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7-20 [Health and Lifestyle] What Happens to Pets When
Couples Break Up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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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tha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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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pet 14 [pet] n.宠物；生气；受宠爱的人 vt.宠爱 vi.生气；爱抚 adj.宠爱的 n.(Pet)人名；(俄)佩特；(柬)贝

6 h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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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custody 12 ['kʌstədi] n.保管；监护；拘留；抚养权

8 and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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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11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 i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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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 said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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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dog 9 [dɔg, dɔ:g] n.狗；丑女人；卑鄙的人；(俚)朋友 vt.跟踪；尾随

14 sh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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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r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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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dogs 8 n.狗（dog的复数）；瘦狗类 v.紧紧跟踪；追猎；紧随（dog的第三人称单数） n.(Dogs)人名；(德)多格斯

17 husband 7 ['hʌzbənd] vt.节约地使用（或管理） n.丈夫 n.(Husband)人名；(英)赫斯本德

18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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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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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thei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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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with 7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2 animal 6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23 be 6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4 ca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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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couple 6 ['kʌpl] n.对；夫妇；数个 vi.结合；成婚 vt.结合；连接；连合 n.(Couple)人名；(法)库普勒

26 divorce 6 [di'vɔ:s] vt.使离婚，使分离；与…离婚 n.离婚；分离 vi.离婚

27 new 6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8 not 6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9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0 couples 5 ['kʌplz] v. 连结；交配（动词coup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1 get 5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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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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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marriage 5 ['mæridʒ] n.结婚；婚姻生活；密切结合，合并 n.(Marriage)人名；(英)马里奇

35 mo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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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people 5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37 whe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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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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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wife 5 [waif] n.妻子，已婚妇女；夫人

39 York 5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40 ab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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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efore 4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42 child 4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43 control 4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44 health 4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45 her 4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46 prenup 4 ['priː nʌp] n. 婚前协议

47 should 4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48 s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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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th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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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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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two 4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52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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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associated 3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4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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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because 3 [bi'kɔz] conj.因为

56 could 3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57 disputes 3 [dɪ'spju tː] v. 争论；辩驳；争议；质疑 n. 争论；争端；争吵

58 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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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specially 3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60 furniture 3 ['fə:nitʃə] n.家具；设备；储藏物

61 German 3 ['dʒə:mən]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n.德语；德国人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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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hel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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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if 3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65 judge 3 [dʒʌdʒ] vt.判断；审判 n.法官；裁判员 vi.审判；判决 n.(Judge)人名；(英)贾奇

66 lawyer 3 ['lɔ:jə] n.律师；法学家 n.(Lawyer)人名；(英)劳耶

67 li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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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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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ownership 3 ['əunəʃip] n.所有权；物主身份

70 pets 3 abbr.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系统（=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 n. 宠物（pet的复数形式）

71 pres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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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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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Stat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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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t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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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through 3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76 w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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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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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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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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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agreed 2 [ə'gri:d] adj.同意的；通过协议的 v.同意；赞成（agree的过去式）

81 alone 2 [ə'ləun] adj.独自的；单独的；孤独的 adv.独自地；单独地

82 always 2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83 animals 2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84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85 believe 2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86 be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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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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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cat 2 n.猫，猫科动物

89 Caty 2 卡蒂

90 citron 2 ['sitrən] n.香木缘；圆佛手柑；（美）构橼西瓜；香橼皮蜜饯 n.(Citron)人名；(法、瑞典)西特龙；(英)西特伦；(德、捷)
齐特龙

91 decide 2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92 difficult 2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93 disciplined 2 ['disiplind] adj.遵守纪律的；受过训练的 v.使有纪律（discipline的过去分词）；训导

94 d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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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d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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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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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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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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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pe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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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family 2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101 far 2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102 howe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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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ju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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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la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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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laws 2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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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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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lifestyle 2 ['laifstail] n.生活方式 保健的

109 make 2 [meik] vt.使得；进行；布置，准备，整理；制造；认为；获得；形成；安排；引起；构成 vi.开始；前进；增大；被制
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110 married 2 ['mærid] adj.已婚的，有配偶的；婚姻的，夫妇的；密切结合的 n.已婚者 v.结婚，与…结婚（marry的过去式）

111 matteo 2 n. 马泰奥

112 mental 2 ['mentəl] 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n.精神病患者

113 must 2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114 negotiators 2 n.磋商者（negotiator的复数形式）

115 neill 2 n.(Neill)人名；(法)内伊；(英)尼尔

116 parents 2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117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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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proc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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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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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property 2 ['prɔpəti] n.性质，性能；财产；所有权

120 report 2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121 ruth 2 [ru:θ] n.露丝（女子名）；路得；路得记

122 set 2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123 shared 2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4 shepherds 2 英 ['ʃepəd] 美 ['ʃepərd] n. 牧羊者；牧师；指导者 v. 牧羊；照看；引领

125 skoufis 2 n. 斯库菲斯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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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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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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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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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31 tim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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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training 2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133 understand 2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134 VOA 2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13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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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whose 2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138 work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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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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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141 able 1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142 Adam 1 ['ædəm] n.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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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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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advice 1 [əd'vais] n.建议；忠告；劝告；通知

146 adviser 1 [əd'vaizə] n.顾问；劝告者；指导教师（等于advisor）

147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148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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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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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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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a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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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155 argue 1 ['ɑgju:] vi.争论，辩论；提出理由 vt.辩论，争论；证明；说服 n.(Argue)人名；(英、法)阿格

156 argued 1 英 ['ɑːɡju ]ː 美 ['ɑ rːɡju ]ː v. 说服；争论；辩论

157 attacked 1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158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159 bader 1 n.巴德（姓氏名）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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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basis 1 ['beisis] n.基础；底部；主要成分；基本原则或原理

162 battle 1 ['bætl] n.战役；斗争 vi.斗争；作战 vt.与…作战 n.(Battle)人名；(英)巴特尔；(法)巴特勒；(西)巴特莱

163 beds 1 n.床上用品，床组（bed复数） vt.安置；为…提供床铺（bed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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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165 behavior 1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166 behavioral 1 [bi'heivjərəl] adj.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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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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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171 b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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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break 1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
晓；（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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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call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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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76 capable 1 ['keipəbl] adj.能干的，能胜任的；有才华的

177 car 1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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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cared 1 英 [keə(r)] 美 [ker] v. 关心；担忧；照顾；喜爱；介意；倾向于；愿望；在乎 n. 小心；照料；忧虑；注意；护理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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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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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chairs 1 英 [tʃeə(r)] 美 [tʃer] n. 椅子；(会议的)主席 vt. 主持；当 ... 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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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consideration 1 [kən,sidə'reiʃən] n.考虑；原因；关心；报酬

185 considering 1 [kən'sidəriŋ] prep.考虑到；就...而论 conj.考虑到 v.考虑到（consider的ing形式）

186 contract 1 ['kɔntrækt, kən'trækt] vi.收缩；感染；订约 vt.感染；订约；使缩短 n.合同；婚约

187 contracts 1 英 ['kɒntrækt] 美 ['kɑːntrækt] n. 合同；婚约；合约；契约 v. 缩小；订合同；缩短；感染（疾病）；招致

188 costs 1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189 county 1 ['kaunti] n.郡，县

190 courtroom 1 ['kɔ:tru:m] n.法庭；审判室

191 courts 1 英 [kɔː t] 美 [kɔː rt] n. 法院；庭院；宫廷；球场；奉承 v. 献殷勤；追求；招致；设法获得

192 deal 1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
西)迪尔

193 deciding 1 [di'saidiŋ] adj.决定性的；无疑的 v.决定（decide的现在分词）

194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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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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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98 discipline 1 ['disiplin] n.学科；纪律；训练；惩罚 vt.训练，训导；惩戒

199 discussion 1 [dis'kʌʃən] n.讨论，议论

200 dishes 1 ['dɪʃɪz] pl. 餐具；碗盘 dish的复数形式.

201 divorced 1 英 [dɪ'vɔː st] 美 [dɪ'vɔː rst] adj. 离婚的；不受影响的 动词divorc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

202 divorces 1 英 [dɪ'vɔː s] 美 [dɪ'vɔː rs] n. 分离；离婚 vt. 使分离；与 ... 离婚 vi. 离婚

203 domestic 1 [dəu'mestik] adj.国内的；家庭的；驯养的；一心只管家务的 n.国货；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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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motional 1 [i'məuʃənəl] adj.情绪的；易激动的；感动人的

206 employed 1 [ɪm'plɔɪd] adj. 被雇用的；使用的 动词empl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07 ending 1 ['endiŋ] n.结局；结尾

208 ends 1 ['endz] n. 结束；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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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engaged 1 [in'geidʒd] adj.使用中的，忙碌的 v.保证；约定；同…订婚（engage的过去分词）

210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211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212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213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214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215 feels 1 [fiː l] v. 感觉；觉得；触摸；摸起来；认为；摸索 n. 感觉；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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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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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219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220 Ginsburg 1 金斯伯格（人名）

221 goodbye 1 int.再见；告别

222 happens 1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223 harder 1 [ha:də] adj.更难的；更努力的；更坚固的（hard的比较级） n.(Harder)人名；(英、德、瑞典)哈德

224 harm 1 [hɑ:m] n.伤害；损害 vt.伤害；危害；损害 n.(Harm)人名；(德)哈尔姆

225 heart 1 [hɑ:t] n.心脏；感情；勇气；心形；要点 vt.鼓励；铭记 vi.结心 n.(Heart)人名；(英)哈特

226 heated 1 ['hi:tid] adj.热的；激昂的；激动的 v.加热；使兴奋（heat的过去分词）

227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228 helpful 1 ['helpful] adj.有帮助的；有益的

229 highly 1 ['haili] adv.高度地；非常；非常赞许地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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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homes 1 英 [həʊm] 美 [hoʊm] n. 家；家庭；收容所；栖息地；发源地 adv. 在家；回家；在国内；回国；正中目标 adj. 家用的；国
内的；总部的；（比赛）主场的 v. 提供住处；朝向

232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233 hurting 1 adj.受伤害的；受损的 v.伤害；伤心；弄痛（hurt的ing形式）

234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235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236 isn 1 abbr. 集成供应网络(=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

237 issue 1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238 James 1 [dʒeimz] n.詹姆斯（姓氏，男子名）；《雅各书》

239 Judges 1 ['dʒʌdʒiz] n.士师记（又译《民长记》，旧约全书之一卷）

240 karis 1 n. 卡里斯(在芬兰；东经 23º45' 北纬 60º05')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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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killed 1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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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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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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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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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lawyers 1 ['lɔː jəz] 律师

249 lead 1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250 leanne 1 n. 利安娜

251 legally 1 ['li:gəli] adv.合法地；法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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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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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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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255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256 loved 1 [lʌvd] v.热爱（love的过去分词） adj.恋爱的；受珍爱的

257 loving 1 ['lʌviŋ] adj.亲爱的；钟情的；忠诚的 n.(Loving)人名；(英、瑞典)洛文

258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259 man 1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260 marked 1 [mɑ:kt] adj.显著的；有记号的 v.表示（mark的过去分词）；作记号；打分数

261 marry 1 ['mæri] vt.嫁；娶；与……结婚 vi.结婚 n.(Marry)人名；(阿拉伯)马雷；(法)马里

262 mason 1 ['meisən] n.泥瓦匠；共济会会员（等于freemason） vt.用砖瓦砌成

263 measure 1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264 Memphis 1 ['memfis] n.孟斐斯（古埃及城市，废墟在今开罗之南）；孟菲斯市（美国田纳西州城市名）

265 Miles 1 [mailz] n.迈尔斯（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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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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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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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nam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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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72 negotiations 1 [nɪɡəʊʃ'ɪeɪʃnz] n. 协商；谈判；磋商 名词negoti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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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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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76 otherwise 1 adv.否则；另外；在其他方面 adj.另外的；其他方面的；原本，本来 conj.其他；如果不；然后

277 over 1 ['əuvə] adv.结束；越过；从头到尾 prep.越过；在…之上；遍于…之上 adj.结束的；上面的 vt.越过 n.(Over)人名；(俄、
西、土)奥韦尔

278 own 1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279 owners 1 ['əʊnəz] 业主

280 paired 1 [peəd] adj. 成对的 动词pai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81 papers 1 ['peɪpəz] n. 文件；资料；证书 名词paper的复数形式.

282 pay 1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283 permanent 1 adj.永久的，永恒的；不变的 n.烫发（等于permanent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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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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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persons 1 ['pɜːsnz] n. 人们 名词person的复数形式.

287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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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plan 1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290 play 1 [plei] vt.游戏；扮演；演奏；播放；同…比赛 vi.演奏；玩耍；上演；参加比赛 n.游戏；比赛；剧本 n.(Play)人名；(法、瑞
典)普莱

291 possessing 1 [pə'zes] vt. 拥有；持有；支配

292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93 prenuptial 1 [pri:'nʌpʃəl] adj.婚礼前的；结婚前的；交配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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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proposed 1 英 [prəʊ'pəʊzd] 美 [prə'poʊzd] adj. 被提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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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putting 1 ['putiŋ] n.投掷；（高尔夫球）打球入洞 v.放置（put的ing形式）；轻击球；使球入洞的轻击（putt的ing形式）

297 ready 1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人名；(英)雷迪

298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99 reconsider 1 [,ri:kən'sidə] vt.重新考虑；重新审议 vi.重新考虑

300 registration 1 [,redʒi'streiʃən] n.登记；注册；挂号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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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responsibility 1 [ri.spɔnsə'biliti] n.责任，职责；义务

303 rest 1 [rest] vt.使休息，使轻松；把…寄托于 n.休息，静止；休息时间；剩余部分；支架 vi.休息；静止；依赖；安置 n.(Rest)人
名；(英、德、俄、捷、荷)雷斯特

304 right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305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306 romantically 1 [rə'mæntikəli] adv.浪漫地；不切实际地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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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run 1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309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310 schedule 1 ['ʃədju:əl, -dʒu:əl, 'skedʒu:əl, -dʒuəl] vt.安排，计划；编制目录；将……列入计划表 n.时间表；计划表；一览表

311 schedules 1 英 ['ʃedju lː] 美 ['skedʒu lː] n. 时间表，日程；一览表；计划 v. 预定；安排；编制目录

312 seeing 1 ['si:iŋ] n.看见；视觉；观看；视力 conj.因为；由于；鉴于 adj.看见的；有视觉的 v.看见（see的ing形式）

313 seek 1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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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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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separate 1 vt.使分离；使分开；使分居 vi.分开；隔开；分居 adj.单独的；分开的；不同的；各自的； n..分开；抽印本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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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separation 1 [,sepə'reiʃən] n.分离，分开；间隔，距离；[法]分居；缺口

319 settle 1 ['setl] vi.解决；定居；沉淀；下陷 vt.解决；安排；使…定居 n.有背长椅 n.(Settle)人名；(英)塞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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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Sharon 1 ['ʃærən] n.莎伦（女子名）

322 shepherd 1 ['ʃepəd] vt.牧羊；带领；指导；看管 n.牧羊人；牧师；指导者 n.(Shepherd)人名；(英)谢泼德

323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324 signing 1 ['sainiŋ] n.签署；签字 v.签字；写下；示意（sign的ing形式）

325 smoothly 1 ['smu:ðli] adv.平稳地，平滑地；流畅地，流利地

326 solve 1 [sɔlv, sɔ:lv] vt.解决；解答；溶解 vi.作解答

327 sought 1 [sɔ:t] v.寻找（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28 speci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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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specialist 1 ['speʃəlist] n.专家；专门医师 adj.专家的；专业的

330 spoke 1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331 sr 1 abbr. [化]元素锶(strontium)的符号

332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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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studied 1 ['stʌdid] adj.有计划的；故意的 v.学习（study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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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suggests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337 supervised 1 ['sjuːpəvaɪzd] adj. 有监督的 supervi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38 supporter 1 [sə'pɔ:tə] n.支持者；拥护者

339 supports 1 [sə'pɔː ts] n.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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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tables 1 [teɪblz] n. 表格 名词tabl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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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talked 1 [tɔː k] v. 交谈；商讨；演讲；阐述；劝服 n. 谈话；会谈；讨论；讲话；空谈

343 talking 1 ['tɔ:kiŋ] adj.说话的，多嘴的；有表情的 n.讲话，谈论 v.谈论；讲话（talk的ing形式） n.(Talking)人名；(英)托金

344 Tennessee 1 [,teni'si:] n.田纳西州（美国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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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347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48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49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350 trained 1 [treɪnd] adj.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51 treated 1 [triː tɪd] v. 对待；招待；治疗 vbl. 对待；招待；治疗

352 treating 1 [triː tɪŋ] n. 处理 动词treat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

353 truly 1 ['tru:li] adv.真实地，不假；真诚地 n.(Truly)人名；(英)特鲁利

354 truth 1 [tru:θ] n.真理；事实；诚实；实质

355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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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understood 1 [,ʌndə'stud] adj.被充分理解的；心照不宣的 v.明白；懂得（understand的过去分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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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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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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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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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usual 1 ['ju:ʒuəl] adj.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363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64 views 1 [v'juːz] n. 见解 名词view的复数形式.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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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visitation 1 [,vizi'teiʃən] n.访问；探视；视察；正式访问

367 visits 1 ['vɪzɪt] v. 拜访；参观；闲谈 n. 拜访；参观；聊天

368 walk 1 [wɔ:k] n.步行，走；散步 vt.散步；走过 vi.走，步行；散步 n.(Walk)人名；(德、葡)瓦尔克；(英)沃克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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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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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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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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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westchester 1 n. 韦斯切斯特(美国纽约州一县名；是有钱人居住的地方)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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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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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wor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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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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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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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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