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27 [Arts and Culture] Iraqi Artist Recreates Ancient
Artwork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2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1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t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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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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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ncient 6 ['einʃənt] adj.古代的；古老的，过时的；年老的 n.古代人；老人

7 and 6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8 thi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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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were 6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0 history 5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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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t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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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badi 4 n. 阿巴迪

14 a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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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during 4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16 Mosul 4 [məu'su:l; 'məusəl] n.摩苏尔（伊拉克北部城市）

17 objects 4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18 city 3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9 cl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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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Islamic 3 [iz'læmik] adj.穆斯林的；伊斯兰教的

21 sta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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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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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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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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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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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rtist 2 ['ɑ:tist] n.艺术家；美术家（尤指画家）；大师

27 Assyrian 2 [ə'siriən] adj.亚述的；亚述语的；亚述人的 n.亚述人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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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colleague 2 ['kɔli:g] n.同事，同僚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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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demolished 2 英 [dɪ'mɒlɪʃ] 美 [dɪ'mɑ lːɪʃ] v. 拆毁；破坏；驳倒；<口>吃光

32 destroyed 2 [dis'trɔid] adj.被毁，毁坏；遭破坏的 v.破坏（destroy的过去分词）

33 displ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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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for 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35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36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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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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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Iraq 2 [i'rɑ:k; i'ræk] n.伊拉克（西南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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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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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john 2 [dʒɔn] n.厕所

43 located 2 英 [ləʊ'keɪtɪd] 美 ['loʊkeɪtɪd] adj. 处于；位于

44 lo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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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militants 2 n.激进分子，好斗分子( militant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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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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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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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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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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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suffered 2 ['sʌfəd] v. 遭受，允许，宽恕（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3 tablet 2 n.碑；药片；写字板；小块；平板电脑 vt.用碑牌纪念；将(备忘录等)写在板上；将…制成小片或小块

54 war 2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5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56 works 2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57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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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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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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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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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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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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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artwork 1 ['ɑ:twə:k] n.艺术品；插图；美术品

66 artworks 1 ['ɑ tːwɜːks] 艺术品

67 b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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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Baghdad 1 ['bægdæd] n.巴格达（伊拉克首都）

69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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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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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73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74 birds 1 ['bɜːdz] n. 鸟，鸟类；禽（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

75 bruneau 1 n. 布鲁诺

76 carefully 1 ['kɛəfəli] adv.小心地

77 carriage 1 ['kæridʒ] n.运输；运费；四轮马车；举止；客车厢

78 chariot 1 ['tʃæriət] n.二轮战车 vt.驾驭（过去式charioted，过去分词charioted，现在分词charioting，第三人称单数chariots） vi.乘战
车；驾驭战车 n.(Chariot)人名；(法)沙里奥

79 chariots 1 ['tʃæriət] n. 二轮战车 v. 驾驭战车

80 charlotte 1 n.法国水果奶油布丁；夏洛特

81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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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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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conflicts 1 英 ['kɒnflɪkt] 美 ['kɑːnflɪkt] n. 冲突；战斗；矛盾；斗争 vi. 冲突；抵触；争执

84 cultural 1 ['kʌltʃərəl] adj.文化的；教养的

85 damage 1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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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directly 1 [英 [də̍ rektli] 美 [dɪˈrɛktli, daɪ-]] adv.直接地；立即；马上；正好地；坦率地 conj.一…就

88 displayed 1 [dis'pleid] adj.显示的 v.表现（display的过去分词）；展示；陈列

89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90 dream 1 [dri:m] vi.梦想；做梦，梦见；想到 n.梦想，愿望；梦 vt.梦想；做梦；想到 adj.梦的；理想的；不切实际的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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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pic 1 ['epik] adj.史诗的，叙事诗的 n.史诗；叙事诗；史诗般的作品

93 fellow 1 ['feləu] n.家伙；朋友；同事；会员 adj.同伴的，同事的；同道的 vt.使…与另一个对等；使…与另一个匹敌 n.(Fellow)人
名；(英)费洛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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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flat 1 adj.平的；单调的；不景气的；干脆的；平坦的；扁平的；浅的 adv.（尤指贴着另一表面）平直地；断然地；水平地；直
接地，完全地 n.平地；公寓；平面 vt.使变平；[音乐]使（音调）下降，尤指降半音 vi.逐渐变平；[音乐]以降调唱（或奏）
n.（法）弗拉特（人名）；（英）弗莱特（人名）

96 Gates 1 n.[建]大门；关口（gate的复数形式） v.（英）禁止外出；给…安装门（gate的第三人称单数） n.(Gates)人名；(英)盖茨

97 generations 1 [dʒenə'reɪʃnz] n. 世代

98 Gilgamesh 1 ['gilgə,meʃ] n.吉尔伽美什（传说中的苏美尔国王）

99 heavy 1 adj.沉重的；繁重的，巨大的；拥挤的；阴沉的 n.重物；严肃角色 adv.大量地；笨重地

100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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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horses 1 ['hɔː sɪz] n. 马（名词horse的复数形式） v. 骑马；捉弄（动词hors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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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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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invasion 1 [in'veiʒən] n.入侵，侵略；侵袭；侵犯

106 khaled 1 哈立德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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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last 1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持，够用；持久 vt.度过，拖过；使维持 adv.最后地；上次，最近；最后一点 n.(Last)人名；(英、德、葡、罗、瑞典)拉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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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lions 1 [[ˈlaiənz] n.狮子（lion的复数）；雄狮；腰角 n.(Lions)人名；(法)利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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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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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modern 1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114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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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mural 1 ['mjuərəl] adj.墙壁的 n.壁画；（美）壁饰

116 murals 1 壁画

117 my 1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118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19 Nineveh 1 ['ninivə] n.尼尼微（古代亚述的首都）

120 occupation 1 [,ɔkju'peiʃən] n.职业；占有；消遣；占有期

121 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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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out 1 [aut] adv.出现；在外；出局；出声地；不流行地 adj.外面的；出局的；下台的 n.出局 prep.向；离去 vi.出来；暴露 vt.使熄
灭；驱逐

123 paint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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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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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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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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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127 pulled 1 ['pʊld] adj. 牵引的 v. 拉；拖；牵；拔（动词pu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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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缅)布

129 raced 1 [reɪs] n. 赛跑；竞争 n. 人种；种族；血统 v. 赛跑；竞赛

130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131 recreate 1 ['rekrieit, -kri:-] vi.娱乐；消遣 vt.再创造；使得到娱乐/消遣

132 recreates 1 [ˌriː kri'eɪt] v. 再创造；使得到休养；得到消遣；休息娱乐

133 remind 1 [ri'maind] vt.提醒；使想起

134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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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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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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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ulptor 1 [skʌlptə] n.雕刻家

139 se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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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shapes 1 [ʃeɪp] n. 形状；形式；身材；定形 vt. 塑造；定形；使 ... 成形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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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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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statues 1 [s'tætʃuːz] 现状

144 stolen 1 ['stəulən] adj.偷走的 v.偷窃；剽窃（steal的过去分词）

145 st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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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sumerian 1 [sju:'mεəriən; -'mi:ə-] adj.闪族人的；闪族语的 n.闪族人；闪族语

147 surface 1 ['sə:fis] n.表面；表层；外观 adj.表面的，肤浅的 vi.浮出水面 vt.使浮出水面；使成平面 n.(Surface)人名；(英)瑟菲斯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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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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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talking 1 ['tɔ:kiŋ] adj.说话的，多嘴的；有表情的 n.讲话，谈论 v.谈论；讲话（talk的ing形式） n.(Talking)人名；(英)托金

151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152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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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155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56 troubled 1 ['trʌbld] adj.动乱的，不安的；混乱的；困惑的

157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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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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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walking 1 ['wɔ:kiŋ] n.步行；散步 v.步行（walk的ing形式） adj.步行的

162 wall 1 [wɔ:l] n.墙壁，围墙；似墙之物 vt.用墙围住，围以墙 adj.墙壁的 n.(Wall)人名；(英)沃尔；(德、芬、捷、瑞典)瓦尔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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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wheels 1 [wiː l] n. 方向盘；车轮；旋转；周期 vi. 旋转；转动；改变方向 vt. 用车运；转动；给 ... 装轮子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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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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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who 1 pron.谁；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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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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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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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worker 1 ['wə:kə] n.工人；劳动者；职蚁 n.(Worker)人名；(英)沃克

171 workshop 1 ['wə:kʃɔp] n.车间；研讨会；工场；讲习班

172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173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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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written 1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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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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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