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08 [As It Is] Texas Abortion Law Forces Women to Go Out
of State for Help 词汇表词汇表

1 Abbott 1 ['æbət] n.阿尔伯特（人名）；雅培（公司名）

2 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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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bortion 8 n.流产，堕胎，小产；流产的胎儿；（计划等）失败，夭折

4 abortions 4 [ə'bɔː ʃnz] 反复自然流产

5 ab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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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ccess 2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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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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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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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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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dvocate 1 ['ædvəkeit, 'ædvəkət] vt.提倡，主张，拥护 n.提倡者；支持者；律师

13 aid 1 [eid] n.援助；帮助；助手；帮助者 vt.援助；帮助；有助于 vi.帮助 n.(Aid)人名；(阿拉伯、印、英)艾德

14 alone 1 [ə'ləun] adj.独自的；单独的；孤独的 adv.独自地；单独地

15 already 2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6 alternative 2 [ɔ:l'tə:nətiv] adj.供选择的；选择性的；交替的 n.二中择一；供替代的选择

17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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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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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1 an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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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a 1 ['ænə] n.安娜（女子名）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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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ntonio 1 [æn'təuniəu] n.安东尼奥（男名）

25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26 appointments 1 n. 约定（appointment的复数）；[船] 设备

27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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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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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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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sking 1 ['ɑ:skiŋ] n.请求 v.问（ask的现在分词）

31 assistance 1 [ə'sistəns] n.援助，帮助；辅助设备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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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attorney 2 n.律师；代理人；检察官

34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35 ban 1 [bæn] vt.禁止，取缔 n.禁令，禁忌 n.(Ban)人名；(日)蕃(名)；(缅、老、柬)班；(东南亚国家华语)万；(法)邦；(中)饼(广东
话·威妥玛)；(德、塞、罗、阿拉伯)巴恩；(英)班恩

36 banned 1 [bæn] v. 禁止；剥夺权利 n. 禁令；禁止

37 bans 1 n.禁令（ban的复数）；结婚预告（等于banns） n.（Bans）人名；（西）班斯；（法）邦斯

38 barely 1 ['bεəli] adv.仅仅，勉强；几乎不；公开地；贫乏地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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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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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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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ecause 3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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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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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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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alls 4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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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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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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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aty 1 卡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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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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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hoice 4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54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55 clinic 4 ['klinik] n.临床；诊所

56 clinics 2 [k'lɪnɪks] 诊所

57 co 2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58 Colorado 1 [,kʌlə'rɑ:dəu] n.（美）科罗拉多；（美）科罗拉多河

59 comforting 1 ['kʌmfətiŋ] adj.安慰的；令人欣慰的 v.安慰（comfor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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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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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osts 3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64 covid 1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65 critical 1 ['kritikəl] adj.鉴定的；[核]临界的；批评的，爱挑剔的；危险的；决定性的；评论的

66 Dallas 1 ['dæləs] n.达拉斯（美国城市）

67 dan 1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68 day 1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土)达伊

69 days 2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70 Diana 1 [dai'ænə] n.黛安娜（女子名，罗马神话中之处女性守护神）；月

71 director 2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72 d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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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doctor 1 vt.修理；篡改，伪造；为…治病；授以博士学位 n.医生；博士 vi.就医；行医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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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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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drive 1 [draiv] vi.开车；猛击；飞跑 vt.推动，发动（机器等）；驾驶（马车，汽车等）；驱赶 n.驱动器；驾车；[心理]内驱力，
推进力；快车道

77 drugs 1 [drʌgz] n.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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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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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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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ffect 4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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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mployees 1 [ˌemplɔɪ'iː ] n. 受雇者；雇工；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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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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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86 enforcement 1 [in'fɔ:smənt] n.执行，实施；强制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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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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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v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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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ecutive 1 adj.行政的；经营的；执行的，经营管理的 n.总经理；执行委员会；执行者；经理主管人员

91 expanded 1 [ik'spendid] adj.扩充的；展开的 vt.扩大（expand的过去式）

92 expecting 1 [ɪk'spekt] v. 预期；期待；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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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pressing 1 v.表达；表达观点（express的ing形式）

95 extreme 1 [ik'stri:m] adj.极端的；极度的；偏激的；尽头的 n.极端；末端；最大程度；极端的事物

96 fami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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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fear 2 [fiə] n.害怕；恐惧；敬畏；担心 vt.害怕；敬畏；为…担心 vi.害怕；敬畏；为…担心

98 fearful 1 ['fiəful] adj.可怕的；担心的；严重的

99 Feder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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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101 fetus 1 ['fi:təs] n.胎儿，胎

102 financial 1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103 find 2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104 first 1 [fə:st] adv.第一；首先；优先；宁愿 n.第一；开始；冠军 adj.第一的；基本的；最早的 num.第一 n.(First)人名；(英)弗斯
特；(捷)菲尔斯特

105 f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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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for 1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7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108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09 foundation 1 [faun'deiʃən] n.基础；地基；基金会；根据；创立

110 friedell 1 n. 弗里德尔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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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fund 4 [fʌnd] n.基金；资金；存款 vt.投资；资助 n.(Fund)人名；(德)丰德

113 garland 1 ['gɑ:lənd] n.花环 vt.戴花环 n.(Garland)人名；(英、西、瑞典)加兰

114 general 2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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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117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18 g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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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go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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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Gomez 2 n.戈麦斯（男子名）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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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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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governor 1 ['gʌvənə] n.主管人员；统治者，管理者；[自]调节器；地方长官

124 greg 1 [greg] n.格雷格（男子名，等于Gregory）

125 group 4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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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h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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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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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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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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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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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32 hear 2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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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hel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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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help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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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helps 1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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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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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hired 1 [haird] v.雇用（hire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形式）；租用

140 hour 1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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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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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immigrants 1 ['ɪmɪɡrənts] n. 移民；他国移入的动植物 名词immigrant的复数形式.

144 i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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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increase 1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146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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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9 i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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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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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Jill 1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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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jobs 1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154 ju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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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justi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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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Kansas 2 ['kænzəs] n.堪萨斯州（美国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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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l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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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law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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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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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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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leave 1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163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64 let 1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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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Lilith 1 ['liliθ] n.李莉斯（女子名）

167 ll 1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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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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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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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171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172 march 1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173 may 3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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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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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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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medicine 1 ['medisin] n.药；医学；内科；巫术 vt.用药物治疗；给…用药

179 merrick 1 n.(Merrick)人名；(英、西、葡)梅里克

180 Midwest 1 [,mid'west] n.美国的中西部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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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Miranda 3 [mi'rændə] n.米兰达（女子名）

183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184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85 mor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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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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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m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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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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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190 neighboring 1 ['neibəriŋ] adj.邻近的；附近的（等于neighbouring） v.与…为邻；位于附近（neighbor的ing形式）

191 new 4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92 nonprofit 2 adj.非盈利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193 normally 1 ['nɔ:məli] adv.正常地；通常地，一般地

194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95 noun 1 [naun] n.名词 n.(Noun)人名；(以)努恩

196 number 2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197 of 1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98 offering 1 ['ɔfəriŋ, 'ɔ:-] n.提供；祭品；奉献物；牲礼 v.提供（offer的ing形式）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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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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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oh 1 [əu] int.哦；哎呀（表示惊讶或恐惧等）

202 Oklahoma 4 [,əuklə'həumə] n.美国俄克拉荷马州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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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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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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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o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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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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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09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10 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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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overnight 1 [,əuvə'nait, 'əuvənait] adv.通宵；突然；昨晚 adj.晚上的；通宵的；前夜的 n.头天晚上；一夜的逗留 vt.连夜快递 vi.过一
夜

212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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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panic 2 ['pænik] n.恐慌，惊慌；大恐慌 adj.恐慌的；没有理由的 vt.使恐慌 vi.十分惊慌 n.(Panic)人名；(罗)帕尼克

214 partner 1 ['pɑ:tnə] n.伙伴；合伙人；配偶 vi.合伙；合股；成为搭档 vt.使合作；与…合伙 n.(Partner)人名；(英、德)帕特纳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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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patient 1 adj.有耐心的，能容忍的 n.病人；患者 n.(Patient)人名；(法)帕蒂安

217 patients 3 ['peɪʃənts] n.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

218 p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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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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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per 1 [强pə:, 弱pə] prep.每；经；按照；每一 n.(Per)人名；(德、挪、丹、瑞典)佩尔

221 perc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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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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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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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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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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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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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pregnant 3 ['pregnənt] adj.怀孕的；富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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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progress 1 ['prəugres, 'prɔ-, prəu'gres] n.进步，发展；前进 vi.前进，进步；进行 n.(Progress)人名；(赞)普罗格雷斯

231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32 providers 1 [prə'vaɪdəz] 供方

233 reaching 1 [riː tʃ] v. 到达；伸出；达成；取得联系；延伸；（伸手）去够 n. 范围；影响力；河段；等级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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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rebecca 1 [ri'bekə] n.丽贝卡（女子名，寓意迷人的美）

236 received 1 [ri'si:vd] adj.被一般承认的；被认为标准的 v.收到；接受；迎接（receive的过去分词）

237 receiving 1 [ri'si:viŋ] adj.接受的 n.接受 v.接收（receive的ing形式）

238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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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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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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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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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restrictive 1 [ri'striktiv] adj.限制的；限制性的；约束的 n.限制词

244 Robbins 1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245 rupani 1 [地名] [尼泊尔] 鲁伯尼

246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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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an 1 [sa:n] abbr.存储区域网（StorageAreaNetworking） n.(San)人名；(泰)讪；(俄、罗、刚)萨恩；(土、柬)桑；(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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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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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see 1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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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seeking 3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254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255 s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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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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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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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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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威妥玛)

258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59 six 3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260 s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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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someone 3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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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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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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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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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stat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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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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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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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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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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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upplies 1 [səp'laɪz] n. 物资；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

272 supports 1 [sə'pɔː ts] n. 支持

273 t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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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ten 1 [ten] num.十个，十 n.(Ten)人名；(英)坦恩；(意)泰恩；(柬)登

275 texas 12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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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t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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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the 2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79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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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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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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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83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84 think 2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85 thinking 1 ['θiŋkiŋ] adj.思考的；思想的；有理性的；好思考的 n.思考；思想；想法；意见；见解 v.思考（think的现在分词）

286 thirds 1 [θɜːdz] n. 三号 名词third的复数形式.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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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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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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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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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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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293 tong 1 [tɔŋ, tɔ:ŋ] n.帮会，堂；钳子 vi.用钳子钳起 vt.用钳子钳起 n.(Tong)人名；(英)唐；(柬)东；(中)董(普通话·威妥玛)

294 took 5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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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transportation 1 [,trænspə'teiʃən,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系统；运输工具；流放

297 travel 2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298 treatment 2 ['tri:tmənt] n.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299 trust 2 ['trʌst] n.信任，信赖；责任；托拉斯 vt.信任，信赖；盼望；赊卖给 vi.信任，信赖；依靠 n.(Trust)人名；(英)特拉斯特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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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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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人名；(德、匈)图恩

301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02 unable 1 [ʌn'eibl] adj.不会的，不能的；[劳经]无能力的；不能胜任的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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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underground 1 ['ʌndəgraund] adv.在地下；秘密地 adj.地下的；秘密的；先锋派的 n.地下；地铁；地道；地下组织；秘密活动；
先锋派团体

305 undocumented 1 [,ʌn'dɔkjumentid] adj.无事实证明的；无正式文件的

306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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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us 1 pron.我们

308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09 usual 2 ['ju:ʒuəl] adj.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310 usually 2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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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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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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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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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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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318 week 3 [wi:k] n.周，星期

319 Weeks 3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320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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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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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324 who 3 pron.谁；什么人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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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within 2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327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328 women 9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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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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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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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you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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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