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17 [Arts and Culture] Ancient Ruins in Iraq Open to
Visitors After War Damage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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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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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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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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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6 after 3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7 against 2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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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g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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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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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2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13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4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5 ancient 2 ['einʃənt] adj.古代的；古老的，过时的；年老的 n.古代人；老人

16 and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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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hropology 2 [,ænθrə'pɔlədʒi] n.人类学 人类学家

18 appearance 1 [ə'piərəns] n.外貌，外观；出现，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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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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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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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rmed 1 [ɑ:md] adj.武装的；有扶手的；有防卫器官的（指动物） n.(Armed)人名；(科摩)阿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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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rranged 1 [ə'reɪndʒd] adj. 安排的；准备的 动词arr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 arrested 1 [ə'restɪd] adj. 逮捕的 动词arr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 arrived 1 [a'raɪvd] adj.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 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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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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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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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sian 1 ['eiʃən] n.亚洲人 adj.亚洲的；亚洲人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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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ttractive 1 [ə'træktiv] adj.吸引人的；有魅力的；引人注目的

33 bac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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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aked 1 ['beikid] adj.烤的；烘焙的 v.烘培；烧制（bake的过去分词）

35 basic 1 ['beisik] adj.基本的；基础的 n.基础；要素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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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een 3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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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elgian 1 ['beldʒən] adj.比利时的 n.比利时人

40 bring 1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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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42 British 2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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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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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ullet 1 ['bulit] n.子弹；只选某党全部候选人的投票；豆子 vi.射出；迅速行进 n.(Bullet)人名；(法)比莱

46 bullets 1 ['bʊlɪts] n. 弹药；军火 名词bullet的复数形式.

47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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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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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51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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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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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arving 1 ['kɑ:viŋ] n.雕刻；雕刻品；雕刻术 v.雕刻（carve的ing形式） n.(Carving)人名；(瑞典)卡尔温

54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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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57 citizens 1 ['sɪtɪzənz] 公民

58 civil 1 ['sivəl] adj.公民的；民间的；文职的；有礼貌的；根据民法的 n.(Civil)人名；(土)吉维尔；(法)西维尔

59 civilization 1 [,sivilai'zeiʃən, -li'z-] n.文明；文化

60 clay 2 [klei] n.[土壤]粘土；泥土；肉体；似黏土的东西 vt.用黏土处理 n.(Clay)人名；(英、法、西、意、葡)克莱

61 coalition 1 [,kəuə'liʃən] n.联合；结合，合并

62 combined 1 [kəm'baind] adj.结合的；[数]组合的 v.使结合；联合（combine的过去分词）

63 comm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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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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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ondemned 1 [kən'demd] adj.已被定罪的；被责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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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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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court 1 [kɔ:t] n.法院；球场；朝廷；奉承 vt.招致（失败、危险等）；向…献殷勤；设法获得 vi.求爱 n.(Court)人名；(英)考特；
(法)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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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cutting 1 ['kʌtiŋ] n.[机]切断；剪辑；开凿 adj.锋利的；严寒的；尖酸刻薄的 v.削减（cut的ing形式）；采伐；切开 n.(Cutting)人
名；(英)卡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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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damaged 1 adj.被损坏的 v.损害（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4 da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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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76 decoration 1 [dɛkə'reɪʃ(ə)n] n.装饰，装潢；装饰品；奖章

77 decorations 1 [dekə'reɪʃəns] n. 装饰品 名词decoration的复数形式.

78 defeat 1 vt.击败，战胜；挫败；使…失败 n.失败的事实；击败的行为

79 defense 1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80 designs 1 [dɪ'zaɪn] n. 设计；图样；图案；目的 v. 设计；计划

81 destroyed 1 [dis'trɔid] adj.被毁，毁坏；遭破坏的 v.破坏（destroy的过去分词）

82 destroying 1 [dɪ'strɔɪ] v. 破坏；杀死；消灭；摧毁

83 din 1 [din] vt.喧闹，絮絮不休地说 vi.喧闹，絮絮不休地说 n.喧嚣 n.(Din)人名；(英、俄、柬、缅、斯里)丁；(德、罗)迪恩

84 dishes 1 ['dɪʃɪz] pl. 餐具；碗盘 dish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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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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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doctoral 1 ['dɔktərəl] adj.博士的；博士学位的；有博士学位的 n.博士论文

87 down 1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88 drive 1 [draiv] vi.开车；猛击；飞跑 vt.推动，发动（机器等）；驾驶（马车，汽车等）；驱赶 n.驱动器；驾车；[心理]内驱力，
推进力；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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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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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92 empire 1 ['empaiə] n.帝国；帝王统治，君权 n.(Empire)人名；(法)昂皮尔

93 empty 1 ['empti] adj.空的；无意义的；无知的；徒劳的 vt.使失去；使…成为空的 vi.成为空的；流空 n.空车；空的东西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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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njoyment 1 [in'dʒɔimənt] n.享受；乐趣；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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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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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eter 1 ['eksitə] n.埃克塞特（英国英格兰西南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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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ploring 1 [ɪks'plɔː rɪŋ] n. 探索；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

101 extremists 2 [ɪkst'riː mɪsts] 极端个体

102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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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feelings 1 ['fiː lɪŋs] n.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

105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106 fighting 1 ['faitiŋ] adj.战斗的；好战的；适于格斗的 n.战斗，搏斗 v.奋斗（fight的ing形式）；打仗；与…进行拳击

107 figures 1 ['fɪgəs] n. 图形，数字，外形，体型，形状，人物，塑像，图表，(冰上表演动作的)花样（figure的复数形式 v. 是重要部
分，认为，演算，领会到（figure的第三人称单数）

108 firing 1 ['faiəriŋ] n.开火；烧制；解雇；生火 v.开火；烧制；解雇（fire的ing形式）；点燃；激励 n.(Firing)人名；(英)法尔林

109 fir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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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Fitton 2 n. 菲顿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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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flew 1 [flu:] v.飞，飞翔（fly的过去式） n.(Flew)人名；(英)弗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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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115 former 1 ['fɔ:mə] adj.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n.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n.(Former)人名；(法)福尔梅；(德、捷)福尔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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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from 7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18 front 1 [frʌnt] n.前面；正面；前线 vt.面对；朝向；对付 vi.朝向 adj.前面的；正面的 adv.在前面；向前 n.(Front)人名；(法)弗龙

119 full 1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120 globe 1 [gləub] n.地球；地球仪；球体 vt.使…成球形 vi.成球状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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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ne现在分词going）

122 gone 1 [gɔn] adj.离去的；死去的；用光的 v.去（go的过去分词）

123 governments 1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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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Greek 1 [gri:k] n.希腊语；希腊人 adj.希腊的；希腊人的，希腊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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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group 4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27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128 guns 1 ['ɡʌnz] 枪炮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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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131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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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hatra 9 Hosiery and Allied Trades Research Association 针织业及同业研究会

133 hav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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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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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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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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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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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heritage 3 ['heritidʒ] n.遗产；传统；继承物；继承权 n.(Heritage)人名；(英)赫里蒂奇

139 high 1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140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41 holes 1 英 [həʊlz] 美 [hoʊlz] n. 洞；孔 名词hole的复数形式.

142 ho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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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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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homeland 1 ['həumlænd] n.祖国；故乡

145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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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英)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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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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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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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hurt 1 [hə:t] vt.使受伤；损害；使疼痛；使痛心 vi.感到疼痛；有坏处；带来痛苦 n.痛苦；危害；痛苦的原因 adj.受伤的；痛苦
的；受损的 n.(Hurt)人名；(德、匈、捷)胡特；(英)赫特

151 husband 1 ['hʌzbənd] vt.节约地使用（或管理） n.丈夫 n.(Husband)人名；(英)赫斯本德

152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53 i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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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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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inspected 1 [ɪn'spekt] v. 检查；视察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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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invaders 1 [ɪn'veɪdəz] n. 入侵者；闯入者 名词invad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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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Iran 1 [i'rɑ:n; i'ræn] n.伊朗（亚洲国家）

160 Iraq 7 [i'rɑ:k; i'ræk] n.伊拉克（西南亚国家）

161 Iraqi 2 [i'ra:ki] adj.伊拉克的；伊拉克人的 n.伊拉克人

162 iraqis 1 n. 伊拉克人；伊拉克语 adj. 伊拉克的；伊拉克人的

163 is 1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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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isn 1 abbr. 集成供应网络(=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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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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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jail 1 [dʒeil] n.监狱；监牢；拘留所 vt.监禁；下狱 n.(Jail)人名；(英)杰尔

169 James 1 [dʒeimz] n.詹姆斯（姓氏，男子名）；《雅各书》

170 Jill 2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71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172 June 1 n.六月；琼（人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年轻气盛的六月”）

173 karbala 1 ['kɑ:bələ] n.卡尔巴拉（伊拉克中部城市，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圣地）

174 kidnapping 1 ['kidnæpiŋ] n.绑架；诱拐 v.绑架（kidnap的ing形式）；诱拐

175 leaders 1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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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left 1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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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local 1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180 location 1 [ləu'keiʃən] n.位置（形容词locational）；地点；外景拍摄场地

181 luna 1 ['lju:nə] n.月亮；月神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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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magnificent 1 [mæg'nifisənt] adj.高尚的；壮丽的；华丽的；宏伟的

184 major 1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185 make 1 [meik] vt.使得；进行；布置，准备，整理；制造；认为；获得；形成；安排；引起；构成 vi.开始；前进；增大；被制
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186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187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88 march 1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189 materials 1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190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91 met 1 [met] v.遇见（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et)人名；(瑞典)梅特

192 militant 1 adj.好战的 n.富有战斗性的人；好斗者；激进分子

193 militants 1 n.激进分子，好斗分子( militant的名词复数 )

194 mixed 1 [mikst] adj.混合的；形形色色的；弄糊涂的 v.混合；弄混（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5 mo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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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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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198 Mosul 8 [məu'su:l; 'məusəl] n.摩苏尔（伊拉克北部城市）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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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museum 2 [mju:'ziəm] n.博物馆

201 Najaf 1 ['nædʒæf] n.纳贾夫（伊拉克中南部城市，伊斯兰教什叶派圣地）

202 native 1 ['neitiv] adj.本国的；土著的；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天赋的 n.本地人；土产；当地居民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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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05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206 northern 1 ['nɔ:ðən] adj.北部的；北方的 n.北部方言

207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08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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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of 2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11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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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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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old 2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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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215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216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217 on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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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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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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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opening 1 ['əupəniŋ] n.开始；机会；通路；空缺的职位 adj.开始的 v.开放（open的ing形式）；打开；公开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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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organized 1 ['ɔ:gənaizd] adj.有组织的；安排有秩序的；做事有条理的 v.组织（organize的过去分词）

223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24 oven 1 ['ʌvən] n.炉，灶；烤炉，烤箱 n.(Oven)人名；(荷)奥芬

225 over 1 ['əuvə] adv.结束；越过；从头到尾 prep.越过；在…之上；遍于…之上 adj.结束的；上面的 vt.越过 n.(Over)人名；(俄、
西、土)奥韦尔

226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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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Parthian 1 ['pa:θiən] adj.帕提亚的 n.帕提亚人

228 peacefully 1 adv.平静地；和平地

229 photos 1 英 ['fəʊtəʊ] 美 ['foʊtoʊ] n. 照片 v. 拍照

230 picked 1 ['pikid, pikt] adj.采摘的；精选的 v.挑选；采摘（pick的过去式）

231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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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position 1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234 pots 1 [pɔts] n. 罐子；壶 名词pot的复数形式. abbr. 光学地面模拟器(=Photo-Optical Terrain Simulator)

235 pottery 2 ['pɔtəri] n.陶器；陶器厂；陶器制造术

236 private 2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
的，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237 problems 2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238 produced 1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239 recaptured 1 英 [ˌriː 'kæptʃə(r)] 美 [ˌriː 'kæptʃər] v. 重新获得；再次经历；重温；再俘获 n. 重获；重获之物；再捕获

240 released 1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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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remain 1 [ri'mein] vi.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n.遗迹；剩余物，残骸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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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repairs 1 [rɪ'peəz] n. 修理工作 名词repai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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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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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returned 2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249 reversed 1 [ri'və:st] adj.颠倒的；相反的；（判决等）撤销的 v.颠倒（rever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翻转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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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252 risks 1 [rɪsk] n. 危险；风险；投资报酬的风险 vt. 冒 ... 的危险；承受...的风险

253 Robbins 2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254 Roman 1 ['rəumən] n.罗马人；古罗马语 adj.罗马的；罗马人的

255 Ruins 3 n.遗迹（ruin的复数形式）；废墟 v.毁灭（ruin的三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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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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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aturday 1 ['sætədi; -dei] n.星期六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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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sculpture 1 ['skʌlptʃə] n.雕塑；雕刻；刻蚀 vt.雕塑；雕刻；刻蚀 vi.从事雕刻

260 sculptures 2 英 ['skʌlptʃə(r)] 美 ['skʌlptʃər] n. 雕塑；雕刻 v. 雕刻；雕塑；刻蚀；当雕刻师

261 se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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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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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haping 1 ['ʃeɪpɪŋ] n. 成形；塑造 动词shape的现在分词.

264 s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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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Shiite 1 ['ʃi:ait] n.什叶派教徒 adj.什叶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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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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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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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site 4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271 sites 1 [saɪt] n. 地点；位置；现场 vt. 使 ... 位于

272 society 1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273 s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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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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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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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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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till 3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278 stone 2 [stəun] n.石头；结石；[宝]宝石 adj.石的，石制的 vt.向扔石块；用石头铺 n.(Stone)人名；(捷)斯托内；(瑞典)斯托内；
(英)斯通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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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tructures 1 [st'rʌktʃəz] n.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

281 student 1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282 study 1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283 sun 1 [sʌn] n.太阳 vt.使晒 vi.晒太阳 n.(Sun)人名；(中)孙(普通话·威妥玛)；(柬)孙；(缅)素；(土)松

284 surroundings 1 [sə'raundiŋz] n.环境；周围的事物

285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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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temples 1 ['templz] n. 寺庙 名词temple的复数形式.

288 terrorism 2 ['terərizəm] n.恐怖主义；恐怖行动；恐怖统治

289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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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t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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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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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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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them 4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94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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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there 3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97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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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thick 1 [θik] n.最拥挤部分；活动最多部分；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厚的；浓的；粗大的 adv.密集地；浓浓地，厚厚地 n.
(Thick)人名；(英)西克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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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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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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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303 throug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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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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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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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07 tools 1 [tu lː]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308 tour 1 [tuə] n.旅游，旅行；巡回演出 vt.旅行，在……旅游；在……作巡回演出 vi.旅行，旅游；作巡回演出 n.(Tour)人名；(瑞
典)托尔；(英)图尔

309 tourism 2 ['tuərizəm] n.旅游业；游览

310 tourist 3 ['tuərist] n.旅行者，观光客 adj.旅游的 vt.在旅行参观 vi.旅游；观光 adv.坐旅游车厢；坐经济舱

311 tourists 6 ['tuərɪsts] n. 旅游者，旅行者，观光客（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

312 town 2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313 trading 1 ['treidiŋ] n.交易；贸易；购物 adj.交易的；贸易的 v.交换（trade的ing形式）；做买卖

314 transportation 1 [,trænspə'teiʃən,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系统；运输工具；流放

315 travel 1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316 travels 1 ['trævəlz] n. 漫游；旅行 名词travel的复数形式.

317 trip 1 [trip] vi.绊倒；远足；犯错误；轻快地走 n.旅行；绊倒；差错 vt.绊倒；使犯错 n.(Trip)人名；(荷)特里普

318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319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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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unesco 1 [ju:'neskəu] abbr.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NationsEducational，Scientific，andCultural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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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unrest 1 [,ʌn'rest] n.不安；动荡的局面；不安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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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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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us 1 pron.我们

327 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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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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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visit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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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visitors 5 ['vɪzɪtəz] n.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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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walk 1 [wɔ:k] n.步行，走；散步 vt.散步；走过 vi.走，步行；散步 n.(Walk)人名；(德、葡)瓦尔克；(英)沃克

333 walked 1 [wɔː k] v. 步行；陪...走；散步；偷走；走过 n. 步行；散步；人行道

334 walkways 1 n.<主美>走道，通道( walkway的名词复数 )

335 walls 1 ['wɔː lz] n. 墙壁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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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war 3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338 warning 1 ['wɔ:niŋ] n.警告；预兆；预告 adj.警告的；引以为戒的 v.警告（warn的ing形式） n.(Warning)人名；(德)瓦宁

339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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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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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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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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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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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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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47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48 wood 1 [wud] n.木材；木制品；树林 vi.收集木材 vt.植林于；给…添加木柴 n.(Wood)人名；(英、法、西、葡、阿拉伯)伍德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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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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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52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53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54 years 5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55 you 6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56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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