] n.采集，聚集；[税收]征收；收藏品；募捐

75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76 communion 3 [kə'mju:njən] n.共享；恳谈；宗教团体；圣餐仪式

77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78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79 continuous 1 [kən'tinjuəs] adj.连续的，持续的；继续的；连绵不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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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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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courtyard 1 ['kɔ:t,jɑ:d] n.庭院，院子；天井

83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84 creation 1 [kri:'eiʃən] n.创造，创作；创作物，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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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d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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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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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伊达(姓)；(英)戴特

87 dates 2 [deɪt] n. 日期；年代；会晤时间；约会；约会对象；枣椰树；枣子 v. 给 ... 标明日期；确定年代；过时；显老；和 ... 约
会；追溯到

88 dating 1 ['deitiŋ] n.约会；记日期的；注明日期 v.约会；定日期（date的ing形式）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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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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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deserves 1 英 [dɪ'zɜːv] 美 [dɪ'zɜ rːv] vt. 应受；值得

93 destruction 1 [di'strʌkʃən] n.破坏，毁灭；摧毁

94 developments 1 [dɪ'veləpmənts] n. 建设；发展；开发区 名词development的复数形式.

95 devotion 1 [di'vəuʃən] n.献身，奉献；忠诚；热爱

96 died 1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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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dig 1 [dig] vt.挖，掘；探究 vi.挖掘 n.戳，刺；挖苦 n.(Dig)人名；(罗)迪格

99 discovered 5 英 [dɪ'skʌvə(r)] 美 [dɪ'skʌvər] v. 发现；偶然撞见；发觉

100 discovery 1 [dis'kʌvəri] n.发现，发觉；被发现的事物

101 drunk 1 [drʌŋk] v.喝酒（drink的过去分词） adj.喝醉了的

102 Duba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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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arly 7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104 east 1 [i:st] n.东方；东风；东方国家 adj.东方的；向东的；从东方来的 adv.向东方，在东方 n.(East)人名；(英)伊斯特

105 eaten 1 [英 [ˈi:tn] 美 [ˈitn] v.吃（eat的过去分词）

106 emirate 2 [ə'miərət] n.酋长国

107 emirates 3 United Arab Emirates (on the Trucial Coast of the Persian Gulf)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位于波斯湾)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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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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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vidence 2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111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12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113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114 fascinating 2 ['fæsineitiŋ] adj.迷人的；吸引人的；使人神魂颠倒的 v.使…着迷；使…陶醉（fascinate的ing形式）

115 fenced 1 围墙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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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fingers 1 ['fɪŋɡəz] n. 手指 名词finger的复数形式.

118 first 1 [fə:st] adv.第一；首先；优先；宁愿 n.第一；开始；冠军 adj.第一的；基本的；最早的 num.第一 n.(First)人名；(英)弗斯
特；(捷)菲尔斯特

119 floor 1 [flɔ:] n.地板，地面；楼层；基底；议员席 vt.铺地板；打倒，击倒；（被困难）难倒

120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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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found 4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23 foundation 1 [faun'deiʃən] n.基础；地基；基金会；根据；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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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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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Gambrell 1 n. 甘布里尔

127 gradually 1 ['grædjuəli] adv.逐步地；渐渐地

128 gulf 2 [gʌlf] n.海湾；深渊；分歧；漩涡 vt.吞没

129 happening 1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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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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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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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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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he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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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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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136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37 hidden 2 ['hidən] adj.隐藏的 v.隐藏，躲藏（hide的过去分词） n.(Hidden)人名；(英)希登

138 historians 1 [hɪs'tɔː riənz] 历史学家

139 history 2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40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141 home 1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142 hotels 1 霍特尔斯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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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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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in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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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India 1 ['indiə] n.印度（南亚国家）

148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49 installation 1 [,instə'leiʃən] n.安装，装置；就职

150 interesting 1 [ˈɪntrɪstɪŋ，ˈɪntrəstɪŋ] adj.有趣的；引起兴趣的，令人关注的

151 investigate 1 [in'vestigeit] v.调查；研究

152 Iran 1 [i'rɑ:n; i'ræn] n.伊朗（亚洲国家）

153 Iraq 1 [i'rɑ:k; i'ræk] n.伊拉克（西南亚国家）

154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5 Islam 4 ['izlɑ:m] n.伊斯兰教 n.(Islam)人名；(阿拉伯、巴基、孟)伊斯兰

156 Islamic 1 [iz'læmik] adj.穆斯林的；伊斯兰教的

157 island 6 ['ailənd] n.岛；岛屿；安全岛；岛状物 adj.岛的 vt.孤立；使成岛状 n.(Island)人名；(英)艾兰

158 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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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Jesus 1 n.耶稣（上帝之子）；杰西（男子名）

160 john 2 [dʒɔn] n.厕所

161 jon 1 [dʒɔn] n.乔恩（男子名）

162 ju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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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kaabi 1 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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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known 3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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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layer 1 n.层，层次；膜；[植]压条；放置者，计划者 vt.把…分层堆放；借助压条法；生根繁殖；将（头发）剪成不同层次 vi.
形成或分成层次；[植]通过压条法而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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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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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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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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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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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likely 3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75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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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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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luxury 1 ['lʌkʃəri, 'lʌgʒəri] n.奢侈，奢华；奢侈品；享受 adj.奢侈的

179 mainland 1 ['meinlənd] n.大陆；本土 adj.大陆的；本土的 n.(Mainland)人名；(英)梅因兰

180 majid 1 ['meiː dʒaɪd] 蜘蛛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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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melting 2 ['meltiŋ] adj.融化的；溶解的；动人的；感伤的 v.融化（melt的ing形式）

183 meters 1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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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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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ministry 1 ['ministri] n.（政府的）部门

187 minority 1 n.少数民族；少数派；未成年

188 modern 2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189 mohammed 1 [məu'hæmid] n.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立人）

190 monasteries 3 ['mɒnəstrɪz] n. 修道院；寺院 名词monastery的复数形式.

191 monastery 14 ['mɔnəstəri] n.修道院；僧侣

192 mualla 1 穆阿拉

193 Muhammad 1 [mu'hæməd] n.穆罕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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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96 natural 1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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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neolithic 1 [,ni:əu'liθik] adj.[古]新石器时代的；早先的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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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newly 1 ['nju:li] adv.最近；重新；以新的方式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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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northeast 2 [,nɔ:θ'i:st] adj.东北的；向东北的；来自东北的 n.东北 adv.向东北；来自东北

203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04 noticed 1 ['nəʊtɪst] v. 注意，通知，留意（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5 noura 1 诺拉

206 of 2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07 off 3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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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Older 1 ['əʊldər] adj. 年长的

210 Oman 1 [əu'mɑ:n] n.阿曼（西南亚国家）

211 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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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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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ongoing 1 ['ɔn,gəuiŋ, 'ɔ:n-] adj.不间断的，进行的；前进的 n.前进；行为，举止

214 op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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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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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17 oven 1 ['ʌvən] n.炉，灶；烤炉，烤箱 n.(Oven)人名；(荷)奥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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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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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泰)巴；(法)帕尔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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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peninsula 1 [pi'ninsjulə] n.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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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peri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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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Persian 2 猫老大

224 per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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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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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斯

226 placed 2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7 plan 1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228 platform 1 ['plætfɔ:m] n.平台；月台，站台；坛；讲台

229 possibly 2 ['pɔsəbli] adv.可能地；也许；大概

230 pot 2 [pɔt] n.壶；盆；罐 vt.把…装罐；射击；节略 vi.随手射击 n.(Pot)人名；(柬)布特；(捷)波特；(法)波

231 power 5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232 prayed 1 [preɪ] v. 祈祷；请求；恳求；祈求

233 pre 1 abbr.炼油工程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

234 presence 1 ['prezəns] n.存在；出席；参加；风度；仪态

235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236 pr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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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prophet 1 ['prɔfit] n.先知；预言者；提倡者

238 protected 2 [prə'tektid] adj.受保护的 v.保护；防卫（protect的过去分词）

239 providing 1 [prəu'vaidiŋ] conj.假如，以…为条件 v.供给（provide的ing形式）；预备

240 really 2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41 recently 2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42 religious 1 [ri'lidʒəs] adj.宗教的；虔诚的；严谨的；修道的 n.修道士；尼姑

243 remain 2 [ri'mein] vi.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n.遗迹；剩余物，残骸

244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245 remarkable 2 [ri'mɑ:kəbl] adj.卓越的；非凡的；值得注意的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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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researchers 2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248 rites 1 [raɪts] n. 仪式 名词rite的复数形式.

249 rooms 2 [ruːm] n. 房间；空间；机会 v. 寄宿；给…提供留宿

250 ruler 1 ['ru:lə] n.尺；统治者；[测]划线板，划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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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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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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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samples 1 ['sɑːmplz] n. 采样；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

255 sand 1 [sænd] n.沙；沙地；沙洲；沙滩；沙子 vt.撒沙于；以沙掩盖；用砂纸等擦平或磨光某物；使撒沙似地布满；给…掺沙子
vi.被沙堵塞 n.(Sand)人名；(英、德、意、芬、罗、捷、挪)桑德；(瑞典)桑德；(法)桑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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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andy 1 ['sændi] adj.沙地的；多沙的；含沙的 n.(Sandy)人名；(法、喀、罗、西、英)桑迪(教名Alasdair、Alastair、Alexander、
Alister、Elshender的昵称)

258 Saud 1 [sɑ:'u:d] n.沙特（人名）

259 saud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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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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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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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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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seco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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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ecrets 1 n. 秘密 名词secre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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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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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ettlement 1 ['setlmənt] n.解决，处理；[会计]结算；沉降；殖民

268 sheikh 1 [ʃeik] n.族长；阿拉伯酋长（等于sheik）

269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270 similar 2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71 similarly 1 ['similəli] adv.同样地；类似于

272 sir 1 n.先生；（用于姓名前）爵士；阁下；（中小学生对男教师的称呼）先生；老师 n.（苏丹、德）西尔（人名）

273 site 2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274 sits 3 [sɪt] v. 坐；栖息；使就座 n. 坐；栖息

275 slowly 1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276 sm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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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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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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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son 1 [sʌn] n.儿子；孩子（对年轻人的称呼）；男性后裔 n.(Son)人名；(土、老、柬)松；(法、罗)索恩；(日)存(名)；(日)孙
(姓)；(越)山

280 spread 3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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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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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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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suggests 2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285 supported 1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86 surprising 1 [sə'praiziŋ] adj.令人惊讶的；意外的 v.使惊奇；意外发现（surprise的ing形式）

287 table 1 ['teibl] n.桌子；表格；平地层 vt.制表；搁置；嵌合 adj.桌子的 n.(Table)人名；(罗)塔布莱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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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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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the 5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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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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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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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though 1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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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timothy 1 ['timəθi] n.[植]梯牧草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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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today 3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299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300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01 tourism 1 ['tuərizəm] n.旅游业；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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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trucial 1 ['tru:sjəl, -ʃəl] adj.休战的；暂停的

303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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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UAE 5 abbr.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nited Arab Emirates)

306 Umm 5 abbr.统一建模方法（UnifiedModelingMethodology） n.(Umm)人名；(阿拉伯)乌姆

307 unclear 1 英 [ˌʌn'klɪə(r)] 美 [ˌʌn'klɪr] adj. 不清楚的；含混的

308 under 2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309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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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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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ve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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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village 3 ['vilidʒ] n.村庄；村民；（动物的）群落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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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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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wafers 1 英 ['weɪfə(r)] 美 ['weɪfər] n. 薄脆饼；圆片；[宗]圣饼；[电]薄片；晶片 v. 封缄；切成薄片

318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19 water 2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320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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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322 w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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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尔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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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325 which 4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26 widely 1 ['waidli] adv.广泛地

327 wider 1 [waɪdə] adj. 更宽的；更广阔的

328 will 1 [wɪl] n.意志；决心；情感；遗嘱；意图；心愿 vt.决心要；遗赠；用意志力使 vi.愿意；下决心 aux.将；愿意；必须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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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31 within 2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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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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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334 worship 1 ['wə:ʃip] n.崇拜；礼拜；尊敬 vt.崇拜；尊敬；爱慕 vi.拜神；做礼拜

335 worshipper 1 英 ['wɜ ʃːɪpə(r)] 美 ['wɜ rːʃɪpər] 礼拜者

336 yas 1 abbr.日元升值附加费（YenAscendSurcharge）；纱线分析系统（yarnanalysissystem）

337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38 youth 1 n.青年；青春；年轻；青少年时期 n.(Youth)《芳华》（电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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