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5-11 [Arts and Culture] Warhol's 'Marilyn' Painting Sells for
195M 词汇表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2 aims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3 alex 1 ['æliks] n.亚历克斯（男子名）
4 amazing 2 [ə'meiziŋ] adj.令人惊异的 v.使吃惊（amaze的ing形式）
5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6 Ammann 1 n. 安曼
7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8 an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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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y 1 ['ændi] n.安迪（男子名，等于Andrew）
10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2 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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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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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st 1 ['ɑ:tist] n.艺术家；美术家（尤指画家）；大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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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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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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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ction 3 ['ɔ:kʃən] vt.拍卖；竞卖 n.拍卖
18 auctioned 1 ['ɔːkʃn] n. 拍卖 vt. 拍卖
19 background 2 ['bækgraund] n.背景；隐蔽的位置 vt.作…的背景 adj.背景的；发布背景材料的
20 basquiat 1 [电影] 狂岁月
21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22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23 blue 4 n.蓝色；[复数]（美国海、陆、空三军穿的）蓝色制服；蓝颜料；[theblue(s)][用作单数或复数]布鲁斯（歌曲）（一种伤
17

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蓝色的；沮丧的，忧郁的；下流的 vt.把…染成蓝色；使成蓝色；给…用上蓝剂；用上蓝剂于 vi.变成
蓝色，呈蓝色 n.（英、西、意）布卢（人名）

bones 1 英 [bəʊnz] 美 [boʊnz] n. 骨骼 名词bone的复数形式.
25 bright 1 [brait] adj.明亮的，鲜明的；聪明的；愉快的 adv.明亮地；光明地；欢快地 n.车头灯光 n.(Bright)人名；(英)布赖特
26 buyer 1 ['baiə] n.买主；采购员 n.(Buyer)人名；(英)拜尔；(法)比耶；(德)布耶尔
27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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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c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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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causing 1 [kɔː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30 century 2 ['sentʃuri] n.世纪，百年；（板球）一百分
31 chairman 1 ['tʃεəmən] n.主席，会长；董事长
32 children 1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33 christie 5 ['kristi] n.克里斯蒂（姓氏）；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旧称
34 colorful 1 ['kʌləful] adj.华美的；有趣的；富有色彩的
35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36 costliest 1 ['kɒstlɪɪst] adj. 最昂贵的
37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38 created 1 [kri'ː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39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40 Doris 1 ['dɔris] n.桃瑞丝（女子名）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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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ier 2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42 earnings 1 ['ə:niŋz] n.收入
43 educational 1 [,edju:'keiʃənəl] adj.教育的；有教育意义的
44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45 ever 2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46 eye 2 [ai] n.眼睛；视力；眼光；见解，观点 vt.注视，看 n.(Eye)人名；(德)艾厄；(英)艾
47 eyelids 1 ['aɪlɪds] n. 眼睑 名词eyelid的复数形式.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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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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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famous 1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51 farthest 1 ['fɑ:ðist] adv.最远地（far的最高级）；最大程度地 adj.最远的；最久的（far的最高级）
52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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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foundation 2 [faun'deiʃən] n.基础；地基；基金会；根据；创立
55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56 g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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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gone现在分词going）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58 hair 1 [hεə] n.头发；毛发；些微 vt.除去…的毛发 vi.生长毛发；形成毛状纤维 adj.毛发的；护理毛发的；用毛发制成的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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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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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62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63 help 1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61

普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65 holder 1 ['həuldə] n.持有人；所有人；固定器；（台、架等）支持物 n.(Holder)人名；(英、罗、瑞典、德)霍尔德
66 house 1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64

名；(英)豪斯

image 2 ['imidʒ] n.影像；想象；肖像；偶像 vt.想象；反映；象征；作…的像 n.(Image)人名；(法)伊马热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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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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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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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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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an 1 [dʒi:n, dʒein] n.牛仔裤；[纺]斜纹棉布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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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let 1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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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lips 1 [lips] n.嘴唇（lip的复数） v.用嘴唇接触；轻轻说出（lip的三单形式） n.(Lips)人名；(德、法、荷)利普斯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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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makeup 1 ['meikʌp] n.化妆品；组成；补充；补考
78 marilyn 4 ['mærilin] n.玛里琳（女子名）
79 Michel 1 ['mai:kəl] n.米歇尔（男子名）
80 mill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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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Monday 2 ['mʌndi] n.星期一
82 Monroe 3 [mən'rəu] n.门罗（男子名）；门罗（美国第五任总统）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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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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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more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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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ch 1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86 museums 1 [m'juːziəmz] n. 博物馆，展览馆（名词museum的复数形式）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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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night 1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89 of 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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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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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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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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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杰；(法)帕日

paid 1 [peid] adj.付清的；已付的 vt.支付（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付清
96 painted 1 ['peintid] adj.描画的；着色的；刷上油漆的 v.油漆（pai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Painted)人名；(瑞典)帕因特德
97 painting 7 ['peintiŋ] n.绘画；油画；着色 v.绘画（paint的ing形式）；涂色于 n.(Painting)人名；(英)佩因廷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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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特；(泰)巴；(法)帕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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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picture 1 ['piktʃə] n.照片，图画；影片；景色；化身 vt.画；想像；描写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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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莱斯

price 1 [prais] n.价格；价值；代价 vt.给……定价；问……的价格 n.(Price)人名；(英)普赖斯；(法)普里斯；(葡、瑞典)普里塞
103 programs 1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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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purchase 1 ['pə:tʃəs] n.购买；紧握；起重装置 vt.购买；赢得 vi.购买东西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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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泰、缅)布

quite 1 [kwait] adv.很；相当；完全
108 record 2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107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red 1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110 representatives 1 [reprɪ'zentətɪvz] n. 众议院议员；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
111 rich 1 adj.富有的；肥沃的；昂贵的 adj.油腻的，含有很多脂肪 n.(Rich)人名；(丹)里克；(捷)里赫；(英、西)里奇；(葡、法)里什
112 rotter 1 ['rɔtə] n.自动瞄准干扰发射机；无赖 n.(Rotter)人名；(英、法、德、匈、罗、捷、瑞典)罗特
113 sage 2 [seidʒ] n.圣人；贤人；哲人 adj.明智的；贤明的；审慎的 n.(Sage)人名；(日)三下(姓)；(英)塞奇；(意)萨杰；(德)扎格；
109

(法)萨热
114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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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e 3 [seil] n.销售；出售；拍卖；销售额；廉价出售 n.(Sale)人名；(意、塞、瑞典)萨莱；(英、萨摩)塞尔；(法)萨尔
116 scene 1 [si:n] n.场面；情景；景象；事件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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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sells 1 [sel] v. 出售；卖
119 shadow 2 n.阴影；影子；幽灵；庇护；隐蔽处 vt.遮蔽；使朦胧；尾随；预示 vi.变阴暗 adj.影子内阁的
120 shot 2 n.发射；炮弹；射手；镜头 adj.用尽的；破旧的；杂色的，闪光的 v.射击（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1 shown 1 ['ʃəun] v.解释（show的过去分词）；给予；表露
122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123 sink 1 [siŋk] vi.下沉；消沉；渗透 vt.使下沉；挖掘；使低落 n.水槽；洗涤槽；污水坑 n.(Sink)人名；(英、瑞典)辛克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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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ull 2 [skʌl] n.头盖骨，脑壳
125 sold 2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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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sotheby 1 n. 索思比
128 st 1 [es ti:] abbr.标准时间（standardtime）；Shipping装货单（ShippingTicket）
129 sto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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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surprise 1 [sə'praiz] n.惊奇，诧异；突然袭击 vt.使惊奇；奇袭 adj.令人惊讶的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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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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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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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the 2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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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Thomas 1 ['tɔməs] n.托马斯（男子名）；多马（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136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137 t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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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通话·威妥玛)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139 unnamed 1 [ˌʌn'neɪmd] adj. 未命名的；不知名的；无名的；没有提及的
140 untitled 1 [,ʌn'taitld] adj.无称号的；无标题的；无权利的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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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us 1 pron.我们
143 viewer 1 n.观察者；观看者；观众；[仪]指示器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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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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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Warhol 5 沃霍尔 n.(Warhol)人名；(英)沃霍尔
147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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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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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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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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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wonder 1 [ˈwʌndə(r)] n.惊奇；奇迹；惊愕 vi.怀疑；想知道；惊讶 vt.怀疑；惊奇；对…感到惊讶 adj.奇妙的；非凡的 n.Wonder，
150

旺德（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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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wor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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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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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159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60 yellow 1 adj.黄色的；黄皮肤的 adj.胆小的 n.黄色；黄种人；黄色颜料 vi.变黄或发黄 vt.使变黄或发黄
161 York 2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162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63 Zurich 1 ['zuəritʃ] n.苏黎世（瑞士北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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