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26 [Arts and Culture] London Museum Show Explores
Korean Pop Culture 词汇表词汇表

1 academy 1 [ə'kædəmi] n.学院；研究院；学会；专科院校

2 actor 2 ['æktə] n.男演员；行动者；作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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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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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lbert 2 ['ælbət] n.艾伯特（男子名）

6 album 1 ['ælbəm] n.相簿；唱片集；集邮簿；签名纪念册

7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8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9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0 and 1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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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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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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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ward 1 [ə'wɔ:d] vt.授予；判定 n.奖品；判决

15 banner 1 n.横幅图片的广告模式 n.旗帜，横幅,标语 n.人名(英、德、罗)班纳

16 banners 1 英 ['bænə(r)] 美 ['bænər] n. 横幅；旗帜；大标题 adj. 杰出的；特别好的 vt. 用横幅装饰；以大标题报道

17 beauty 1 ['bju:ti] n.美；美丽；美人；美好的东西

18 beginnings 1 n. 开始，开端（beginning的复数）；早期

19 b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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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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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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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食品罐头

22 Caty 1 卡蒂

23 celebrates 1 ['selɪbreɪt] v. 庆祝；庆贺；颂扬

24 closely 1 ['kləusli] adv.紧密地；接近地；严密地；亲近地

25 cloth 1 [klɔθ, klɔ:θ] n.布；织物；桌布 adj.布制的 n.(Cloth)人名；(德)克洛特

26 clothes 1 [kləuðz] n.衣服

27 clothing 3 ['kləuðiŋ] n.（总称）[服装]服装；帆装 v.覆盖（clothe的ing形式）；给…穿衣

28 colorful 2 ['kʌləful] adj.华美的；有趣的；富有色彩的

29 competition 1 [,kɔmpi'tiʃən] n.竞争；比赛，竞赛

30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31 copy 1 ['kɔpi] vi.复制；复印；抄袭 vt.复制；复印；抄袭 n.副本；一册；摹仿

32 costume 1 ['kɔstju:m, kɔ'stju:m] n.服装，装束；戏装，剧装 vt.给…穿上服装

33 costumes 3 英 ['kɒstjuːm] 美 ['kɑːstuːm] n. 服装；剧装 vt. 提供服装；为 ... 设计服装 adj. 服装打扮的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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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36 creations 1 [kri'ː eɪʃnz] n. 创作

37 culture 4 ['kʌltʃə] n.文化，文明；修养；栽培 vt.[细胞][微]培养（等于cultivate）

38 curator 1 [kjuə'reitə] n.馆长；监护人；管理者

39 dance 1 [dɑ:ns, dæns] n.舞蹈；舞会；舞曲 vi.跳舞；跳跃；飘扬 vt.跳舞；使跳跃 adj.舞蹈的；用于跳舞的 n.(Dance)人名；(英)丹
斯；(法)当斯

40 decades 1 n.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

41 design 1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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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designer 2 [di'zainə] n.设计师；谋划者 adj.由设计师专门设计的；享有盛名的；赶时髦的

43 desired 1 [di'zaiəd] adj.渴望的；想得到的 v.渴望，要求（desire的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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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direct 1 [di'rekt, dai-] adj.直接的；直系的；亲身的；恰好的 vt.管理；指挥；导演；指向 vi.指导；指挥 adv.直接地；正好；按直系
关系

46 divided 1 [di'vaidid] adj.分裂的；分开的；有分歧的 v.分开（divide的过去分词）；分离

47 dragon 1 ['drægən] n.龙；凶暴的人，凶恶的人；严厉而有警觉性的女人 n.(Dragon)人名；(匈)德劳贡；(英、法、芬、罗、匈)德拉
贡

48 drama 2 ['drɑ:mə, dræmə] n.戏剧，戏剧艺术；剧本；戏剧性事件 n.(Drama)人名；(刚(金))德拉马

49 dramas 1 [d'rɑːməz] n. 戏剧 名词drama的复数形式.

50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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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53 exhibition 3 [,eksi'biʃən] n.展览，显示；展览会；展览品

54 explores 2 英 [ɪk'splɔː (r)] 美 [ɪk'splɔː r] v. 探测；探险；考察；探究

55 fame 1 [feim] n.名声，名望；传闻，传说 vt.使闻名，使有名望

56 fans 2 [fæns] n. 狂热者；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

57 fashion 1 ['fæʃən] n.时尚；时装；样式；时髦人物 vt.使用；改变；做成…的形状

58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59 film 2 [film] n.电影；薄膜；胶卷；轻烟 vt.在…上覆以薄膜；把…拍成电影 vi.摄制电影；生薄膜；变得朦胧

60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61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62 game 1 [geim] n.游戏；比赛 adj.勇敢的 vi.赌博 n.(Game)人名；(英)盖姆；(法)加姆；(西)加梅

63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64 ha 1 [hɑ:] int.哈！（表示惊异，愉快，怀疑，胜利等） abbr.一种元素(hahnium,原子序105) n.(Ha)人名；(德)哈；(日)巴(姓)

65 hallyu 3 “韩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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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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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69 historical 1 [his'tɔrikəl] adj.历史的；史学的；基于史实的

70 hit 1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71 i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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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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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75 international 2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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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8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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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its 4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80 john 1 [dʒɔn] n.厕所

81 Jun 1 [dʒʌn] abbr.六月（June）；年少的（Jun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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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Kim 2 [kim] n.金姆（人名）

84 Korea 2 [kə'riə] n.韩国；朝鲜

85 Kore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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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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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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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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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lee 1 [li:] n.保护；背风处 adj.保护的；庇荫的；避风的 n.(Lee)人名；(朝)李；(中)李(普通话·威妥玛)；(柬)利；(中)李(广东话·威
妥玛)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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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London 2 ['lʌndən] n.伦敦

91 long 1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92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英)
卢克

93 louise 1 [lu:'i:z] n.路易丝（女子名）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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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Marie 1 ['mɑ:ri] n.玛丽（女子名）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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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movie 1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98 museum 3 [mju:'ziəm] n.博物馆

99 music 2 ['mju:zik] n.音乐，乐曲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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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02 object 1 ['ɔbdʒikt, -dʒekt, əb'dʒekt] n.目标；物体；客体；宾语 vt.提出…作为反对的理由 vi.反对；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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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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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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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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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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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organizer 1 ['ɔ:gənaizə] n.组织者；承办单位；[生物]组织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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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parasite 2 ['pærəsait] n.寄生虫；食客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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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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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performer 1 n.演出者；执行者；演奏者

115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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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phrasal 1 ['freizl] adj.短语的；习惯用语的，成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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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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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pink 1 [piŋk] n.粉红色；化身，典范；石竹花；头面人物 vt.扎，刺，戳；使…变粉红色；使…面红耳赤 vi.变粉红色 adj.粉红
的；比较激进的；石竹科的；脸色发红的 n.(Pink)人名；(英、德、匈)平克；(法)潘克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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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pop 6 [pɔp] n.流行音乐；汽水；砰然声；枪击 vi.突然出现；爆开；射击；瞪大；发出爆裂声 vt.取出；开枪打；抛出；突然伸
出；突然行动 adj.流行的；通俗的；热门的 adv.突然；砰地 abbr.邮局协议（postofficeprotocol） n.(Pop)人名；(罗、捷、塞)波
普

122 popular 3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123 production 1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124 prop 1 n.支柱，支撑物；支持者；道具；（橄榄球中的）支柱前锋 vt.支撑，支持，维持；使倚靠在某物上

125 props 1 [prɔps] n.[矿业]支柱；小道具；后盾（prop的复数） v.支撑；维持（prop的三单形式）

126 psy 1 ['sɪ] (=psychiatry) 精神病学,(=psychology) 心理学

127 refer 1 [ri'fə:] vi.参考；涉及；提到；查阅 vt.涉及；委托；归诸于；使…求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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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refers 1 英 [rɪ'fɜ (ːr)] 美 [rɪ'fɜ rː] vt. 把 ... 提交；把 ... 归因；归类 vi. 参考；谈及；咨询

129 relationship 1 [ri'leiʃənʃip] n.关系；关联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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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reproduce 1 [,ri:prə'dju:s] vt.复制；再生；生殖；使…在脑海中重现 vi.复制；繁殖

132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33 rise 2 [raiz, rais] vi.上升；增强；起立；高耸 vt.使…飞起；使…浮上水面 n.上升；高地；增加；出现

134 rosalie 1 ['rəuzəli; 'rɔ-] n.罗莎莉（女子名）

135 runs 1 [rʌnz] n.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

136 Russell 1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137 s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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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Saturday 1 ['sætədi; -dei] n.星期六

139 scene 1 [si:n] n.场面；情景；景象；事件

140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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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set 2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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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show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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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145 singer 1 ['siŋə] n.歌手，歌唱家 n.(Singer)人名；(英、德、瑞典、塞、罗、捷、葡、土)辛格；(法)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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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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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sout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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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squid 1 [skwid] n.鱿鱼；乌贼；枪乌贼

150 stage 2 [steidʒ] n.阶段；舞台；戏剧；驿站 vt.举行；上演；筹划 vi.举行；适于上演；乘驿车旅行 n.(Stage)人名；(英)斯特奇

151 storm 1 [stɔ:m] n.暴风雨；大动荡 vi.起风暴；横冲直撞；狂怒咆哮 vt.猛攻；怒骂 n.(Storm)人名；(瑞典)斯托姆；(德)施托姆；
(英、西、芬)斯托姆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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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strip 1 [strip] vt.剥夺；剥去；脱去衣服 n.带；条状；脱衣舞 vi.脱去衣服

154 style 1 [stail] n.风格；时尚；类型；字体 vt.设计；称呼；使合潮流 vi.设计式样；用刻刀作装饰画 n.(Style)人名；(英)斯泰尔

155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156 take 1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157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158 television 2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159 t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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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the 2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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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163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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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to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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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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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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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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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verb 1 [və:b] n.动词；动词词性；动词性短语或从句 adj.动词的；有动词性质的；起动词作用的 n.(Verb)人名；(俄)韦尔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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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Victoria 2 [vik'tɔ:riə] n.维多利亚（女子名）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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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visitors 2 ['vɪzɪtəz] n.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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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wave 3 [weiv] vi.波动；起伏；挥手示意；摇动；呈波形 vt.卷（烫）发；向…挥手示意；使成波浪形 n.波动；波浪；高潮；挥手
示意；卷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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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welcomes 1 ['welkəm] vt. 欢迎 adj. 受欢迎的 n. 欢迎 int. 欢迎(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

178 we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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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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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who 1 pron.谁；什么人

181 winning 1 ['winiŋ] adj.胜利的；获胜的 n.胜利；获得；成功 v.获胜（win的ing形式） n.(Winning)人名；(英、瑞典、法)温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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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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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wore 1 [wɔ:] v.穿（衣服等）；戴（首饰等）；装着（wear的过去式）

185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6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187 wo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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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writing 1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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