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05 [Arts and Culture] Climate Activists Targeting Artworks
in Protest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1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i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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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o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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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ctivists 10 ['æktɪvɪsts] 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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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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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paintin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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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people 8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0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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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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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climate 6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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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mo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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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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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r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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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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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ctions 4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20 being 4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21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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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famous 4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23 gallery 4 ['gæləri] n.画廊；走廊；旁听席；地道 vt.在…修建走廊；在…挖地道 vi.挖地道 n.(Gallery)人名；(英)加勒里

24 glass 4 [glɑ:s, glæs] n.玻璃；玻璃制品；镜子 vt.反映；给某物加玻璃 vi.成玻璃状 n.(Glass)人名；(英、法、德、意)格拉斯

25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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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th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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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wi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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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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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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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ttention 3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32 cause 3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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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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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lisa 3 [li:zə] n.丽莎（女子名）

36 London 3 ['lʌndən] n.伦敦

37 Mona 3 ['məunə] n.白腹长尾猴；莫娜（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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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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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paintings 3 ['peɪntɪŋz] n. 绘画作品；绘画艺术 名词painting的复数形式.

40 soup 3 [su:p] n.汤，羹；马力 vt.加速；增加马力

41 told 3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42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43 who 3 pron.谁；什么人

44 action 2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45 alienate 2 ['eiljəneit] vt.使疏远，离间；让与

46 all 2 [ɔ:l] adj.全部的 adv.全然地；越发 n.全部 pron.全部 n.(All)人名；(瑞典)阿尔；(英)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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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asked 2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49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0 attached 2 [ə'tætʃt] adj.附加的；依恋的，充满爱心的 v.附上（attach的过去分词）

51 atta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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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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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da 2 [dɑ:] n.（俄）是，是的；爸爸（等于dad） n.(Da)人名；(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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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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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arring 2 ['iəriŋ] n.耳环，耳饰 v.抽穗；听见（ear的ing形式）

57 e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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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food 2 [fu:d] n.食物；养料

59 fossil 2 ['fɔsəl] n.化石；僵化的事物；顽固不化的人 adj.化石的；陈腐的，守旧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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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girl 2 n.女孩；姑娘，未婚女子；女职员，女演员；（男人的）女朋友 n.（捷）吉尔

62 glued 2 [glu:d] adj.胶合的 v.粘；用胶水粘住（glue的过去分词）

63 gogh 2 n.高赫（姓氏）

64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65 he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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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66 heritage 2 ['heritidʒ] n.遗产；传统；继承物；继承权 n.(Heritage)人名；(英)赫里蒂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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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l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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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louvre 2 ['lu:və] n.（法）罗浮宫（等于louver）

70 Mann 2 [mæn] n.曼（姓氏）；曼恩法案（美国国会1910年6月通过的一项法案，禁止州与州之间贩运妇女）

71 museum 2 [mju:'ziəm] n.博物馆

72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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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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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76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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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pearl 2 [pə:l] n.珍珠；珍珠色；杰出者；珍品 adj.镶珍珠的；珍珠状的 vi.采珍珠；成珍珠状 vt.使成珠状；用珍珠装饰；使呈珍珠
色

78 planet 2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79 potatoes 2 [pə'teɪtəʊz] n. 马铃薯；土豆；甘薯 名词potato的复数形式.

80 press 2 [pres] vt.压；按；逼迫；紧抱 vi.压；逼；重压 n.压；按；新闻；出版社；[印刷]印刷机 n.(Press)人名；(英、德、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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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瑞典)普雷斯

81 protection 2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82 recent 2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83 right 2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84 scientist 2 ['saiəntist] n.科学家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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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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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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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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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spread 2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90 stop 2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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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93 themselves 2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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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thrown 2 [θrəun, 'θrəun] v.抛（throw的过去分词）；扔掉

96 tomato 2 [tə'mɑ:təu, -'mei-] n.番茄，西红柿

97 university 2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98 van 2 [væn] n.先锋；厢式货车；增值网 vt.用车搬运 n.(Van)人名；(老、泰、柬、缅)万

99 Vermeer 2 n.维梅尔（女子名）

100 Vinci 2 ['vinsi] n.达芬奇（姓氏，意大利的著名美术家、雕刻家、科学家、建筑家）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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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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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Weeks 2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104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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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wor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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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worth 2 [wə:θ] adj.值…的 n.价值；财产 n.(Worth)人名；(英)沃思；(德)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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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achieve 1 vt.取得；获得；实现；成功 vi.达到预期的目的，实现预期的结果，如愿以偿

109 achievements 1 [ət'ʃiː vmənts] n. 成绩 名词achievement的复数形式.

110 activism 1 ['æktivizəm] n.行动主义；激进主义

111 activist 1 ['æktivist] n.积极分子；激进主义分子

112 Acts 1 [ækts] abbr.声控遥测系统（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声控制与遥测系统
（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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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115 advocacy 1 ['ædvəkəsi] n.主张；拥护；辩护

116 alex 1 ['æliks] n.亚历克斯（男子名）

117 allies 1 ['ælaiz] n.（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同盟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协约国

118 alone 1 [ə'ləun] adj.独自的；单独的；孤独的 adv.独自地；单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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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Amsterdam 1 [,æmstə'dæm] n.阿姆斯特丹（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美国纽约东部城市）

121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22 another 1 [ə'nʌðə] adj.又一，另一；另外的；不同的 pron.另一个；又一个 prep.另一个；另一个人

123 anti 1 ['ænti, -tai] adj.反对的 n.反对者，反对论者 n.(Anti)人名；(意)安蒂；(阿拉伯)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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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any 1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125 ap 1 abbr.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Press）；空气污染（AirPollution）；大气规划（AirProgram）；汇编程序
（AssemblyProgram） n.(Ap)人名；(中)鸭(广东话·威妥玛)

126 apparently 1 [ə'pærəntli] adv.显然地；似乎，表面上

127 arts 1 [a:ts] n.文科

128 artwork 1 ['ɑ:twə:k] n.艺术品；插图；美术品

129 artworks 1 ['ɑ tːwɜːks] 艺术品

130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31 assets 1 ['æset] n. 资产；优点；有用的东西

132 associations 1 联合； 联想

133 attach 1 [ə'tætʃ] vt.使依附；贴上；系上；使依恋 vi.附加；附属；伴随

134 attacked 1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135 attacking 1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136 attacks 1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137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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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beautiful 1 ['bju:tiful] adj.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

140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141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142 behind 1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143 Botticelli 1 [,'bɔtisli:] n.波提切利（文艺复兴早期的著名意大利画家）

144 bulletproof 1 ['bulitpru:f] adj.防弹的

145 burning 1 ['bə:niŋ] adj.燃烧的；强烈的；发热的 n.燃烧 vi.燃烧（burn的现在分词）

146 cake 1 [keik] n.蛋糕；块状物；利益总额 vt.使结块 vi.结成块状 n.(Cake)人名；(英)凯克；(塞)察凯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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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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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cans 1 [kæns] n. 罐头 名词can的复数.

150 chemicals 1 ['kemɪklz] n. 化学药品；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

151 Claude 1 [klɔ:d] n.克劳德（男子名）

152 closed 1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153 concerned 1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154 container 1 [kən'teinə] n.集装箱；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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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cover 1 vt.包括；采访，报导；涉及；行走（一段路程）；掩护；翻唱 n.封面，封皮；盖子；掩蔽物;幌子，借口 vi.覆盖；代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157 covered 1 ['kʌvəd] adj.覆盖了的；隐蔽着的；有屋顶的 v.覆盖；包括；掩护（cover的过去分词）

158 covering 1 ['kʌvəriŋ] adj.掩盖的，掩护的 n.遮盖物，覆盖物 v.覆盖；穿（cover的ing形式）；代替

159 crisis 1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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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cut 1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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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Dana 1 ['deinə] n.美国德纳（美国汽车公司）

164 de 1 [di:] abbr.判定元件（DecisionElement） n.(De)人名；(朝)大

165 defenseless 1 [di'fenslis] adj.无防备的

166 diego 1 n.迭戈（男子名）

167 displaced 1 [dis'pleist] adj.无家可归的；位移的；被取代的 n.无家可归者 v.取代（displace的过去分词）；移动…的位置；撤换

168 distance 1 ['distəns] n.距离；远方；疏远；间隔 vt.疏远；把…远远甩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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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draw 1 [drɔ:] vt.画；拉；吸引 vi.拉；拖 n.平局；抽签 n.(Draw)人名；(英)德劳

170 drink 1 [driŋk] vt.喝，饮；吸收；举杯庆贺 vi.喝酒；饮水；干杯 n.酒，饮料；喝酒

171 dumped 1 ['dʌmpt] adj. 废弃的；弃扔的；堆的 动词dum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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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Dutch 1 [dʌtʃ] adj.荷兰的；荷兰人的；荷兰语的 n.荷兰人；荷兰语 adv.费用平摊地；各自付账地

174 ending 1 ['endiŋ] n.结局；结尾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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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nvironmental 1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177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178 eyes 1 n.眼睛（eye的复数） n.(Eyes)人名；(英)艾斯

179 feel 1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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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fisher 1 ['fiʃə] n.渔夫；渔船；食鱼貂 n.(Fisher)人名；(法、俄、丹、德、瑞典、吉尔)菲舍尔；(英)费希尔

182 floods 1 [flʌd] v. 淹没；充满 n. 洪水

183 Florence 1 ['flɔrəns] n.佛罗伦萨（意大利都市名）；弗洛伦斯（女子名）

184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85 following 1 ['fɔləuiŋ] adj.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n.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v.跟随；沿行（follow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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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friendly 1 ['frendli] adj.友好的；亲切的；支持的；融洽的，和睦的 adv.友善地；温和地 n.(Friendly)人名；(英)弗兰德利

188 fuel 1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189 fuels 1 [fjʊəlz] n. 燃料 名词fuel的复数形式.

190 geared 1 [giəd] adj.齿轮传动的，变速螺旋桨 v.用齿轮连接；给…装上齿轮；挂档开动机器；准备好（gear的过去式）

191 German 1 ['dʒə:mən]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n.德语；德国人

192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93 glue 1 [glu:] vt.粘合；似胶般固着于 n.胶；各种胶合物

194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195 gotten 1 ['gɔtən] v.得到；达到（get的过去分词）

196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97 guernica 1 ['gwεənikə] n.格尔尼卡（西班牙中北部城镇）；格尔尼卡（毕加索的名画之一）

198 Hague 1 [heig] n.海牙（荷兰一座城市）

199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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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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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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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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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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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206 Iranian 1 [i'reinjən] adj.伊朗的；伊朗人的；伊朗语的 n.伊朗人；伊朗语

207 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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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Italy 1 ['itəli] n.意大利（欧洲南部国家）

209 johannes 1 [dʒəu'hænis] n.葡萄牙18，19世纪的金币 n.(Johannes)人名；(英、西)约翰尼斯；(德、芬、捷、挪、冰、丹、意、瑞典)
约翰内斯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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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justice 1 ['dʒʌstis] n.司法，法律制裁；正义；法官，审判员 n.(Justice)人名；(英)贾斯蒂斯，贾斯蒂丝(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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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3 kill 1 [kil] vt.杀死；扼杀；使终止；抵消 vi.杀死 n.杀戮；屠杀 adj.致命的；致死的 n.(Kill)人名；(德)基尔

214 koning 1 科宁

215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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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leave 1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218 Leonardo 1 n.李奥纳多（姓氏）

219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220 lies 1 [laɪ] v. 躺下；位于；在于；平放；存在；延伸；说谎 n. 谎言

221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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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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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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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man 1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226 Maryland 1 ['mεərilænd] n.马里兰（美国州名）

227 meaningful 1 ['mi:niŋful] adj.有意义的；意味深长的

228 meant 1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229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230 metal 1 ['metəl] n.金属；合金 vt.以金属覆盖 adj.金属制的 n.(Metal)人名；(捷)梅塔尔；(瑞典)梅塔尔

231 Michael 1 ['maikəl] n.迈克尔（男子名）

232 mill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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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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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Monet 1 n.莫奈（人名，法国画家）

235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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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natural 1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238 negative 1 ['negətiv] adj.[数]负的；消极的；否定的；阴性的 n.否定；负数；[摄]底片 vt.否定；拒绝

239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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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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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43 outraged 1 ['aʊtreɪdʒəd] adj. 震惊的；义愤填膺的 动词outr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44 Pablo 1 ['pæbləu] n.巴勃罗（西班牙籍体育明星）；帕布洛（英国水槽产品品牌）；帕布鲁（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的姓）

245 paint 1 vt.油漆；绘画；装饰；涂色于；描绘；（用语言，文字等）描写；擦脂粉等 vi.油漆；描绘；绘画；化妆 n.油漆；颜
料，涂料；绘画作品；胭脂等化妆品；色彩，装饰 n.潘（人名）

246 painter 1 ['peintə] n.画家；油漆匠 n.(Painter)人名；(英)佩因特

247 Pakistan 1 ['pækistæn] n.巴基斯坦（南亚国家名）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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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Pennsylvania 1 [,pensil'veinjə] n.宾夕法尼亚州（美国州名）

250 Picasso 1 [pi'kæsəu] n.毕加索（西班牙画家）

251 planned 1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252 please 1 [pli:z] vt.使喜欢；使高兴，使满意 vi.讨人喜欢；令人高兴 int.请（礼貌用语）

253 point 1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254 priceless 1 ['praislis] adj.无价的；极贵重的；非常有趣的 n.非卖品

255 primavera 1 [,pri:mə'veərə] n.白桃花心木（等于primavera） n.(Primavera)人名；(意、葡)普里马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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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protest 1 [prəu'test, 'prəu-] vi.抗议；断言 vt.抗议；断言 n.抗议 adj.表示抗议的；抗议性的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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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reporting 1 英 [rɪ'pɔː tɪŋ] 美 [rɪ'pɔː 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259 responsible 1 [ri'spɔnsəbl] adj.负责的，可靠的；有责任的

260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61 rocks 1 n.[岩]岩石，岩礁；岩石礁石（rock复数形式） v.轻轻摇摆；发抖；演唱摇滚乐（rock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Rocks)
人名；(英、德)罗克斯

262 royal 1 ['rɔiəl] adj.皇家的；盛大的；女王的；高贵的；第一流的 n.王室；王室成员

263 sandro 1 ['sændrəu] n.桑德罗（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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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seemed 1 [siː m] vi. 似乎；好像

266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267 shared 1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8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69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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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panish 1 ['spæniʃ] adj.西班牙的；西班牙人的；西班牙语的 n.西班牙语；西班牙人

272 specifically 1 [spi'sifikəli] adv.特别地；明确地

273 spokesman 1 ['spəuksmən] n.发言人；代言人

274 sprayed 1 [spreɪ] v. 喷雾；喷射；扫射 n. 喷雾；喷雾器；水沫

275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76 sticky 1 ['stiki] adj.粘的；粘性的

277 st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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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stance 1 ['sʌbstəns] n.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279 sunflowers 1 向日葵

280 supper 1 n.晚餐，晚饭；夜宵

281 supporter 1 [sə'pɔ:tə] n.支持者；拥护者

282 tactic 1 ['tæktik] n.策略，战略 adj.按顺序的，依次排列的

283 tactics 1 ['tæktiks] n.策略；战术；用兵学

284 targeted 1 英 ['tɑːɡɪt] 美 ['tɑ rːɡɪt] n. 目标；对象；靶 vt. 把 ... 作为目标；瞄准

285 targeting 1 ['tɑːɡɪtɪŋ] n. 目标 动词target的现在分词形式.

286 teacup 1 ['ti:kʌp] n.茶碗，茶杯；一茶杯容量；心理极其脆弱、不堪一击的人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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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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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90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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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threw 1 [θru:] v.抛（throw的过去式）；丢弃

293 throwing 1 英 ['θrəʊɪŋ] 美 ['θroʊɪŋ] n. 投掷运动 动词throw的现在分词形式.

294 toilet 1 ['tɔilit] n.厕所，盥洗室；梳妆，打扮 vi.梳妆，打扮 vt.给…梳妆打扮

295 toward 1 [英 [tɔ:d, təʊrd, tə̍ wɔ:d] 美 [tɔrd, tord, təˈwɔrd]] prep.向；对于；为了；接近 adj.即将来到的，进行中的 n.(Toward)人名；
(英)特沃德

296 traditions 1 [trə'dɪʃnz] 传统

297 uffizi 1 乌菲齐美术馆 n.(Uffizi)人名；(意)乌菲齐

298 uk 1 [ˌju 'ːkeɪ] abbr. 英国(=United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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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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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Vatican 1 ['vætikən] n.罗马教廷；梵蒂冈

302 velazquez 1 n. Diego Velázquez 迭戈·委拉兹开斯(1599-1660；西班牙画家)

303 Venus 1 ['vi:nəs] n.[天]金星；维纳斯（爱与美的女神）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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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Vietnam 1 n.越南（东南亚国家）

306 Vincent 1 ['vinsənt] n.文森特（男名）

307 visitors 1 ['vɪzɪtəz] n.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

308 voting 1 ['vəutiŋ] adj.投票的 n.投票；选举 v.投票（vote的ing形式）；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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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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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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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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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widely 1 ['waidli] adv.广泛地

314 women 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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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17 worldwide 1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318 worries 1 ['wʌrɪs] n. 烦恼；令人担忧的事物 名词worry的复数形式.

319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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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322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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