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5-21 [Everyday Grammar] Mom, Dad, or Parent_ Lawmakers
Rule on Gendered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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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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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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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nd 1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6 or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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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gende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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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word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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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they 9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0 word 9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11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 rules 8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3 you 8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4 a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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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language 7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6 congress 6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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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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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men 5 [,ɑ:'mən, ,ei'men] int.（表示衷心赞成）阿门；（祈祷时的结尾语）阿门 n.祈祷的结束语；赞成 adv.真实地 n.(Amen)人名；
(法)阿芒；(英、罗、阿拉伯)阿门

20 men 5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21 new 5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2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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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4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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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daughter 4 ['dɔ:tə] n.女儿；[遗][农学]子代 adj.女儿的；子代的

26 sibling 4 ['sibliŋ] n.兄弟姊妹；民族成员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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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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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year 4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0 avoid 3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31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2 biological 3 [,baiəu'lɔdʒik,-kəl] adj.生物的；生物学的

33 committee 3 [kə'miti] n.委员会

34 Englis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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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female 3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36 feminine 3 ['feminin] adj.女性的；妇女（似）的；阴性的；娇柔的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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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gendered 3 ['dʒendəd] adj.依照性别而分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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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grammatical 3 [grə'mætikəl] adj.文法的；符合语法规则的

40 groups 3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41 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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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hou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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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January 3 ['dʒænjuəri] n.一月

44 ma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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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masculine 3 ['mæskjulin] adj.男性的；阳性的；男子气概的 n.男性；阳性，阳性词

46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47 parent 3 ['pεərənt] n.父亲（或母亲）；父母亲；根源 n.(Parent)人名；(法)帕朗；(英、西)帕伦特

48 prayer 3 [preə] n.祈祷，祷告；恳求；祈祷文

49 pronouns 3 [p'rəʊnaʊnz] n. 代词 名词pronoun的复数形式.

50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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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singular 3 ['siŋgjulə] adj.单数的；单一的；非凡的；异常的 n.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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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used 3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54 using 3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55 wh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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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who 3 pron.谁；什么人

57 women 3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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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60 agreement 2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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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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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64 brother 2 ['brʌðə] n.兄弟；同事；战友 int.我的老兄！ n.(Brother)人名；(英)布拉泽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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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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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hanged 2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8 changes 2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69 child 2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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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father 2 ['fɑ:ðə] n.父亲，爸爸；神父；祖先；前辈 vt.发明，创立；当…的父亲

72 guidelines 2 ['ɡaɪdlaɪnz] n. 指导方针；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

73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74 identities 2 [aɪ'dentəti] n. 一致；身份；特征

75 include 2 [in'klu:d] vt.包含，包括

76 instead 2 adv.代替；反而；相反

77 Jill 2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78 meaning 2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79 means 2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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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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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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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named 2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83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84 pelosi 2 佩洛西

85 related 2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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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representative 2 [,repri'zentətiv] adj.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代议制的 n.代表；典型；众议员

88 Robbins 2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89 rule 2 [ru:l] vi.统治；管辖；裁定 n.统治；规则 vt.统治；规定；管理；裁决；支配 n.(Rule)人名；(英)鲁尔；(塞)鲁莱

90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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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sex 2 [seks] n.性；性别；性行为；色情 vt.引起…的性欲；区别…的性别

92 sho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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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sister 2 n.姐妹；（称志同道合者）姐妹；修女；护士 adj.姐妹般的；同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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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suited 2 ['sju:tid] adj.合适的 v.适合（suit的过去分词）

96 terms 2 [tə:mz] n.地位，关系；[法]条款；术语；措辞；价钱（term的复数形式） v.把…称为（term的三单形式）

97 t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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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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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100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01 truth 2 [tru:θ] n.真理；事实；诚实；实质

102 us 2 pron.我们

103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04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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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wife 2 [waif] n.妻子，已婚妇女；夫人

106 written 2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107 adjectives 1 ['ædʒɪktɪvz] 形容词

108 adult 1 ['ædʌlt, ə'dʌlt] adj.成年的；成熟的 n.成年人

109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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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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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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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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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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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aunt 1 [ɑ:nt, ænt] n.阿姨；姑妈；伯母；舅妈

117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118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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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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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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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boys 1 n.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

124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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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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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127 categories 1 ['kætɪɡərɪz] n. 类别；种类；范畴 名词category的复数形式.

128 Caty 1 卡蒂

129 chair 1 [tʃεə] n.椅子；讲座；（会议的）主席位；大学教授的职位 vt.担任（会议的）主席；使…入座；使就任要职 n.(Chair)人
名；(法)谢尔

130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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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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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cleaver 1 ['kli:və] n.切肉刀；[五金]劈刀 n.(Cleaver)人名；(英)克利弗

134 climate 1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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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colin 1 ['kɔlin] n.科林（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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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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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140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141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142 contains 1 [kən'teɪnz] v.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43 convenient 1 adj.方便的；[废语]适当的；[口语]近便的；实用的

144 crime 1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145 dad 1 [dæd] n.爸爸；爹爹 n.(Dad)人名；(孟、巴基、阿富)达德；(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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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decade 1 ['dekeid] n.十年，十年期；十

148 delegate 1 ['deligət, -geit, 'deligeit] vt.委派…为代表 n.代表

149 demanded 1 英 [dɪ'mɑːnd] 美 [dɪ'mænd] n. 要求；需求 v. 要求；查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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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desire 1 [di'zaiə] n.欲望；要求，心愿；性欲 vt.想要；要求；希望得到… vi.渴望 n.(Desire)人名；(刚(布)、英)德西雷

152 dialect 1 ['daiəlekt] n.方言，土话；同源语；行话；个人用语特征 adj.方言的

153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54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55 directly 1 [英 [də̍ rektli] 美 [dɪˈrɛktli, daɪ-]] adv.直接地；立即；马上；正好地；坦率地 conj.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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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displ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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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divide 1 [di'vaid] vt.划分；除；分开；使产生分歧 vi.分开；意见分歧 n.[地理]分水岭，分水线

159 documented 1 ['dɒkjʊməntɪd] adj. 备有证明文件的；有执照的 动词docum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60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161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162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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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asy 1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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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ither 1 adj.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任何一个 conj.也（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根本 pron.任一，两方，随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167 emanuel 1 [i'mænjuəl] n.伊曼纽尔

168 emergency 1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169 e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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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veryday 1 ['evridei] adj.每天的，日常的 n.平时；寻常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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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evidenced 1 ['evɪdəns] n. 证据；证词；根据；迹象 v. 证明；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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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cluded 1 [ɪk'skluːd] vt. 排除；阻止；拒绝接受

174 existential 1 [,egzis'tenʃəl] adj.存在主义的；有关存在的；存在判断的

175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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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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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girls 1 ['ɡɜ lːz] n.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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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grammar 1 ['græmə] n.语法；语法书

181 grand 1 [grænd] adj.宏伟的；豪华的；极重要的 n.大钢琴；一千美元 n.(Grand)人名；(法)格朗；(英、瑞典)格兰德

182 grandchild 1 ['grænd,tʃaild] n.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

183 grandmother 1 ['grænd,mʌðə] n.祖母；女祖先 vt.当…的祖母 vi.当祖母

184 grandson 1 ['grændsʌn] n.孙子；外孙

185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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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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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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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Hebrew 1 ['hi:bru:] n.希伯来人，犹太人；希伯来语 adj.希伯来人的；希伯来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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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herself 1 [hə:'self] pron.她自己（she的反身代词）；她亲自

191 himself 1 [him'self] pron.他自己；他亲自，他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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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honoring 1 履行

194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195 husband 1 ['hʌzbənd] vt.节约地使用（或管理） n.丈夫 n.(Husband)人名；(英)赫斯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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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identifying 1 n.识别，标识；标识关系 v.识别（identify的现在分词）

198 impeach 1 [im'pi:tʃ] vt.弹劾；归咎；怀疑 n.控告，检举；弹劾；怀疑

199 impeaching 1 [ɪm'piː tʃ] v. 归咎；怀疑；控告；弹劾

200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201 inclusive 1 [in'klu:siv] adj.包括的，包含的

202 increasingly 1 [in'kri:siŋli] adv.越来越多地；渐增地

203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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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jo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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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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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207 languages 1 ['læŋɡwɪdʒɪz] n. 语言 名词languag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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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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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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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lesson 1 ['lesən] n.教训；课 vt.教训；上课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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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linguists 1 n.通晓数国语言的人( linguist的名词复数 ); 语言学家

214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215 mainly 1 ['meinli] adv.主要地，大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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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males 1 ['meɪlz] n. 壮丁；男人 名词mal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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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mark 1 n.标志；马克；符号；痕迹；分数 vi.作记号 vt..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n..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219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220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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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message 1 ['mesidʒ] n.消息；差使；启示；预言；广告词 vi.报信，报告；[通信]报文 vt.通知

223 military 1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224 Missouri 1 [mi'zuəri] n.密苏里（美国州名）

225 mom 1 [mɔm] n.妈妈 n.(Mom)人名；(柬)蒙

226 my 1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227 nancy 1 ['nænsi] adj.女性化的；同性恋的 n.女性化的男人

228 neither 1 ['naiðə, 'ni:-] conj.也不；既不 adv.两个都不；既不……也不 adj.两者都不的 pron.两者都不

229 nephew 1 ['nefju:] n.侄子；外甥

230 neutral 1 ['nju:trəl] adj.中立的，中性的；中立国的；非彩色的 n.中立国；中立者；非彩色；齿轮的空档

231 niece 1 [ni:s] n.外甥女，侄女 n.(Niece)人名；(英)尼斯

232 nonbinary 1 ['nɒn'baɪnərɪ] 非二进制的

233 nor 1 [nɔ:, 弱 nə] conj.也不；也不是 adv.也不；也没有 n.(Nor)人名；(中)挪(广东话·威妥玛)；(马来、俄)诺尔；(柬)诺

234 nouns 1 ['naʊnz] n. 名词

235 occupational 1 [,ɔkju'peiʃənəl] adj.职业的；占领的

236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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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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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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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opened 1 v.打开，开启（open过去分词形式） adj.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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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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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45 positions 1 [pə'ziʃənz] n.[水运]位置（position的复数）；定位

246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47 previous 1 ['pri:vjəs] adj.以前的；早先的；过早的 adv.在先；在…以前

248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249 pronoun 1 ['prəunaun] n.代词

250 proudly 1 ['praudli] adv.傲慢地，自负地；得意洋洋地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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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read 1 [ri:d] vt.阅读；读懂，理解 vi.读；读起来 n.阅读；读物 adj.有学问的 n.(Read)人名；(英)里德

253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54 refer 1 [ri'fə:] vi.参考；涉及；提到；查阅 vt.涉及；委托；归诸于；使…求助于

255 refers 1 英 [rɪ'fɜ (ːr)] 美 [rɪ'fɜ rː] vt. 把 ... 提交；把 ... 归因；归类 vi. 参考；谈及；咨询

256 replace 1 [ri'pleis] vt.取代，代替；替换，更换；归还，偿还；把…放回原处

257 replaced 1 [rɪ'pleɪsd] adj. 被替换的 动词re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8 representatives 1 [reprɪ'zentətɪvz] n. 众议院议员；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

259 restrict 1 [ri'strikt] vt.限制；约束；限定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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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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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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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263 served 1 英 [sɜːv] 美 [sɜ rː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264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65 sexist 1 ['seksist] n.性别歧视者；男性至上主义者 adj.性别主义者的；性别歧视者的

266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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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ignify 1 ['signifai] vt.表示；意味；预示 vi.有重要性；要紧；冒充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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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er 1 ['siŋə] n.歌手，歌唱家 n.(Singer)人名；(英、德、瑞典、塞、罗、捷、葡、土)辛格；(法)桑热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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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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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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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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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ong 1 [sɔŋ, sɔ:ŋ] n.歌曲；歌唱；诗歌；鸣声 n.(Song)人名；(泰)颂；(柬)松；(英)桑；(老)宋；(越)双；(东南亚国家华语)松

275 songwriter 1 ['sɔŋ,raitə, 'sɔ:ŋ-] n.流行歌曲的作者；歌曲作家

276 sound 1 [saund] vt.听（诊）；测量，测…深；使发声；试探；宣告 n.声音，语音；噪音；海峡；吵闹；听力范围；[医]探条 adj.
健全的，健康的；合理的；可靠的；有效彻底的 adv.彻底地，充分地 vi.听起来；发出声音；回响；测深

277 speak 1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278 speech 1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279 spouse 1 [spaus] n.配偶 vt.和…结婚 n.(Spouse)人名；(英)斯波斯

280 stand 1 [stænd] vi.站立；位于；停滞 vt.使站立；忍受；抵抗 n.站立；立场；看台；停止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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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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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stay 1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284 stories 1 [s'tɔː rɪz] n. 故事，传说（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 v. 讲…的故事；说假话（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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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surname 1 ['sə:neim] n.姓，姓氏；绰号，别名 vt.给…起别名；给…姓氏

287 swearing 1 英 ['sweərɪŋ] 美 ['swerɪŋ] n. 发誓 动词swear的现在分词形式.

288 teach 1 [ti:tʃ] vt.教；教授；教导 vi.教授；讲授；当老师 n.(Teach)人名；(英)蒂奇

289 themself 1 [ðəm'self] pron. 【俚】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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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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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3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94 traditional 1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295 trum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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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uncle 1 ['ʌŋkl] n.叔叔；伯父；伯伯；舅父；姨丈；姑父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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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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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300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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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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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whose 1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304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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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wins 1 视窗网际网路名称服务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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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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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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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writing 1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310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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