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2-17 [Arts and Culture] Secret Museum That Visitors Will
Never Se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to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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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nd 18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5 service 14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6 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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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s 1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 museum 12 [mju:'ziəm] n.博物馆

9 secret 11 ['si:krit] n.秘密；秘诀；机密 adj.秘密的；机密的 n.(Secret)人名；(法)塞克雷

10 O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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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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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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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gency 6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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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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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fight 5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17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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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objects 5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19 president 5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0 such 5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1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2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23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4 city 4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25 crime 4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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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on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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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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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30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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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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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visitors 4 ['vɪzɪtəz] n.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

33 against 3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34 archivist 3 ['ɑ:kivist] n.案卷保管人；档案保管员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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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assassination 3 [ə,sæsi'neiʃən] n.暗杀，行刺

37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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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omm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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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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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40 Kendrick 3 n. 肯德里克

41 Members 3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42 sampson 3 n.桑普森（人名）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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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sho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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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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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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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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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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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51 andrew 2 ['ændru:] n.安德鲁（男子名）

52 April 2 ['eiprəl] n.四月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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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attacks 2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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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ounterfeit 2 ['kauntəfit] vt.伪造，仿造；假装，伪装 vi.仿造；假装 n.赝品；冒牌货；伪造品 adj.假冒的，伪造的；虚伪的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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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doing 2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59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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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Federal 2 ['fedərəl] adj.联邦的；同盟的 n.北部联邦同盟盟员；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62 financial 2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63 ford 2 n.浅滩；Ford：福特汽车公司 vi.涉水而过 vt.涉过；徒涉

64 government 2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65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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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67 historian 2 [his'tɔ:riən] n.历史学家

68 historical 2 [his'tɔrikəl] adj.历史的；史学的；基于史实的

69 history 2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70 job 2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71 killed 2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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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Lincoln 2 ['liŋkən] n.林肯（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福特汽车厂出产的名牌豪华汽车）

74 never 2 ['nevə] adv.从未；决不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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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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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Oklahoma 2 [,əuklə'həumə] n.美国俄克拉荷马州

78 opportunity 2 [,ɔpə'tju:niti] n.时机，机会

79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80 protecting 2 [prə'tektiŋ] adj.保护的；防护的 v.保护；防护（protect的ing形式）

81 reflect 2 vt.反映；反射，照出；表达；显示;反省 vi.反射，映现；深思

82 security 2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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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showing 2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84 smith 2 [smiθ] n.铁匠；锻工；制作者 vt.锻制 vi.锻打金属；当锻工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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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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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special 2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88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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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90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91 trade 2 [treid] n.贸易，交易；行业；职业 vi.交易，买卖；以物易物 vt.用…进行交换

92 Washington 2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93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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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95 Abraham 1 ['eibrə,hæm] n.亚伯拉罕（男子名）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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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activities 1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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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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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agencies 1 ['eɪdʒənsi] n. 代理；代理处；政府机构

101 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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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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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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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approved 1 [ə'pru:vd] adj.被认可的；经过检验的 v.核准；认可（approve的过去式）

106 artistic 1 [ɑ:'tistik] adj.艺术的；风雅的；有美感的

107 attempt 1 [ə'tempt] n.企图，试图；攻击 vt.企图，试图；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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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110 best 1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111 bombing 1 ['bɔmiŋ] n.[军]轰炸，[军]投弹 v.轰击；引爆炸弹（bomb的ing形式）

112 bureau 1 ['bjuərəu] n.局，处；衣柜；办公桌 n.(Bureau)人名；(法)比罗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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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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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candidates 1 ['kændɪdeɪts] n. 申请求职者；候选人；投考者 名词candidate的复数形式.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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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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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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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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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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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collect 1 [kə'lekt] vt.收集；募捐 vi.收集；聚集；募捐 adv.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由收件人付款的 n.(Collect)人名；(英)科莱克特

124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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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127 continues 1 [kən'tɪnju ]ː v. 继续；连续；维持；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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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counterfeiting 1 ['kaʊntəfɪtɪŋ] n. 伪造

129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30 creation 1 [kri:'eiʃən] n.创造，创作；创作物，产物

131 crimes 1 [k'raɪmz] 犯罪

132 currency 1 ['kərənsi] n.货币；通货

133 dangers 1 丹赫尔斯

134 day 1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土)达伊

135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136 deeply 1 ['di:pli] adv.深刻地；浓浓地；在深处

137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38 died 1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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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dora 1 ['dɔ:rə] abbr.运筹学与分析局（DirectorateofOperationalandAnalysis）

141 duties 1 [djː tɪs] n. 税；职责 名词duty的复数形式.

142 duty 1 ['dju:ti, 'du:-] n.责任；[税收]关税；职务 n.(Duty)人名；(英)迪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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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145 examples 1 [ɪɡ'zɑːmplz] n.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

146 exhibits 1 [ɪɡ'zɪbɪt] v. 展览；陈列；展示；表现 n. 展品；展览

147 exist 1 [ig'zist] vi.存在；生存；生活；继续存在

148 expanded 1 [ik'spendid] adj.扩充的；展开的 vt.扩大（expand的过去式）

149 explained 1 [ɪksp'leɪnd] v. 解释；说明 vbl. 解释；说明

150 fake 1 [feik] n.假货；骗子；假动作 vt.捏造；假装…的样子 vi.假装；做假动作 adj.伪造的 n.(Fake)人名；(英)费克

151 families 1 ['fæməlɪz] n.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

152 famous 1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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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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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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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foreign 1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157 fought 1 [fɔ:t] v.战斗（fight的过去分词）；打架

158 Francisco 1 [fræn'siskəu] n.弗朗西斯科（男子名，等于Francis）

159 gerald 1 ['dʒerəld] n.杰拉尔德（男子名，义为勇敢的战士）

160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61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162 guests 1 [ɡest] n. 客人；宾客；特别来宾；[动植物]寄生生物 v. 做特邀嘉宾；做特约演员；客串；招待；做客

163 gun 1 n.枪支；枪状物；持枪歹徒 vi.用枪射击；加大油门快速前进 vt.向…开枪；开大油门 n.(Gun)人名；(瑞典)贡；(英)冈；
(俄、意)古恩

164 h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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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headquarters 1 [,hed'kwɔ:təz] n.总部；指挥部；司令部

166 heads 1 [hedz] adj.正面朝上的 n.(Heads)人名；(英)黑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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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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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honor 1 ['ɔnə] n.荣誉；信用；头衔 vt.尊敬（等于honour）；给…以荣誉

170 honors 1 ['ɒnəz] n. 礼遇；优异成绩 名词hono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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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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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Hugh 1 [hju:] n.休（男子名）

174 illegal 1 adj.[法]非法的；违法的；违反规则的 n.非法移民，非法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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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77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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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intelligence 1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180 interesting 1 [ˈɪntrɪstɪŋ，ˈɪntrəstɪŋ] adj.有趣的；引起兴趣的，令人关注的

181 investigation 1 [in,vesti'geiʃən] n.调查；调查研究

182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83 Jason 1 ['dʒeisən] n.詹森（男子名）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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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186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87 lack 1 [læk] vt.缺乏；不足；没有；需要 vi.缺乏；不足；没有 n.缺乏；不足 n.(Lack)人名；(老)拉；(英、法、意、葡、匈)拉
克；(匈)洛克

188 land 1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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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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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McCulloch 1 n. 麦卡洛克

193 McKinley 1 [mə'kinli] n.麦金莱（美国第25任总统）

194 men 1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195 mike 1 n.扩音器，麦克风；话筒；休息,游手好闲 vi.使用扩音器；偷懒,游手好闲 vt.用扩音器传送；用窃听器窃听

196 mission 1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197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98 murder 1 ['mə:də] vt.谋杀，凶杀 n.谋杀，凶杀 vi.杀人，犯杀人罪

199 museums 1 [m'juːziəmz] n. 博物馆，展览馆（名词museum的复数形式）

200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201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202 occasion 1 [ə'keiʒən, əu-] n.时机，机会；场合；理由 vt.引起，惹起

203 on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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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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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organize 1 ['ɔ:gənaiz] vt.组织；使有系统化；给予生机；组织成立工会等 vi.组织起来；成立组织

206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07 ownership 1 ['əunəʃip] n.所有权；物主身份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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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performance 1 n.性能；绩效；表演；执行；表现

210 performing 1 [pə'fɔ:miŋ] adj.表演的；履行的 v.表演（perform的ing形式）；履行

211 permitted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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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placed 1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4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15 political 1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216 possibility 1 [,pɔsə'biləti] n.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217 post 1 [pəust] n.岗位；邮件；标杆 vt.张贴；公布；邮递；布置 vi.快速行进 n.(Post)人名；(英、西、捷、瑞典、荷)波斯特

218 presidential 1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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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presidents 1 [p'rezɪdənts] n. 总统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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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probably 1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222 protects 1 [prə'tekt] v. 保护；投保

223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224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225 reasons 1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226 records 1 [rɪ'kɔː ds] n.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

227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28 relating 1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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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resources 1 [rɪ'sɔː sɪz] n. 资源；才智；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

231 respectfully 1 [ri'spektfuli] adv.尊敬地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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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room 1 n.房间；空间；余地；机会；房间里所有的人 vt.为…提供住处；租房，合住；投宿，住宿；留…住宿 vi.居住；住宿 n.
（英）鲁姆（人名）；（俄）罗姆（人名）

234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35 San 1 [sa:n] abbr.存储区域网（StorageAreaNetworking） n.(San)人名；(泰)讪；(俄、罗、刚)萨恩；(土、柬)桑；(缅)山

236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37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38 secretary 1 ['sekrətəri] n.秘书；书记；部长；大臣

239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40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241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242 skill 1 [skil] n.技能，技巧；本领，技术 n.(Skill)人名；(瑞典)希尔

243 so 1 ['səu, 弱 sə] adv.如此，这么；确是如此 conj.所以；因此 pron.这样 n.(So)人名；(柬)索

244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45 spying 1 [s'paɪɪŋ] 间谍活动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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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tates 1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248 suggested 1 [sə'dʒestɪd] adj. 建议的；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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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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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terrorist 1 ['terərist] n.恐怖主义者，恐怖分子

253 theatre 1 ['θiətə, 'θi:ə-] n.电影院，戏院；戏剧；阶梯式讲堂

254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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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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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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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259 treasury 1 ['treʒəri, 'trei-] n.国库，金库；财政部；宝库

260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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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us 1 pron.我们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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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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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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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66 value 1 ['vælju:] n.值；价值；价格；重要性；确切涵义 vt.评价；重视；估价

267 violence 1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268 visit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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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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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voice 1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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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war 1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273 w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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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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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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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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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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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while 1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279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80 whose 1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281 William 1 ['wiljəm] n.威廉（男子名）；钞票，纸币

282 women 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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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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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workers 1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286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287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88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89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90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291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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