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03 [As It Is] US Supreme Court Leaves Texas Law
Restricting Abortions in Place 词汇表词汇表

1 Abbott 2 ['æbət] n.阿尔伯特（人名）；雅培（公司名）

2 abortion 10 n.流产，堕胎，小产；流产的胎儿；（计划等）失败，夭折

3 abortions 8 [ə'bɔː ʃnz] 反复自然流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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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6 actions 2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7 activists 3 ['æktɪvɪsts] 积极分子

8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9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0 against 5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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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greed 1 [ə'gri:d] adj.同意的；通过协议的 v.同意；赞成（agree的过去式）

13 aims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4 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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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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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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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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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20 an 10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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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no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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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nuj 1 阿努杰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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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nyone 4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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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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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sked 2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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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ssociation 1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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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33 Banning 2 ['bæniŋ] n.班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班宁（男子名）；浪子娇娃（电影名）

34 bans 2 n.禁令（ban的复数）；结婚预告（等于banns） n.（Bans）人名；（西）班斯；（法）邦斯

35 bar 1 n.条，棒；酒吧；障碍；法庭 vt.禁止；阻拦 prep.除……外 n.(Bar)人名；(阿拉伯、德、法、俄、罗、捷、波、葡、以)巴
尔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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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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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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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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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iden 1 n. 拜登(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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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bit 1 n.[计]比特（二进位制信息单位）；少量；马嚼子；辅币；老一套；一点，一块 vt.控制 adj.很小的；微不足道的 adv.有点
儿；相当 vt.咬（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3 block 3 n.块；街区；大厦；障碍物 vt.阻止；阻塞；限制；封盖 adj.成批的，大块的；交通堵塞的 n.(Block)人名；(英、法、
德、西、葡、芬、罗)布洛克

44 bounties 1 ['baʊnti] n. 慷慨；慷慨的赠予物；（由政府提供的）奖金

45 bounty 2 ['baunti] n.慷慨；丰富；奖励金；赠款 vt.发给…奖金等；为…而发给赏金 vi.以赏金等形式发放

46 bring 2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47 brings 1 [brɪŋz] v. 带来；促使；引起；劝诱（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48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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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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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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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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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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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arolina 1 [,kærə'lainə] n.卡罗莱纳州（在美国东南部）

55 ca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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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57 catching 1 ['kætʃiŋ] adj.传染性的；有魅力的 v.抓住（catch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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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en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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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hicago 1 [ʃi'kɑ:gəu] n.芝加哥（美国中西部城市）

61 chief 1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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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itizens 5 ['sɪtɪzənz] 公民

64 clinic 2 ['klinik] n.临床；诊所

65 clinics 1 [k'lɪnɪks] 诊所

66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67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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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70 conclusion 2 [kən'klu:ʒən] n.结论；结局；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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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constitutional 2 [,kɔnsti'tju:ʃənəl] adj.宪法的；本质的；体质上的；保健的 n.保健散步；保健运动

73 constitutionality 4 [,kɔnsti,tju:ʃə'næliti] n.符合宪法；立宪

74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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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cour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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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court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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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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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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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decision 5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81 defendants 2 [dɪ'fendənts] n. 被告人 名词defendant的复数形式.

82 deliver 1 [di'livə] vt.交付；发表；递送；释放；给予（打击）；给…接生 vi.实现；传送；履行；投递 n.投球

83 delivering 1 v.发表（deliver的ing形式）；投递

84 discovered 1 英 [dɪ'skʌvə(r)] 美 [dɪ'skʌvər] v. 发现；偶然撞见；发觉

85 dissent 2 [di'sent] vi.不同意；不信奉国教 n.异议；（大写）不信奉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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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divided 1 [di'vaidid] adj.分裂的；分开的；有分歧的 v.分开（divide的过去分词）；分离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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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doctors 2 英 ['dɒktə(r)] 美 ['dɑːktər] n. 博士；医生 v. 篡改，伪造；阉割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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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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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dr 2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92 drives 1 n. 驱动程序；驱动器 名词driv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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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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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ffectively 1 [i'fektivli] adv.有效地，生效地；有力地；实际上

96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97 enacted 1 [ɪ'nækt] vt. 制定法律；扮演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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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nforce 1 [in'fɔ:s] vt.实施，执行；强迫，强制

100 enforced 2 [in'fɔ:st] adj.实施的；强制执行的 v.执行（enforce的过去分词）

101 enforcement 4 [in'fɔ:smənt] n.执行，实施；强制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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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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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stablished 2 [i'stæbliʃt] adj.确定的；已制定的，已建立的

105 Evans 1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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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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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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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feel 1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111 fetal 1 ['fi:tl] adj.胎的，胎儿的

112 fetus 1 ['fi:təs] n.胎儿，胎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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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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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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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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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formally 1 ['fɔ:məli] adv.正式地；形式上

119 formed 1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120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21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22 game 1 [geim] n.游戏；比赛 adj.勇敢的 vi.赌博 n.(Game)人名；(英)盖姆；(法)加姆；(西)加梅

123 gerald 1 ['dʒerəld] n.杰拉尔德（男子名，义为勇敢的战士）

124 get 3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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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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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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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30 governor 1 ['gʌvənə] n.主管人员；统治者，管理者；[自]调节器；地方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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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greg 1 [greg] n.格雷格（男子名，等于Gregory）

132 group 3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33 h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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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135 hands 1 n.[解剖]手（hand的复数） v.给，传递（hand的单三形式） n.(Hands)人名；(英)汉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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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harmon 1 ['hɑːmən] mute[音](装在小号或长号上的)" 哇哇" 弱音器( 亦作wa - wamute)

138 Harold 1 ['hærəld] n.哈罗德（男子名）

139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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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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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h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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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143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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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heartbeat 3 ['hɑ:tbi:t] n.心跳；情感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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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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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helping 1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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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highest 1 ['haiist] adj.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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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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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Idaho 1 ['aidəhəu] n.爱达荷

155 in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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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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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interferes 1 英 [ˌɪntə'fɪə(r)] 美 [ˌɪntər'fɪr] vi. 干涉；妨碍

159 intervene 1 [,intə'vi:n] vi.干涉；调停；插入

160 intervention 1 [,intə'venʃən] n.介入；调停；妨碍

161 involv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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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is 1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3 issued 1 ['ɪʃu ]ː n. 议题；问题；期刊号；一次发行额；发行；<律>子女 v. 发表；公布；正式发给；发行；流出

164 i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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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66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167 john 1 [dʒɔn] n.厕所

168 Jonathan 1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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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judge 1 [dʒʌdʒ] vt.判断；审判 n.法官；裁判员 vi.审判；判决 n.(Judge)人名；(英)贾奇

171 judgement 1 ['dʒʌdʒmənt] n.意见；判断力；[法]审判；评价

172 justice 2 ['dʒʌstis] n.司法，法律制裁；正义；法官，审判员 n.(Justice)人名；(英)贾斯蒂斯，贾斯蒂丝(女名)

173 kent 1 [kent] n.肯特（英国东南部州名）；不列颠岛南部的古代盎格鲁所建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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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khattar 1 哈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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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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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law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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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laws 4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180 lawsuit 1 ['lɔ:sju:t] n.诉讼（尤指非刑事案件）；诉讼案件

181 lawsuits 1 n. 诉讼，法律诉讼；控诉（lawsui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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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least 3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184 leaves 1 [li:vz] n.树叶；花瓣（leaf的复数） v.离开（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

185 leaving 1 ['li:viŋ] n.离开；残余；渣滓 v.离开；留下；舍弃（leave的ing形式）

186 legal 6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187 legislation 2 [,ledʒis'leiʃən] n.立法；法律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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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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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limited 1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191 little 2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192 local 1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193 low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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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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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majority 5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196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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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99 medical 3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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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Mississippi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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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203 money 2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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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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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nation 2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207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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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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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11 offers 1 英 ['ɒfə(r)] 美 ['ɔː fər] vt. 提供；提出；（卖方）出价；贡献 vi. 提议；出现；求婚 n. 提议；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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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officials 2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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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Oklahoma 1 [,əuklə'həumə] n.美国俄克拉荷马州

216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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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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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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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operation 1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220 opinion 3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221 opponents 1 [ə'pəʊnənts] 对手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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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ord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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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organized 1 ['ɔ:gənaizd] adj.有组织的；安排有秩序的；做事有条理的 v.组织（organiz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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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27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228 overturn 2 [,əuvə'tə:n, 'əuvətə:n] vt.推翻；倾覆；破坏 vi.推翻；倾覆 n.倾覆；周转；破灭

229 overturned 1 ['əʊvətɜːnd] adj. 倒转的 动词overtu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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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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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part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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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pass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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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35 perc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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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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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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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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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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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pew 1 [pju:] n.座位；会众；教堂内的靠背长凳 vt.排座位 n.(Pew)人名；(英)皮尤

242 physicians 1 [fɪ'zɪʃnz] 医师

243 pla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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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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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power 2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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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pregnant 2 ['pregnənt] adj.怀孕的；富有意义的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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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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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privat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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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254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255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56 protected 1 [prə'tektid] adj.受保护的 v.保护；防卫（protect的过去分词）

257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258 providing 1 [prəu'vaidiŋ] conj.假如，以…为条件 v.供给（provide的ing形式）；预备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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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puts 1 [pʊts] n.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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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questioned 1 ['kwestʃən] n. 问题；疑问 v. 询问；怀疑

262 questioning 1 ['kwestʃəniŋ] n.质问 v.询问，审问（question的现在分词）

263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264 raised 1 [[reizd] adj.凸起的；发酵的；浮雕的 v.提高（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举起；抚育，抚养

265 reasons 1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266 receive 1 [ri'si:v] 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267 refused 2 [rɪ'fjuːz] v. 拒绝 n. 垃圾；废物

268 regarding 2 [ri'gɑ:diŋ, ri:-] prep.关于，至于

269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70 relationship 1 [ri'leiʃənʃip] n.关系；关联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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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remained 1 [rɪ'meɪn] v. 剩余；逗留；留下；依然；保持 n. 剩余物；遗迹；残骸

273 re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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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reporting 1 英 [rɪ'pɔː tɪŋ] 美 [rɪ'pɔː 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275 reproductive 1 [,ri:prə'dʌktiv] adj.生殖的；再生的；复制的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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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resear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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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responsibility 2 [ri.spɔnsə'biliti] n.责任，职责；义务

279 restricting 1 [rɪs'trɪktɪŋ] adj. 限制的，约束的 v. 限制，约束，束缚（restrict的现在分词）

280 restrictions 1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281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282 reuters 3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83 reward 1 [ri'wɔ:d] n.[劳经]报酬；报答；酬谢 vt.[劳经]奖励；奖赏

284 r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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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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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Roberts 1 ['rɔbəts] n.罗伯茨（姓氏）

288 roe 3 [rəu] n.鱼卵，鱼子；牝鹿，獐 n.(Roe)人名；(英、意)罗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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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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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sa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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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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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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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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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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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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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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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301 signed 1 [saind] adj.有符号的；已签字的；有正负之分的 v.署名；写下；预示；示意（sign的过去分词）

302 simply 1 ['simpli] adv.简单地；仅仅；简直；朴素地；坦白地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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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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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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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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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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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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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sources 1 英 [sɔː s] 美 [sɔː rs] n. 来源；发源地；原始资料 v. 从...获得

310 sou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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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starting 1 ['stɑ tː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312 stat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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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statement 3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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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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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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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successfully 1 [sək'sesfəli] adv.成功地；顺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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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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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supreme 5 [sju'pri:m, sə-] adj.最高的；至高的；最重要的 n.至高；霸权

321 texas 17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322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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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tha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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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the 6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25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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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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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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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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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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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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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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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to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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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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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36 unborn 1 [,ʌn'bɔ:n] adj.未来的；未诞生的

337 unclear 1 英 [ˌʌn'klɪə(r)] 美 [ˌʌn'klɪr] adj. 不清楚的；含混的

338 under 2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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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unprecedented 1 [,ʌn'presidəntid] adj.空前的；无前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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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us 2 pron.我们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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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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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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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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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wade 3 ['weid] vi.跋涉 vt.涉水；费力行走 n.跋涉；可涉水而过的地方

349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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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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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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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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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354 Weeks 2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355 west 1 [west] n.西；西方；西部 adj.西方的；朝西的 adv.在西方；向西方；自西方 n.(West)人名；(英、德、芬、瑞典)韦斯特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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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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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where 3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359 whether 2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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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who 3 pron.谁；什么人

362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363 wild 1 [waild] adj.野生的；野蛮的；狂热的；荒凉的 n.荒野 adv.疯狂地；胡乱地 n.(Wild)人名；(英)怀尔德；(法、德、葡、捷、
匈)维尔德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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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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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woman 3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367 women 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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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workers 2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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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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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wrote 2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73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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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