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2-31 [As It Is] Operations Ending Pregnancies Legalized in
Pope's Native Argentina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7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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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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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1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abortion 13 n.流产，堕胎，小产；流产的胎儿；（计划等）失败，夭折

6 and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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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 o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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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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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vot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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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measure 9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12 an 8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3 Argentina 8 [,ɑ:dʒən'ti:nə] n.阿根廷（位于拉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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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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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countr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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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8 b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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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ha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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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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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someone 5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2 catholic 4 ['kæθəlik] adj.天主教的；宽宏大量的 n.天主教徒；罗马天主教

23 health 4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24 legal 4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25 senate 4 ['senit] n.参议院，上院；（古罗马的）元老院

26 who 4 pron.谁；什么人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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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cross 3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29 after 3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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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efore 3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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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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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hur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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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fern 3 [fə:n] n.[植]蕨；[植]蕨类植物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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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illegal 3 adj.[法]非法的；违法的；违反规则的 n.非法移民，非法劳工

38 la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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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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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operation 3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40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41 outcast 3 ['autkɑ:st, -kæst, ,aut'kɑ:st, -'kæst] n.流浪的人；被驱逐的人 adj.被遗弃的；无家可归的；被逐出的

42 pass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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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44 pope 3 [pəup] n.教皇，罗马教皇；权威，大师

45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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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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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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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those 3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50 women 3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51 abortions 2 [ə'bɔː ʃnz] 反复自然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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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against 2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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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America 2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56 ant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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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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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bishop 2 n.（基督教的）主教；（国际象棋的）象

60 cases 2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61 cause 2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62 Christian 2 ['kristjən; -tʃən] n.基督徒，信徒 adj.基督教的；信基督教的

63 considered 2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64 danger 2 ['deindʒə] n.危险；危险物，威胁 n.(Danger)人名；(法)当热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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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nd 2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67 evangelical 2 [,i:væn'dʒelikəl,-ik] adj.福音的；福音派教会的；新教会的 n.福音派信徒

68 French 2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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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god 2 [gɔd] n.神；（大写首字母时）上帝 vt.膜拜，崇拜 n.(God)人名；(索、阿拉伯)古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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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green 2 [gri:n] adj.绿色的；青春的 n.绿色；青春 vt.使…变绿色 vi.变绿色 n.(Green)人名；(英、意)格林；(瑞典、芬)格伦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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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hours 2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75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76 inspiration 2 [,inspə'reiʃən] n.灵感；鼓舞；吸气；妙计

77 legalize 2 ['li:gəlaiz] vt.使合法化；公认；法律上认为…正当

78 life 2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79 medical 2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80 Mexico 2 ['meksikəu] n.墨西哥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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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mother 2 ['mʌðə] n.母亲；大娘；女修道院院长 vt.生下；养育；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母亲的；出生地的

83 movement 2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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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85 obsession 2 [əb'seʃən, ɔb-] n.痴迷；困扰；[内科][心理]强迫观念

86 political 2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87 pregnancies 2 ['preɡnənsi] n. 怀孕；妊娠；含蓄；丰富

88 pregnancy 2 ['pregnənsi] n.怀孕；丰富，多产；意义深长

89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90 rape 2 [reip] n.强奸，掠夺；[园艺]油菜；葡萄渣 vt.强奸；掠夺，抢夺 vi.犯强奸罪

91 rights 2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92 s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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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shand 2 n. 尚德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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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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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sou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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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susan 2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98 sway 2 [swei] vt.影响；统治；使摇动 vi.影响；摇摆 n.影响；摇摆；统治 n.(Sway)人名；(以)斯韦

99 tell 2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拉
伯)塔勒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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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102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03 week 2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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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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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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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08 woman 2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109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110 wrote 2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111 you 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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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activists 1 ['æktɪvɪsts] 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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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116 affect 1 [ə'fekt, 'æfekt] vt.影响；感染；感动；假装 vi.倾向；喜欢 n.情感；引起感情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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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gree 1 [ə̍ ɡriː ] vt.同意，赞成；承认；约定，商定 vi.vi.同意，意见一致；约定，商定

119 alberto 1 n.阿尔贝托（阿塞拜疆教练）

120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21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22 amnesty 1 ['æmnisti] n.大赦，特赦 vt.对…实行大赦

123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4 Antilles 1 [æn'tili:z] n.安的列斯群岛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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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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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aren 1 阿伦

128 Argentine 1 ['ɑ:dʒəntain; -ti:n] adj.阿根廷的；银的 n.阿根廷人；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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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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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authority 1 [ɔ:'θɔrəti] n.权威；权力；当局

131 barrier 1 ['bæriə] n.障碍物，屏障；界线 vt.把…关入栅栏 n.(Barrier)人名；(法)巴里耶

132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33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134 beliefs 1 n.信仰；信�（belief的复数）

135 believing 1 [bi'li:viŋ] adj.有信仰的；信任他人的 v.相信（believe的ing形式）；认为

136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
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137 bible 1 ['baibl] n.有权威的书

138 bishops 1 n.（基督教某些教派管辖大教区的）主教( bishop的名词复数 ); （国际象棋的）象

139 book 1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140 born 1 [bɔ:n] v.出世（bear的过去分词） adj.天生的 n.(Born)人名；(柬)邦；(英、西、俄、捷、德、瑞典、匈)博恩

141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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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44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145 celebrated 1 ['selibreitid] adj.著名的；有名望的 v.庆祝（celeb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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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chamber 1 ['tʃeimbə] n.（身体或器官内的）室，膛；房间；会所 adj.室内的；私人的，秘密的 vt.把…关在室内；装填（弹药
等） n.(Chamber)人名；(英)钱伯

148 charge 1 [tʃɑ:dʒ] n.费用；电荷；掌管；控告；命令；负载 vt.使充电；使承担；指责；装载；对…索费；向…冲去 vi.充电；控
告；索价；向前冲；记在账上 n.(Charge)人名；(法)沙尔热；(英)查奇

149 child 1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150 chose 1 [英[tʃəʊz] 美[tʃoz]] v.choose的过去式,选择 n.【法律】物体；动产 n.(Chose)人名；(法)肖兹

151 Christ 1 [kraist] n.基督；救世主 int.天啊！

152 christians 1 克里斯蒂安斯；Christian的复数形式，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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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color 1 ['kʌlə] n.颜色；肤色；颜料；脸色 vt.粉饰；给...涂颜色；歪曲 vi.变色；获得颜色

155 conference 1 n.会议；讨论；协商；联盟；（正式）讨论会；[工会、工党用语]（每年的）大会 vi.举行或参加（系列）会议

156 constantly 1 ['kɔnstəntli] adv.不断地；时常地

157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158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59 cried 1 [kraid] v.哭泣；喊叫（cry的过去分词）

160 Cristina 1 n. 克里斯蒂娜

161 Cuba 1 ['kju:bə] n.古巴（拉丁美洲国家）

162 culture 1 ['kʌltʃə] n.文化，文明；修养；栽培 vt.[细胞][微]培养（等于cult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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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death 1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165 deaths 1 ['deθs] 死亡人口

166 debate 1 [di'beit] vt.辩论，争论，讨论 vi.辩论，争论，讨论 n.辩论；辩论会

167 debated 1 [dɪ'beɪt] n. 辩论；讨论 vt. 争论；思考 vi. 辩论

168 deepen 1 ['di:pən] vt.使加深；使强烈；使低沉 vi.变深；变低沉

169 defeat 1 vt.击败，战胜；挫败；使…失败 n.失败的事实；击败的行为

170 denied 1 [dɪ'naɪəd] adj. 被否认的；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1 denounced 1 [dɪ'naʊns] v. 谴责；告发；通告废除

172 deputies 1 ['depjuti] n. 代表；副手；议员

173 distant 1 adj.遥远的；冷漠的；远隔的；不友好的，冷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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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divisions 1 [dɪ'vɪʒnz] 分区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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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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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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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79 ending 1 ['endiŋ] n.结局；结尾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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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v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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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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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ceptions 1 [ɪk'sepʃənz] n. 例外 名词exception的复数形式.

184 expands 1 [ɪk'spænd] v. 使 ... 膨胀；详述；扩张；增加；张开

185 Fernandez 1 费尔南德斯 n.(Fernandez)人名；(英、法、德、意、葡)费尔南德斯

186 fetus 1 ['fi:təs] n.胎儿，胎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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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flags 1 [f'læɡz] n. 旗帜；标志 名词flag的复数形式.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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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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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Fortunato 1 福尔图纳托

193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94 Francis 1 ['frɑ:nsis] n.弗朗西斯（男子名，义为自由之人）

195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196 freedom 1 ['fri:dəm] n.自由，自主；直率 n.(Freedom)人名；(英)弗里德姆

197 frequently 1 ['fri:kwəntli] adv.频繁地，经常地；时常，屡次

198 further 1 ['fə:ðə] adv.进一步地；而且；更远地 adj.更远的；深一层的 vt.促进，助长；增进

199 gathered 1 ['gæðəɒ] adj. 聚集的；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00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201 geographical 1 [dʒiə'græfikəl] adj.地理的；地理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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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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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205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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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guarantees 1 [ˌɡærən'tiː ] n. 保证；保证书；担保；担保人；抵押品 vt. 保证；担保

208 Guiana 1 [gai'ænə] n.圭亚那地区（包括圭亚那共和国及荷属、法属圭亚那）

209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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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hell 1 [hel] n.地狱；究竟（作加强语气词）；训斥；黑暗势力 vi.过放荡生活；飞驰 int.该死；见鬼（表示惊奇、烦恼、厌恶、恼
怒、失望等） n.(Hell)人名；(柬)海；(西)埃利；(德、匈、捷、罗、芬、瑞典)黑尔

211 help 1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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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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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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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hospital 1 ['hɔspitəl] n.医院 n.(Hospital)人名；(英)霍斯皮特尔

216 ho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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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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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importance 1 [im'pɔ:təns] n.价值；重要；重大；傲慢

219 international 1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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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Jesus 1 n.耶稣（上帝之子）；杰西（男子名）

222 joined 1 [dʒɔɪnd]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23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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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Kirchner 1 柯克纳（人名）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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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largely 1 ['lɑ:dʒli] adv.主要地；大部分；大量地

228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229 Latin 1 ['lætin] adj.拉丁语的；拉丁人的 n.拉丁语；拉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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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leadership 1 ['li:dəʃip] n.领导能力；领导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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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legality 1 [li'gæləti] n.合法；合法性；墨守法规

234 legalized 1 ['li:gəlaizd] 合法的

235 legalizing 1 ['liː ɡəlaɪz] vt. 使合法化；法律上认为正当 =legalise（英）

236 lower 1 ['ləuə] vt.减弱，减少；放下，降下；贬低 vi.降低；减弱；跌落 adj.下游的；下级的；下等的 n.(Lower)人名；(英、意)洛
厄

237 luciana 1 n. 露西亚娜

238 majority 1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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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241 matters 1 ['mætəz] n. 事情 名词matter的复数形式.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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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might 1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244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245 nation 1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246 native 1 ['neitiv] adj.本国的；土著的；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天赋的 n.本地人；土产；当地居民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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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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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Numbers 1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251 Oaxaca 1 n. 瓦哈卡州(位于墨西哥南部)；瓦哈卡州(墨西哥东南部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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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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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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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operations 1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256 opinion 1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257 order 1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258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59 outcome 1 ['autkʌm] n.结果，结局；成果

260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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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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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perform 1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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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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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personally 1 ['pə:sənəli] adv.亲自地；当面；个别地；就自己而言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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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politicians 1 [pɒlɪ'tɪʃnz] 政治家

269 prat 1 [præt] n.傻瓜；屁股 n.(Prat)人名；(法)普拉；(德、西、意)普拉特

270 preaching 1 ['pri:tʃiŋ] n.讲道；劝诫 adj.说教的 v.讲道（preach的ing形式）

271 presidency 1 ['prezidənsi] n.总统（或董事长、会长、大学校长等）的职位（任期）；管辖；支配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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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presse 1 Die Presse (German-Neue Freie Presse)-Vienna's Press (德语)维也纳通信社

274 priest 1 [pri:st] n.牧师；神父；教士 vt.使成为神职人员；任命…为祭司 n.(Priest)人名；(英、德)普里斯特

275 private 1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
的，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276 pro 1 [prəu] adv.赞成地 n.赞成者；赞成的意见 prep.赞成 n.(Pro)人名；(意)普罗

277 procedure 1 [prə'si:dʒə] n.程序，手续；步骤

278 professionals 1 [prə'feʃənl] adj. 职业的; 专业的 n. 专家; 内行

279 promised 1 英 ['prɒmɪs] 美 ['prɑːmɪs] n. 诺言；预示；约定；(有)希望 v. 允诺；发誓；答应；有希望

280 publ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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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punished 1 ['pʌnɪʃt] adj. 受处罚的 动词puni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2 ranked 1 [ræŋk] n. 等级；阶层；排；列 v. 排列；分等级；列为；排名，排位 adj. 繁茂的；讨厌的

283 refuse 1 [ri'fju:z, ri:-] n.垃圾；废物 vt.拒绝；不愿；抵制 vi.拒绝

284 refused 1 [rɪ'fjuːz] v. 拒绝 n. 垃圾；废物

285 rejected 1 ['riː dʒekt] vt. 拒绝；排斥；驳回；丢弃 n. 不合格产品；被拒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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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released 1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8 religion 1 [ri'lidʒən] n.宗教；宗教信仰

289 religions 1 [rɪ'lɪdʒənz] 宗教

290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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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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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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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295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296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297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298 Roman 1 ['rəumən] n.罗马人；古罗马语 adj.罗马的；罗马人的

299 sadly 1 ['sædli] adv.悲哀地；悲痛地

300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301 saved 1 ['seɪvd] adj. 保存了的；获救的 v. 救；节省；保存（动词s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02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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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304 sect 1 [sekt] n.宗派

305 senators 1 n.参议员( senator的名词复数 )

306 sentiment 1 ['sentimənt] n.感情，情绪；情操；观点；多愁善感

307 separated 1 ['sepəreitid] adj.分开的；分居；不在一起生活的 v.分开；隔开（sepa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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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share 1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309 sin 1 [sin] n.罪恶；罪孽；过失 vi.犯罪；犯过失 vt.犯罪 n.(Sin)人名；(罗)西恩；(匈)欣；(柬、阿拉伯)辛；(缅)信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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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society 1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312 sociologist 1 [,səusi'ɔlədʒist, -ʃi-] n.社会学家

313 son 1 [sʌn] n.儿子；孩子（对年轻人的称呼）；男性后裔 n.(Son)人名；(土、老、柬)松；(法、罗)索恩；(日)存(名)；(日)孙
(姓)；(越)山

314 specific 1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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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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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sto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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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stresses 1 [stres] n. 压力；强调；重音 vt. 强调；重读

319 strong 1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320 sup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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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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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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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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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thinks 1 [θɪŋk] v. 认为；想；记起；考虑 n. 想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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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327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28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29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330 tweeted 1 [twiː t] n. 小鸟的啁啾声；(社交网站Twitter上的)微博 v. 小鸟鸣叫；在Twitter上发微博

331 twitter 1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332 uncertain 1 [,ʌn'sə:tən] adj.无常的；含糊的；靠不住的；迟疑不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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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up 1 [ʌp] adv.起来；上涨；向上 prep.在…之上；向…的较高处 adj.涨的；起床的；向上的 n.上升；繁荣

335 Uruguay 1 ['juərəgwei] n.乌拉圭（拉丁美洲国家）

336 us 1 pron.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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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39 very 1 ['veri] adj.恰好是，正是；甚至；十足的；特有的 adv.非常，很；完全 n.(Very)人名；(英)维里

340 vice 1 [vais] n.恶习；缺点；[机]老虎钳；卖淫 prep.代替 vt.钳住 adj.副的；代替的 n.(Vice)人名；(塞)维采

341 victory 1 ['viktəri] n.胜利；成功；克服 n.(Victory)人名；(西)维多利；(英)维克托里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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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watched 1 英 [wɒtʃ] 美 [wɑ tːʃ] v. 注视；看守；观看 n. 手表；监视；看守；值班

344 waved 1 [weivd] adj.波浪形的；起伏的 v.挥动（wave的过去式）；成波浪形

345 w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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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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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wore 1 [wɔ:] v.穿（衣服等）；戴（首饰等）；装着（wear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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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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