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0-04 [As It Is] India's Elite Military Academy to Accept
Women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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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men 22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4 i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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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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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of 1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7 and 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8 military 9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9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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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rmy 7 ['ɑ:mi] n.陆军，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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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 cour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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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hav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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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cademy 5 [ə'kædəmi] n.学院；研究院；学会；专科院校

16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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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be 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8 combat 5 ['kɔmbæt, kəm'bæt] vt.反对；与…战斗 vi.战斗；搏斗 n.战斗；争论 adj.战斗的；为…斗争的 n.(Combat)人名；(法)孔巴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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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1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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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wi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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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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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India 4 ['indiə] n.印度（南亚国家）

25 roles 4 ['rəʊlz] n. 角色（名词role的复数形式）

26 ruling 4 ['ru:liŋ] adj.统治的；主要的；支配的；流行的，普遍的 n.统治，支配；裁定

27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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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s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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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someth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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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supreme 4 [sju'pri:m, sə-] adj.最高的；至高的；最重要的 n.至高；霸权

31 them 4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32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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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rgued 3 英 ['ɑːɡju ]ː 美 ['ɑ rːɡju ]ː v. 说服；争论；辩论

35 attend 3 [ə'tend] vt.出席；上（大学等）；照料；招待；陪伴 vi.出席；致力于；照料；照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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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quality 3 [i:'kwɔləti] n.平等；相等；[数]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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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gend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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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government 3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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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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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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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perc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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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permitted 3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45 positions 3 [pə'ziʃənz] n.[水运]位置（position的复数）；定位

46 program 3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47 ranks 3 ['ræŋks] n. 队伍 名词rank的复数形式.

48 rise 3 [raiz, rais] vi.上升；增强；起立；高耸 vt.使…飞起；使…浮上水面 n.上升；高地；增加；出现

49 should 3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50 VOA 3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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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53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54 career 2 n.生涯；职业；事业；速度，全速 adj.作为毕生职业的 vi.全速前进，猛冲

55 chance 2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56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57 college 2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58 conflict 2 [kən'flikt, 'kɔnflikt] n.冲突，矛盾；斗争；争执 vi.冲突，抵触；争执；战斗

59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60 defense 2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61 document 2 n.文件，公文；[计]文档；证件 vt.记录，记载

62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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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64 gi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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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hold 2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66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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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l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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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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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men 2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70 mindset 2 ['maɪndset] n. 精神状态；心态；意向

71 month 2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72 mostly 2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73 nair 2 ['na:iə] 耐尔（一种检验法）；印度水獭

74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75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76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77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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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on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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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organization 2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80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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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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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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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patriarchal 2 [,peitri'ɑ:kəl] adj.家长的；族长的；由族长统治的

83 permit 2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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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petition 2 [pi'tiʃən] n.请愿；请愿书；祈求；[法]诉状 vi.请愿；请求 vt.请愿；请求；恳求

86 physical 2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87 psychological 2 [,psaikə'lɔdʒikəl] adj.心理的；心理学的；精神上的

88 regressive 2 [ri'gresiv] adj.回归的；后退的；退化的

89 sa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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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serve 2 [sə:v]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n.发球，轮到发
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91 shorter 2 ['ʃɔ:tə] adj.较短的；更短的；更矮的（short的比较级） n.(Shorter)人名；(英)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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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 2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94 slow 2 [sləu] adj.慢的；减速的；迟钝的 vi.变慢；变萧条 vt.放慢；阻碍 adv.慢慢地；迟缓地 n.(Slow)人名；(英)斯洛

95 step 2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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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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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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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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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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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02 towards 2 [tə'wɔ:dz, tu-, 'təuədz, twɔ:dz] prep.朝，向；对于；有助于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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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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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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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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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who 2 pron.谁；什么人

108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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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11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112 abilities 1 [ə'bɪləti] n. 能力；才能

113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114 accept 1 [ək'sept] vt.接受；承认；承担；承兑；容纳 vi.承认；同意；承兑

115 acceptable 1 [ək'septəbl] adj.可接受的；合意的；可忍受的

116 achievement 1 n.成就；完成；达到；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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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ir 1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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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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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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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armed 1 [ɑ:md] adj.武装的；有扶手的；有防卫器官的（指动物） n.(Armed)人名；(科摩)阿米德

124 ash 1 [æʃ] n.灰；灰烬 n.(Ash)人名；(英、俄、捷)阿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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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Australia 1 [ɔ'streiljə] n.澳大利亚，澳洲

126 barring 1 ['bɑ:riŋ] prep.除非；不包括；除…以外 v.阻拦（bar的ing形式） n.(Barring)人名；(德)巴林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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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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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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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132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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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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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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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37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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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childcare 1 英 ['tʃaɪldkeə(r)] 美 ['tʃaɪldker] n. 幼托

139 colleges 1 ['kɒlɪdʒɪz] 高校

140 command 1 [kə'mɑ:nd] vi.命令，指挥；控制 vt.命令，指挥；控制；远望 n.指挥，控制；命令；司令部 n.(Command)人名；(法)
科芒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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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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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constitution 1 n.宪法；体制；章程；构造；建立，组成；体格

144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145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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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count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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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course 1 n.科目；课程；过程；进程；道路；路线，航向；一道菜 vt.追赶；跑过 vi.指引航线；快跑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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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criticized 1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151 cultures 1 ['kʌltʃəz] n. 文化 名词culture的复数形式.

152 Delhi 1 ['deli] n.德里（印度城市名）

153 desirable 1 [di'zaiərəbl] adj.令人满意的；值得要的 n.合意的人或事物

154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155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156 discrimination 1 [dis,krimi'neiʃən] n.歧视；区别，辨别；识别力

157 doctors 1 英 ['dɒktə(r)] 美 ['dɑːktər] n. 博士；医生 v. 篡改，伪造；阉割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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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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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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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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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lite 1 [ei'li:t, i'li:t] n.精英；精华；中坚分子

163 engineers 1 英 [ˌendʒɪ'nɪə(r)] 美 [ˌendʒɪ'nɪr] n. 工程师；机(械)师 vt. 设计；建造；策划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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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nter 1 ['entə] vt.进入；开始；参加 vi.参加，登场；进去 n.[计]输入；回车 n.(Enter)人名；(英)恩特

166 entered 1 ['entə(r)d] adj. 进入的 动词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67 entry 1 ['entri] n.进入；入口；条目；登记；报关手续；对土地的侵占

168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69 exams 1 [ɪɡ'zæmz] examinations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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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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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fa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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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74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175 finally 1 ['fainəli] adv.最后；终于；决定性地

176 force 1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177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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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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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full 1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181 gener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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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Germany 1 ['dʒə:məni] n.德国

183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184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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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87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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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happy 1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190 hearing 1 ['hiəriŋ] n.听力；审讯，听讯 v.听见（hear的ing形式） n.(Hearing)人名；(英)希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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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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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Indian 1 ['indiən] adj.印度的；印第安人的；印第安语的 n.印度人；印第安人；印第安语

194 influence 1 ['influəns] n.影响；势力；感化；有影响的人或事 vt.影响；改变

195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96 institute 1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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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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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involv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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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Israel 1 ['izreiəl] n.以色列（亚洲国家）；犹太人，以色列人

201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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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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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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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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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lawyers 1 ['lɔː jəz]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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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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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length 1 [leŋθ, leŋkθ] n.长度，长；时间的长短；（语）音长

211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212 level 1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213 lieutenant 1 [lef'tenənt, lu:'t-] n.中尉；副官；助理人员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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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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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limit 1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216 limitations 1 [lɪmɪ'teɪʃnz] n. 局限；不足之处 名词limitation的复数形式.

217 limits 1 ['lɪmɪts] n.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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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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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makers 1 n. 迈克（美国一家公司）

221 males 1 ['meɪlz] n. 壮丁；男人 名词male的复数形式.

222 marks 1 [ma:rks] n.标记，记号；唛头，分数；台面标志 n.(Marks)人名；(英、德、意、瑞典、西、捷)马克斯；(俄)马克思

223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224 million 1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225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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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motherhood 1 ['mʌðəhud] n.母性；母亲身份；母亲们（总称）

227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228 navy 1 ['neivi] n.海军 深蓝色的

229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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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non 1 [nɔn] adv.非，不 n.投反对票的人，反对票 n.(Non)人名；(柬)嫩；(俄)诺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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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nurses 1 ['nɜːsɪz] n. 护士；看护；保姆 名词nurse的复数形式.

234 opens 1 英 ['əʊpənz] 美 ['oʊpənz] v. 打开 动词ope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35 opportunity 1 [,ɔpə'tju:niti] n.时机，机会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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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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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peace 1 [pi:s] n.和平；平静；和睦；秩序 n.(Peace)人名；(英)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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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41 prevents 1 [prɪ'vent] v. 预防；防止，阻止；挡住

242 proc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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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prove 1 [pru:v] vt.证明；检验；显示 vi.证明是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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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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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researcher 1 [ri:'sə:tʃə] n.研究员

248 resisting 1 [rɪ'zɪstɪŋ] adj. 稳定的；坚固的；耐久的 动词resist的现在分词形式.

249 restricted 1 [ri'striktid] adj.受限制的；保密的 v.限制（restr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0 returning 1 v.归还，[计]返回，回复（return的ing形式） n.回归

251 role 1 [rəul] n.角色；任务 n.(Role)人名；(意、塞、赤几)罗莱

252 ruled 1 [ru lː] n. 规则；条例；习惯；统治；直尺 v. 支配；统治；画直线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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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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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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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senior 1 ['si:njə] adj.高级的；年长的；地位较高的；年资较深的，资格较老的 n.上司；较年长者；毕业班学生 n.(Senior)人名；
(英)西尼尔

257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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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served 1 英 [sɜːv] 美 [sɜ rː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259 small 1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
人名；(英)斯莫尔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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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societies 1 [sə'saɪəti] n. 社会；(共同遵守一定的习俗、法律等的）特定群体；社团；协会；上层社会；社交圈；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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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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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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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standard 1 ['stændəd] n.标准；水准；旗；度量衡标准 adj.标准的；合规格的；公认为优秀的 n.(Standard)人名；(英)斯坦达德；
(德)施坦达德

266 standards 1 [s'tændədz] n. 规格 名词standard的复数形式.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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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Sta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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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till 1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270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271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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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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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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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throug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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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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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toward 1 [英 [tɔ:d, təʊrd, tə̍ wɔ:d] 美 [tɔrd, tord, təˈwɔrd]] prep.向；对于；为了；接近 adj.即将来到的，进行中的 n.(Toward)人名；
(英)特沃德

280 training 1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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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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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violated 1 ['vaɪəleɪt] v. 侵犯；违反；扰乱；亵渎；强奸

285 voice 1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286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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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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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90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291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92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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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5 worse 1 [wə:s, 'wə:s] adj.更坏的；更差的；更恶劣的（bad的比较级）；（病情）更重的（ill的比较级） adv.更糟；更坏；更恶劣
地；更坏地 n.更坏的事；更恶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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