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02-21 [As It Is] South Dakota Governor To Consider
'Bathroom' Bill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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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f 1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i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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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o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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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bill 9 [bil] n.[法]法案；广告；账单；[金融]票据；钞票；清单 vt.宣布；开账单；用海报宣传

7 transgender 8 [,trænz'dʒendə(r)] n.跨性别；跨性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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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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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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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thi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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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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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ople 6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4 t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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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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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Dakota 5 [də'kəutə] n.达科他（美国过去一地区名，现分为南、北达科他州） adj.达科他人的

17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8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9 law 5 [lɔ:] n.法律；规律；法治；法学；诉讼；司法界 vi.起诉；控告 vt.控告；对…起诉 n.(La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
(英、缅、柬)劳

20 measure 5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21 sout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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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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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sta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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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who 4 pron.谁；什么人

26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27 daugaard 3 道高

28 governor 3 ['gʌvənə] n.主管人员；统治者，管理者；[自]调节器；地方长官

29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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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Jenner 3 n.詹纳（姓）

31 lawmaker 3 ['lɔ:,meikə] n.立法者

32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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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public 3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34 republican 3 [ri'pʌblikən] adj.共和国的；共和政体的；共和主义的；拥护共和政体的 n.共和主义者

35 restroom 3 n.厕所；洗手间



36 rights 3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37 roo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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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s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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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schools 3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40 senate 3 ['senit] n.参议院，上院；（古罗马的）元老院

41 students 3 [st'juːdnts] 学生

42 support 3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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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Tuesday 3 ['tju:zdi; -dei] n.星期二

45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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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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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accommodation 2 [ə,kɔmə'deiʃən] n.住处，膳宿；调节；和解；预订铺位

49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50 bathroom 2 ['bɑ:θrum] n.浴室；厕所；盥洗室

51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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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ampaign 2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53 Caty 2 卡蒂

54 civi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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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learly 2 ['kliəli] adv.清晰地；明显地；无疑地；明净地

56 comments 2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57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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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gender 2 ['dʒendə] n.性；性别；性交 vt.生（过去式gendered，过去分词gendered，现在分词gendering，第三人称单数genders，形
容词genderless）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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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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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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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human 2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64 identity 2 [ai'dentəti] n.身份；同一性，一致；特性；恒等式

65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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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kindly 2 ['kaindli] adv.亲切地；温和地；仁慈地 adj.亲切的；和蔼的；体贴的；爽快的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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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Lewis 2 ['lju:is] n.路易斯（男子名）

69 male 2 [meil] adj.男性的；雄性的；有力的 n.男人；雄性动物 n.(Male)人名；(柬)马尔；(意、西、塞)马莱；(英)梅尔

70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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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opposed 2 [ə'pəuzd] adj.相反的；敌对的 v.反对（oppose的过去分词）；使对立

72 orders 2 英 ['ɔːdə(r)] 美 ['ɔːrdər] n. 顺序；条理；订单；命令；秩序；阶层；[生]目；点的东西 v. 命令；定购；调整；整理；点
餐；预定，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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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75 party 2 n.政党，党派；聚会，派对；当事人[复数parties] vi.参加社交聚会[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



76 passed 2 [pa:st] adj.已经通过的；已经过去的；已被传递的 v.通过；传递（pass的过去分词）；超过

77 provide 2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78 sense 2 n.感觉，功能；观念；道理；理智 vt.感觉到；检测 n.森斯（人名）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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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staff 2 [stɑ:f, stæf] n.职员；参谋；棒；支撑 adj.职员的；行政工作的 vt.供给人员；给…配备职员 vi.雇用工作人员 n.(Staff)人名；
(德、匈)施塔夫；(瑞典、英)斯塔夫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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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supporters 2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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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twisted 2 ['twistid] adj.扭曲的 v.扭动（twist的过去式）

85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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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vulnerable 2 ['vʌlnərəbl] adj.易受攻击的，易受…的攻击；易受伤害的；有弱点的

87 weaver 2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88 week 2 [wi:k] n.周，星期

89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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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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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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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93 write 2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94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95 young 2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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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98 align 1 [ə'lain] vt.使结盟；使成一行；匹配 vi.排列；排成一行

99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100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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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associated 1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3 athlete 1 ['æθli:t] n.运动员，体育家；身强力壮的人

104 att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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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barring 1 ['bɑ:riŋ] prep.除非；不包括；除…以外 v.阻拦（bar的ing形式） n.(Barring)人名；(德)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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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bathrooms 1 n. 浴室；盥洗室（bathroom的复数）

108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09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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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birth 1 [bɑ:θ] n.出生；血统，出身；起源

112 Bruce 1 [bru:s] n.布鲁斯（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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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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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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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17 celebrities 1 [sə'lebrəti] n. 名人；名誉；社会名流

118 Chad 1 [tʃæd] n.乍得（非洲国名）

119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20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121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122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123 correspond 1 [,kɔ:ri'spɔnd] vi.符合，一致；相应；通信

124 criticized 1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125 David 1 ['deivid] n.大卫；戴维（男子名）

126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127 democratic 1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128 dennis 1 ['denis] n.丹尼斯（男子名）

129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0 designed 1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131 discriminates 1 [dɪ'skrɪmɪneɪt] vt. 区分；区别对待 vi. 辨别；差别对待

132 discriminatory 1 [dis'kriminətəri] adj.有辨识力的；差别对待的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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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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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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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137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138 emotionally 1 [i'məuʃənli] adv.感情上；情绪上；令人激动地；情绪冲动地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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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stablish 1 [i'stæbliʃ] vt.建立；创办；安置 vi.植物定植

141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42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143 facebook 1 ['feɪsbʊk] n. 肖像影集；脸谱网或脸书网（知名社交网站） v.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

144 Falls 1 [fɔ:ls] n.[水文]瀑布；陨石 v.下降（fall的第三人称单数） n.(Falls)人名；(英)福尔斯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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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female 1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147 final 1 ['fainl] adj.最终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 n.决赛；期末考试；当日报纸的末版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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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50 gold 1 [gəuld] n.金，黄金；金色；金币 adj.金的，金制的；金色的 n.(Gold)人名；(英、法、德、西、罗、捷、瑞典)戈尔德

151 gov 1 abbr.政府（goverment）

152 griffin 1 ['grifin] n.格里芬（姓氏）；希腊神话中半狮半鹫的怪兽

153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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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harmed 1 英 [hɑːm] 美 [hɑːrm] n. 危害；伤害；损害 vt. 伤害；损害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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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hoping 1 ['həʊpɪŋ] n.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

158 humanity 1 [hju:'mænəti] n.人类；人道；仁慈；人文学科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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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identified 1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1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62 innocence 1 ['inəsəns] n.清白，无罪；天真无邪

163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164 ix 1 abbr. 离子交换(=Ion Exchange)

165 kathleen 1 ['kæθli:n; kæθ'li:n] n.凯思琳（女子名，等于Kathryn）

166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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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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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legislation 1 [,ledʒis'leiʃən] n.立法；法律

170 legislators 1 ['ledʒɪsleɪtəz] 立法者

171 liberties 1 英 ['lɪbəti] 美 ['lɪbərti] n. 自由；自由权；冒失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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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locker 1 ['lɔkə] n.柜，箱；上锁的人；有锁的橱柜；锁扣装置；有锁的存物柜 n.(Locker)人名；(英、德、法)洛克

174 looked 1 [lʊkt]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75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176 mean 1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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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179 mentally 1 ['mentəli] adv.精神上，智力上；心理上

180 Midwestern 1 ['mid'westən] adj.美国中西部的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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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183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84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85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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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non 1 [nɔn] adv.非，不 n.投反对票的人，反对票 n.(Non)人名；(柬)嫩；(俄)诺恩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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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normally 1 ['nɔ:məli] adv.正常地；通常地，一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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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olympics 1 英 [əʊ'lɪmpɪks] 美 [oʊ'lɪmpɪks] n. 奥林匹克运动会 =Olympic Games.

192 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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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opponents 1 [ə'pəʊnənts] 对手

194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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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page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杰；(法)帕日

197 passage 1 n.一段（文章）；走廊；通路；通过 n.(Passage)人名；(英)帕西奇；(法)帕萨热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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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physically 1 ['fizikli] adv.身体上，身体上地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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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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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populous 1 ['pɔpjuləs] adj.人口稠密的；人口多的



203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04 pr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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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瑞典)普雷斯

205 privacy 1 ['praivəsi, 'pri-, 'prai-] n.隐私；秘密；隐居；隐居处

206 profit 1 ['prɔfit] n.利润；利益 vi.获利；有益 vt.有益于 n.(Profit)人名；(法)普罗菲

207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08 publicly 1 ['pʌblikli] adv.公然地；以公众名义

209 reasonable 1 ['ri:zənəbl] adj.合理的，公道的；通情达理的

210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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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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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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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section 1 n.截面；部分；部门；地区；章节 vi.被切割成片；被分成部分 vt.把…分段；将…切片；对…进行划分

215 senator 1 ['senətə] n.参议员；（古罗马的）元老院议员；评议员，理事 n.(Senator)人名；(瑞典、斯威)塞纳托尔

216 send 1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217 serve 1 [sə:v]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n.发球，轮到发
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218 sexual 1 ['seksjuəl, -ʃuəl] adj.性的；性别的；有性的

219 shocking 1 ['ʃɔkiŋ] adj.令人震惊的；可怕的，令人厌恶的；糟糕的 v.感到震惊；震动；冲突（shock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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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shower 1 ['ʃauə] n.淋浴；（倾泻般出现的）一阵，一大批；阵雨 vt.大量地给予；把……弄湿 vi.淋浴；下阵雨

222 sign 1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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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sink 1 [siŋk] vi.下沉；消沉；渗透 vt.使下沉；挖掘；使低落 n.水槽；洗涤槽；污水坑 n.(Sink)人名；(英、瑞典)辛克

225 Sioux 1 [su:] adj.苏人的；苏语的 n.苏族（印第安人的一族，自称达科他Dakota族）

226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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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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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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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strange 1 [streindʒ] adj.奇怪的；陌生的；外行的 adv.奇怪地；陌生地，冷淡地 n.(Strange)人名；(英)斯特兰奇；(瑞典、塞)斯特
朗格

230 struck 1 adj.受罢工影响的 v.罢工，打击，撞击（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truck)人名；(英)斯特拉克；(瑞典)斯特鲁克；
(德)施特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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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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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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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summer 1 ['sʌmə] n.夏季；全盛时期 vi.避暑；过夏天 adj.夏季的 n.(Summer)人名；(德)祖默；(英)萨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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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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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Thomas 1 ['tɔməs] n.托马斯（男子名）；多马（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238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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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title 1 ['taitl] n.冠军；标题；头衔；权利；字幕 vt.加标题于；赋予头衔；把…称为 adj.冠军的；标题的；头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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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treat 1 [tri:t] vt.治疗；对待；探讨；视为 vi.探讨；请客；协商 n.请客；款待 n.(Treat)人名；(英)特里特

242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243 unpleasant 1 [,ʌn'plezənt] adj.讨厌的；使人不愉快的



244 unsuccessfully 1 ['ʌnsək'sesfuli] adv.失败地；无用

245 upon 1 [ə'pɔn] prep.根据；接近；在…之上

246 urged 1 ['ɜːdʒd] v. 催促；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7 us 1 pron.我们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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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veto 1 ['vi:təu] n.否决权 vt.否决；禁止 vi.否决；禁止

250 violates 1 ['vaɪəleɪt] v. 侵犯；违反；扰乱；亵渎；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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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voted 1 英 [vəʊt] 美 [voʊt] n. 选举权；投票；选举；投票结果 v. 表决；选举；投票

253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254 we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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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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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257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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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