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1-14 [Arts and Culture] The US Army Finally Gets Its Own
Museum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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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3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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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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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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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fghanistan 1 [æf'gænistæn] n.阿富汗（国家名称，位于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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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med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0 allow 1 [ə'lau] vt.允许；给予；认可 vi.容许；考虑

11 allows 1 [ə'laʊz] 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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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merican 3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4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5 and 1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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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rmored 1 ['ɑ:məd] adj.装甲的

18 army 10 ['ɑ:mi] n.陆军，军队

19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20 artwork 1 ['ɑ:twə:k] n.艺术品；插图；美术品

21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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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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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ttack 1 [ə'tæk] n.攻击；抨击；疾病发作 vt.攻击；抨击；动手干 vi.攻击；腐蚀 n.(Attack)人名；(瑞典)阿塔克

24 awards 1 英 [ə'wɔː d] 美 [ə'wɔː rd] n. 奖品；奖 v. 授予；给予；判给

25 battle 1 ['bætl] n.战役；斗争 vi.斗争；作战 vt.与…作战 n.(Battle)人名；(英)巴特尔；(法)巴特勒；(西)巴特莱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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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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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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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elvoir 1 n. 比弗

30 block 1 n.块；街区；大厦；障碍物 vt.阻止；阻塞；限制；封盖 adj.成批的，大块的；交通堵塞的 n.(Block)人名；(英、法、
德、西、葡、芬、罗)布洛克

31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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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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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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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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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arrier 1 ['kæriə] n.[化学]载体；运送者；带菌者；货架 n.(Carrier)人名；(英)卡里尔；(法)卡里耶

38 Caty 1 卡蒂

39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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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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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ollected 1 [kə'lektid] adj.镇定的；收集成的 v.收集；聚集（collect的过去式）

42 commands 1 [kə'mæns] n. 命令；指令 名词comman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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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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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ontains 1 [kən'teɪnz] v.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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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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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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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Deborah 1 ['debərə] n.黛博拉（女子名）

50 designed 1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51 devices 1 [dɪ'vaɪsɪz] n. 设备

52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53 display 1 [,dis'plei] n.显示；炫耀 vt.显示；表现；陈列 vi.[动]作炫耀行为 adj.展览的；陈列用的

54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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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documents 1 英 ['dɒkjumənt] 美 ['dɑːkjumənt] n. 文件；公文；文档 vt. 记载；(用文件等)证明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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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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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lectronic 1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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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njoy 1 [in'dʒɔi] vt.欣赏，享受；喜爱；使过得快活

62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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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hibit 3 [ig'zibit] vt.展览；显示；提出（证据等） n.展览品；证据；展示会 vi.展出；开展览会

65 exhibits 4 [ɪɡ'zɪbɪt] v. 展览；陈列；展示；表现 n. 展品；展览

66 explain 1 [ik'splein] v.说明；解释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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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facebook 1 ['feɪsbʊk] n. 肖像影集；脸谱网或脸书网（知名社交网站） v.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

69 family 1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70 finally 1 ['fainəli] adv.最后；终于；决定性地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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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3 forces 2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74 foreign 1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75 fort 1 [fɔ:t] n.堡垒；要塞；（美）边界贸易站 vt.设要塞保卫 vi.构筑要塞 n.(Fort)人名；(法)福尔；(德、英、西、葡、匈)福特

76 fought 1 [fɔ:t] v.战斗（fight的过去分词）；打架

77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78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79 freedoms 1 n. 自由；五大航权（freedom的复数）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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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gather 1 ['gæðə] vt.收集；收割；使…聚集；使…皱起 vi.聚集；化脓；皱起 n.聚集；衣褶；收获量 n.(Gather)人名；(德)加特

82 general 1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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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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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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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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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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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headquarters 1 [,hed'kwɔ:təz] n.总部；指挥部；司令部

89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90 helicopter 1 ['helikɔptə] n.[航]直升飞机 vi.[航]乘直升飞机 vt.由直升机运送

91 helps 1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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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historical 2 [his'tɔrikəl] adj.历史的；史学的；基于史实的

94 holds 1 英 [həʊldz] 美 [hoʊldz] n. 货舱；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

95 horseback 1 ['hɔ:sbæk] n.马背；峻峭的山脊 adv.在马背上 adj.性急的；草率的；未经充分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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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humanitarian 1 [hju:,mæni'tεəriən] adj.人道主义的；博爱的；基督凡人论的 n.人道主义者；慈善家；博爱主义者；基督凡人论者

98 II 2 abbr.微光（ImageIntensification）

99 impressive 1 [im'presiv] adj.感人的；令人钦佩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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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02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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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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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06 interactive 2 [,intər'æktiv] adj.交互式的；相互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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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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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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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is 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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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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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14 jack 1 [dʒæk] n.千斤顶；[电]插座；男人 vt.增加；提醒；抬起；用千斤顶顶起某物 adj.雄的

115 jr 2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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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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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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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Korea 1 [kə'riə] n.韩国；朝鲜

120 Korean 1 [kə'riən] adj.韩国人的；韩国语的；朝鲜人的；朝鲜语的 n.韩国人；韩国语；朝鲜人；朝鲜语

121 landing 1 ['lændiŋ] n.登陆；码头；楼梯平台 v.登陆（land的ing形式） n.(Landing)人名；(冈、瑞典、塞内)兰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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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Lawrence 2 ['lɔrəns] n.劳伦斯（男子名）

124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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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legion 1 ['li:dʒən] n.（古罗马）军团；众多；军队 adj.众多的；大量的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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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life 2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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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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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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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32 mario 2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133 McCarthy 1 [mə'ka:θi] n.麦卡锡（姓氏）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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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136 military 2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137 missions 1 ['mɪʃn] n. 使命；代表团；任务；布道

138 Mountains 1 ['mauntins] n.山脉；[地理]山区；山岳（mountain的复数）

139 museum 11 [mju:'ziəm] n.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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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national 3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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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Normandy 1 ['nɔ:mən'di] n.诺曼底（法国一地区）

144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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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objects 1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147 of 1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48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149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150 oldest 1 ['əuldist] adj.最老的（old的最高级）；最旧的

151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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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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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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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operations 1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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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organization 2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157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58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59 overall 1 ['əuvərɔ:l, ,əuvə'rɔ:l] adj.全部的；全体的；一切在内的 adv.全部地；总的说来 n.工装裤；罩衫

160 ow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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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page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杰；(法)帕日

162 paintings 1 ['peɪntɪŋz] n. 绘画作品；绘画艺术 名词painting的复数形式.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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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peacekeeping 1 ['pi:s,ki:piŋ] adj.维护和平的；执行停火协定的

165 pentagon 1 ['pentəgən] n.五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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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168 personal 1 ['pə:sənl] adj.个人的；身体的；亲自的 n.人事消息栏；人称代名词

169 personnel 1 [,pə:sə'nel] n.人事部门；全体人员 adj.人员的；有关人事的

170 perspective 2 [pə'spektiv] n.观点；远景；透视图 adj.透视的

171 phenomenal 2 adj.现象的；显著的；异常的；能知觉的；惊人的，非凡的

172 pictures 1 ['pɪktʃəz] n.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

173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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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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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praised 1 [preɪz] vt. 赞美；称赞 n. 赞美；称赞；崇拜 vi. 赞美

176 protective 1 [prəu'tektiv] adj.防护的；关切保护的；保护贸易的

177 publi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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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p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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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reflective 2 [ri'flektiv] adj.反射的；反映的；沉思的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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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respond 1 [ri'spɔnd] vi.回答；作出反应；承担责任 vt.以…回答 n.应答；唱和

182 riding 1 ['raidiŋ] n.骑马；骑术 v.骑；乘坐（ride的现在分词） n.(Riding)人名；(英)赖丁

183 ritter 2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184 Ryan 1 瑞恩；瑞安（人名）

185 saddle 1 ['sædl] n.鞍，鞍状物；车座；拖具 vt.承受；使负担；装以马鞍 vi.跨上马鞍

186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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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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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saying 2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189 scientific 1 [,saiən'tifik] adj.科学的，系统的

190 sculptures 1 英 ['skʌlptʃə(r)] 美 ['skʌlptʃər] n. 雕塑；雕刻 v. 雕刻；雕塑；刻蚀；当雕刻师

191 secretary 1 ['sekrətəri] n.秘书；书记；部长；大臣

192 section 1 n.截面；部分；部门；地区；章节 vi.被切割成片；被分成部分 vt.把…分段；将…切片；对…进行划分

193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194 served 1 英 [sɜːv] 美 [sɜ rː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195 servi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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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share 1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197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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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Sherman 1 ['ʃə:mən] n.谢尔曼（男子名）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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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shown 2 ['ʃəun] v.解释（show的过去分词）；给予；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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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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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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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soldier 2 ['səuldʒə] n.军人；[昆]兵蚁；懒汉；一片烤面包 vi.当兵；磨洋工；坚持干；假称害病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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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south 1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207 speaks 1 [spiː k] v. 讲；说话；演说；发言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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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Stat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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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stories 2 [s'tɔː rɪz] n. 故事，传说（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 v. 讲…的故事；说假话（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11 sto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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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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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tammy 1 ['tæmi] n.一种便帽（等于tam-o'-shanter）；棉经毛纬平纹呢（等于tammie）；滤汁布 n.(Tammy)人名；(英)塔米

214 tank 1 [tæŋk] n.坦克；水槽；池塘 vt.把…贮放在柜内；打败 vi.乘坦克行进 n.(Tank)人名；(德、土、阿塞、土库、挪)汤克

215 telling 1 ['teliŋ] adj.有效的；生动的；显著的 n.命令；叙述；吐露真情 v.告诉；讲述（tell的ing形式）；命令 n.(Telling)人名；(英)
特林

216 t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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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the 4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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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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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20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221 thinking 2 ['θiŋkiŋ] adj.思考的；思想的；有理性的；好思考的 n.思考；思想；想法；意见；见解 v.思考（think的现在分词）

222 thirty 1 ['θə:ti] n.三十年代 num.三十 adj.三十个的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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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thoughtfulness 1 ['θɔ:tfulnis] n.体贴；思虑

225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226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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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to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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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229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30 total 1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231 touching 1 ['tʌtʃiŋ] adj.动人的，令人同情的 prep.至于，关于 v.接触；感动（touch的ing形式）

232 understanding 1 [,ʌndə'stændiŋ] n.谅解，理解；理解力；协议 adj.了解的；聪明的；有理解力的 v.理解；明白（understand的ing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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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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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us 3 pron.我们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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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38 valuable 1 ['væljuəbl] adj.有价值的；贵重的；可估价的 n.贵重物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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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veteran 1 ['vetərən] n.老兵；老手；富有经验的人；老运动员 adj.经验丰富的；老兵的

241 veterans 3 ['vetərənz] n. 退伍军人 名词veteran的复数形式.

242 Vietnam 1 n.越南（东南亚国家）

243 Virginia 1 [və(:)'dʒinjə] n.弗吉尼亚（女子名）；弗吉尼亚州 adj.弗吉尼亚州的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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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visitor 1 ['vizitə] n.访问者，参观者；视察者；候鸟

246 VOA 2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247 wa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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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war 5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249 wars 1 英 [wɔː (r)] 美 [wɔː r] n. 战争；斗争 v. 作战；斗争

250 wartime 1 ['wɔ:taim] n.战时

251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52 Washington 2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253 watch 1 [wɔtʃ, wɔ:tʃ] vt.观察；注视；看守；警戒 n.手表；监视；守护；值班人 vi.观看，注视；守侯，看守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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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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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weapons 1 n.武器（weapon的复数）；武装切换；斗争工具 v.武装（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

257 wear 1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258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259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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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62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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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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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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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world 3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67 wreckage 1 ['rekidʒ] n.（失事船或飞机等的）残骸；（船只等的）失事

268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269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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