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1-22 [As It Is] Marijuana Legalization Keeps Growing Across
U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2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marijuana 22 [,mæriju'ɑ:nə] n.大麻；大麻毒品

4 t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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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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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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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n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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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 h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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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drug 7 [drʌg] n.药；毒品；麻醉药；滞销货 vt.使服麻醉药；使服毒品；掺麻醉药于 vi.吸毒 n.(Drug)人名；(罗)德鲁格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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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medical 6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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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6 legalization 5 [,li:gəlai'zeiʃən, -li'z-] n.[法]合法化；法律认可

17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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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recreational 5 [,rekri'eiʃənəl, -kri:-] adj.娱乐的，消遣的；休养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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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who 5 pron.谁；什么人

21 adj 4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22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3 Dakot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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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Montana 4 [mɔn'tænə] n.蒙大纳（美国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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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7 percent 4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28 State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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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told 4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0 us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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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w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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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3 b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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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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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lection 3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36 Feder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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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found 3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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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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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measures 3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40 recent 3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41 schweich 3 n. 施韦希(在德国；东经 6º46' 北纬 49º49')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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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44 would 3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45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46 abject 2 adj.卑鄙的；可怜的；不幸的；（境况）凄惨的，绝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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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ictive 2 adj.使人上瘾的

49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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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americans 2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52 among 2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53 a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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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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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arrests 2 [ə'rest] vt. 逮捕；拘留 n. 逮捕；拘留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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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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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59 being 2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60 bipartisan 2 [,baipɑ:ti'zæn, -'pɑ:tizən] adj.两党连立的；代表两党的

61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62 crime 2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63 despite 2 [di'spait] prep.尽管，不管 n.轻视；憎恨；侮辱

64 donald 2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65 drugs 2 [drʌgz] n.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

66 fact 2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67 favor 2 vt.较喜欢；像；优惠，偏袒；有利于；赐予；证实 n.帮助；赞同；偏爱，喜爱

68 form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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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guilty 2 ['gilti] adj.有罪的；内疚的

70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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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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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highly 2 ['haili] adv.高度地；非常；非常赞许地

73 house 2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名；(英)豪斯

74 illegal 2 adj.[法]非法的；违法的；违反规则的 n.非法移民，非法劳工

75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76 Johnson 2 ['dʒɔnsən] n.约翰逊（姓氏）

77 led 2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78 legal 2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79 legalizing 2 ['liː ɡəlaɪz] vt. 使合法化；法律上认为正当 =legalise（英）

80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81 measure 2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82 medicinal 2 [me'disinəl] adj.药的；药用的；治疗的（等于medicinable）；有益的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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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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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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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per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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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87 presidential 2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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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瑞典)普雷斯

89 prosecutor 2 ['prɔsikju:tə] n.检察官；公诉人；[法]起诉人；实行者

90 publi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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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re 2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92 relating 2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93 republicans 2 n.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

94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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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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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st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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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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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stud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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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sup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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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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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03 trump 2 [trʌmp] n.王牌；法宝；喇叭 vt.胜过；打出王牌赢 vi.出王牌；吹喇叭 n.(Trump)人名；(英)特朗普

104 us 2 pron.我们

105 veterans 2 ['vetərənz] n. 退伍军人 名词veteran的复数形式.

106 voted 2 英 [vəʊt] 美 [voʊt] n. 选举权；投票；选举；投票结果 v. 表决；选举；投票

107 voters 2 ['vəʊtəz] 选民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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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week 2 [wi:k] n.周，星期

110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11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112 abuse 1 [ə'bju:z, ə'bju:s] n.滥用；虐待；辱骂；弊端；恶习，陋习 vt.滥用；虐待；辱骂 n.(Abuse)人名；(英)阿比斯

113 accepted 1 [ək'septid] adj.公认的；录取的；可接受的；已承兑的 v.接受（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114 accuses 1 [ə'kjuːz] v. 谴责；控告；指责

115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116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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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dvanced 1 [əd'vɑ:nst, -'vænst] adj.先进的；高级的；晚期的；年老的 v.前进；增加；上涨（adva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19 affairs 1 英 [ə'feə(r)] 美 [ə'fer] n. 私通；事件；事务；事情

120 affected 1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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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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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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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Arizona 1 [,æri'zəunə] n.美国亚利桑那州

126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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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28 attend 1 [ə'tend] vt.出席；上（大学等）；照料；招待；陪伴 vi.出席；致力于；照料；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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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basis 1 ['beisis] n.基础；底部；主要成分；基本原则或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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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benefit 1 n.利益，好处；救济金 vt.有益于，对…有益 vi.受益，得益

132 benefits 1 ['benɪfɪt] n. 利益；津贴；义演；保险金；借助 vt. 有益于；得益

133 biden 1 n. 拜登(姓氏)

134 Billings 1 n.比林斯（美国蒙大拿州南部城市）

135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136 brendan 1 n. 布伦丹

137 campaign 1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138 campaigns 1 [kæm'peɪn] n. 运动；战役；活动；竞选运动 v. 参加竞选；从事运动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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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candidate 1 n.候选人，候补者；应试者

141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42 captured 1 英 ['kæptʃə(r)] 美 ['kæptʃər] vt. 捕获；占领；夺取；吸引；(用照片等)留存 n. 捕获；战利品

143 caregivers 1 ['keəɡɪvəz] 照顾者

144 case 1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145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146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147 centered 1 ['sentəd] adj.居中的；有圆心的 v.集中；居中（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48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149 church 1 [tʃə:tʃ] n.教堂；礼拜；教派 adj.教会的；礼拜的 vt.领…到教堂接受宗教仪式 n.(Church)人名；(英)丘奇

150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
除；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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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congressional 1 [kən'greʃənəl] adj.国会的；会议的；议会的

153 conservative 1 [kən'sə:vətiv] adj.保守的 n.保守派，守旧者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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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conviction 1 n.定罪；确信；证明有罪；确信，坚定的信仰

156 convictions 1 信念

157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58 court 1 [kɔ:t] n.法院；球场；朝廷；奉承 vt.招致（失败、危险等）；向…献殷勤；设法获得 vi.求爱 n.(Court)人名；(英)考特；
(法)库尔

159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60 crimes 1 [k'raɪmz] 犯罪

161 criminal 1 ['kriminəl] n.罪犯 adj.刑事的；犯罪的；罪恶的

162 criminalization 1 [,kriminəli'zeiʃən] 刑事定罪

163 criminalized 1 v.宣布…犯法，使负刑事责任( criminal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

164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165 Dakotan 1 n.达科他（美国过去一地区名，现分为南、北达科他州）(Dakota的变形)

166 dangerous 1 ['deindʒərəs] adj.危险的 危险地

167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168 decriminalize 1 [di'kriminə,laiz] vt.使合法化；非刑事化（等于decriminalise）

169 degree 1 [di'gri:] n.程度，等级；度；学位；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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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demonstrated 1 ['demənstreɪt] vt. 证明；演示；示范 vi. 示威

172 depend 1 [di'pend] vi.依赖，依靠；取决于；相信，信赖

173 deputy 1 ['depjuti] n.代理人，代表 adj.副的；代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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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175 dismissed 1 [dɪs'mɪst] adj. 解散的；摒弃的；解雇的 动词dismi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6 dispensaries 1 [dɪ'spensəri] n. 施药所；医务室；诊疗所

177 dispensary 1 [dis'pensəri] n.药房；（学校、兵营或工厂的）诊疗所；防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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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ducate 1 ['edju:keit] vt.教育；培养；训练 vi.教育；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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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82 elect 1 [i'lekt] adj.选出的；当选的；卓越的 n.被选的人；特殊阶层；上帝的选民 vt.选举；选择；推选 vi.作出选择；进行选举

183 enforcing 1 英 [ɪn'fɔː s] 美 [ɪn'fɔː rs] vt. 强迫；强制；实施；执行；加强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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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enjoyment 1 [in'dʒɔimənt] n.享受；乐趣；享有

186 entire 1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187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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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perienced 1 [ik'spiəriənst] adj.老练的，熟练的；富有经验的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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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failure 1 ['feiljə] n.失败；故障；失败者；破产

192 favors 1 ['feɪvə] n. 偏爱；好意；特权；赞成 vt. 偏爱；给予；支持；关心；利于；长得像

193 forced 1 adj.被迫的；强迫的；用力的；不自然的 v.强迫（force的过去式）

194 Gallup 1 ['gæləp] n.盖洛普（姓氏）；盖洛普（GeorgeHorace，1901-美国统计学家，盖洛普民意测验的创始人）

195 generally 1 ['dʒenərəli] adv.通常；普遍地，一般地

196 generation 1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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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199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200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201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202 got 1 [gɔt] v.得到，明白（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Got)人名；(法)戈；(西、匈、瑞典)戈特

203 Greater 1 ['greitə] adj.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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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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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207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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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helpful 1 ['helpful] adj.有帮助的；有益的

210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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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213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214 hoyer 1 n. 霍耶

215 identify 1 vt.确定；鉴定；识别，辨认出；使参与；把…看成一样vi.确定；认同；一致

216 involved 1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7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218 jailing 1 [dʒeɪl] n. 监牢；监狱；拘留所 vt. 监禁；下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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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jersey 1 ['dʒə:zi] n.运动衫，毛线衫 n.(Jersey)人名；(英)泽西；(德)耶尔赛

220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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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keeps 1 ['kiː ps] n. 生计；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

223 laboratories 1 英 [lə'bɒrətri] 美 ['læbrətɔː ri] n. 实验室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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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lawmakers 1 n.立法者(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

226 laws 1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227 lawyer 1 ['lɔ:jə] n.律师；法学家 n.(Lawyer)人名；(英)劳耶

228 leader 1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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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legalize 1 ['li:gəlaiz] vt.使合法化；公认；法律上认为…正当

231 level 1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232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233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234 list 1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235 listing 1 ['listiŋ] n.列表，清单 v.列表（list的现在分词） n.(Listing)人名；(德)利斯廷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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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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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majority 1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239 marine 1 [mə'ri:n] adj.船舶的；海生的；海产的；航海的，海运的 n.海运业；舰队；水兵；（海军）士兵或军官 n.(Marine)人
名；(西)马里内；(英)马林

240 Matthew 1 ['mæθju:] n.马太福音（新约第一卷）；马太（耶稣12门徒之一）；马修（姓氏，男子名）

241 maximum 1 ['mæksiməm] n.[数]极大，最大限度；最大量 adj.最高的；最多的；最大极限的

242 medications 1 [medɪ'keɪʃnz] 药物

243 medicines 1 ['medsnz] 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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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246 Mississippi 1 [ˌmisi̍ sipi] n.密西西比河（美国河流，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密西西比州（美国州名）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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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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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no 1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250 nonviolent 1 [,nɔn'vaiələnt] adj.非暴力的 不使用暴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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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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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occasional 1 [ə'keiʒənəl, əu-] adj.偶然的；临时的；特殊场合的

255 officer 1 ['ɔfisə, 'ɔ:-] n.军官，警官；公务员，政府官员；船长 vt.指挥 n.(Officer)人名；(英)奥菲瑟

256 officially 1 [ə'fiʃəli] adv.正式地；官方地；作为公务员

257 opinion 1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258 opioid 1 ['əupiɔid] n.[生化]阿片样物质；类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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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61 others 1 pron.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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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63 owner 1 ['əunə] n.[经]所有者；物主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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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pain 1 [pein] n.疼痛；努力 vt.使…痛苦；使…烦恼 vi.感到疼痛；引起疼痛 n.(Pain)人名；(意)帕因；(俄)派因；(法)潘；(英)佩因

266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267 parties 1 英 ['pɑ tːi] 美 ['pɑ rːti] n. 聚会；宴会；政党；一伙人；[律]当事人 vi. 开派对

268 pass 1 [pɑ:s, pæs] n.及格；经过；护照；途径；传球 vi.经过；传递；变化；终止 vt.通过；经过；传递 n.(Pass)人名；(英、法、
德、俄)帕斯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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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passing 1 ['pɑ:siŋ, 'pæs-] adj.经过的；目前的；及格的；短暂的 n.经过；及格；流逝；去世 adv.非常 v.通过；及格；许可；传送
（pass的ing形式） n.(Passing)人名；(德)帕辛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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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paying 1 ['pei'ŋ] adj.支付的；赢利的；合算的 n.支付；填缝；放送绳链 v.支付；报答（pay的ing形式）

273 percentage 1 [pə'sentidʒ] n.百分比；百分率，百分数

274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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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police 1 [pə'li:s] n.警察，警方；治安 vt.监督；管辖；维持治安；为…配备警察 adj.警察的；有关警察的

277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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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politically 1 [pə'litikli] adv.政治上

280 possession 1 [pə'zeʃən] n.拥有；财产；领地；自制；着迷

281 prep 1 [prep] n.预备；预习；准备功课 vi.上预备学校；作好准备 vt.使准备好；使（病人）准备接受手术 abbr.准备
（preparation）；预备的（preparatory）；前置词（preposition） n.(Prep)人名；(俄)普列普

282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283 prevented 1 [prɪ'vent] v. 预防；防止，阻止；挡住

284 prevents 1 [prɪ'vent] v. 预防；防止，阻止；挡住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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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probability 1 [,prɔbə'biləti] n.可能性；机率；[数]或然率

287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288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289 project 1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290 prove 1 [pru:v] vt.证明；检验；显示 vi.证明是

291 purposes 1 英 ['pɜːpəs] 美 ['pɜ rːpəs] n. 目的；决心；意图；议题 v. 打算；决意

292 races 1 abbr.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国内应急通信业务(=Radio Amateur Civil Emergency Service)

293 racism 1 ['reisizəm] n.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人种偏见

294 real 1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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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remove 1 [ri'mu:v] vt.移动，迁移；开除；调动 vi.移动，迁移；搬家 n.移动；距离；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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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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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300 represents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301 republi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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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research 1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303 researching 1 英 [rɪ'sɜ tːʃ] 美 [rɪ'sɜ rːtʃ] n. 研究；调查 v. 研究；调查

304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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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retired 1 [ri'taiəd] adj.退休的；退役的；幽闭的 v.退休（retire的过去分词）

306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307 Richard 1 ['ritʃəd] n.理查德（男子名）

308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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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311 senate 1 ['senit] n.参议院，上院；（古罗马的）元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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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side 1 [said] n.方面；侧面；旁边 vi.支持；赞助；偏袒 adj.旁的，侧的 vt.同意，支持 n.(Side)人名；(英)赛德

314 small 1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
人名；(英)斯莫尔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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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steny 1 n. 斯滕尼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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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stocker 1 ['stɔkə] n.储料器；装料工 n.(Stocker)人名；(英)斯托克；(德、匈)施托克尔

319 substances 1 n.物质( substance的名词复数 ); 实质; 物体; [哲学]1)。 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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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suffering 1 ['sʌfəriŋ] n.受难；苦楚 adj.受苦的；患病的 v.受苦；蒙受（suffer的ing形式）

322 supported 1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23 supporters 1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324 supporting 1 [sə'pɔ:tiŋ] adj.支持的；辅助性的；次要的 n.支持；支承面 v.支持；供养（support的ing形式）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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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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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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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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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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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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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treatments 1 ['triː tmənts] n. 治疗；疗法（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

333 tries 1 [traɪ] v. 试验；尝试；设法；努力；审判；考验 n. 尝试；试验；（橄榄球）持球触地得分

334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335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336 upon 1 [ə'pɔn] prep.根据；接近；在…之上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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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39 visit 1 ['vizit] n.访问；参观；逗留 vt.访问；参观；视察 vi.访问；暂住；闲谈 n.(Visit)人名；(老)维西；(泰)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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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vote 1 [vəut] n.投票，选举；选票；得票数 vt.提议，使投票；投票决定；公认 vi.选举，投票 n.(Vote)人名；(英、法)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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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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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warnings 1 n. 警告信息（warning的复数形式）

345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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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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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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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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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without 1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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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worsened 1 英 ['wɜːsn] 美 ['wɜ rːsn] v. (使)更坏；（使) 恶化

354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355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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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