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5-04 [As It Is] Report_ US High Court Could Overturn
Abortion Right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2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to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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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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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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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rtion 16 n.流产，堕胎，小产；流产的胎儿；（计划等）失败，夭折

7 is 1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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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r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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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O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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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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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roe 9 [rəu] n.鱼卵，鱼子；牝鹿，獐 n.(Roe)人名；(英、意)罗

13 be 7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4 overturn 7 [,əuvə'tə:n, 'əuvətə:n] vt.推翻；倾覆；破坏 vi.推翻；倾覆 n.倾覆；周转；破灭

15 document 6 n.文件，公文；[计]文档；证件 vt.记录，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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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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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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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wi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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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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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3 decision 4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24 draft 4 n.汇票；草稿；选派；（尤指房间、烟囱、炉子等供暖系统中的）（小股）气流 vt.起草；制定；征募 vi.拟稿；绘样；
作草图 adj.初步画出或（写出）的；（设计、草图、提纲或版本）正在起草中的，草拟的；以草稿形式的；草图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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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justic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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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leaked 4 [liː kt] adj. 漏的 动词lea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8 opinion 4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29 righ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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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rights 4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31 wade 4 ['weid] vi.跋涉 vt.涉水；费力行走 n.跋涉；可涉水而过的地方

32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3 abortions 3 [ə'bɔː ʃnz] 反复自然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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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American 3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36 anti 3 ['ænti, -tai] adj.反对的 n.反对者，反对论者 n.(Anti)人名；(意)安蒂；(阿拉伯)安提

37 choice 3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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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does 3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39 fin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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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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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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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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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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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leak 3 [li:k] n.泄漏；漏洞，裂缝 vt.使渗漏，泄露 vi.漏，渗；泄漏出去 n.(Leak)人名；(英)利克；(东南亚国家华语)力

45 majority 3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46 organization 3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47 our 3 ['auə, ɑ:] pron.我们的

48 pro 3 [prəu] adv.赞成地 n.赞成者；赞成的意见 prep.赞成 n.(Pro)人名；(意)普罗

49 s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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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sta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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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supreme 3 [sju'pri:m, sə-] adj.最高的；至高的；最重要的 n.至高；霸权

52 version 3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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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wrote 3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55 accurate 2 ['ækjurət] adj.精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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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alito 2 n. 阿利托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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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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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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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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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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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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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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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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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asey 2 ['keisi:] n.凯西（男子名）

68 choose 2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69 collins 2 ['kɔlinz] n.柯林斯（姓氏名）；柯林斯酒

70 confirmed 2 [kən'fə:md] adj.确认的；保兑的；坚定的；惯常的 v.确证；使坚定（confirm的过去分词）；批准

71 constitution 2 n.宪法；体制；章程；构造；建立，组成；体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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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count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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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Dakota 2 [də'kəutə] n.达科他（美国过去一地区名，现分为南、北达科他州） adj.达科他人的

75 elected 2 v.（进行）选举(el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推举； 选择；决定（做某事）

76 fall 2 [fɔ:l] vi.落下；变成；来临；减弱 n.下降；秋天；瀑布 vt.砍倒；击倒 adj.秋天的 n.(Fall)人名；(法、芬、瑞典)法尔；(英、
匈)福尔；(阿拉伯)法勒

77 gathered 2 ['gæðəɒ] adj. 聚集的；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78 gorsuch 2 n. 戈萨奇

79 governor 2 ['gʌvənə] n.主管人员；统治者，管理者；[自]调节器；地方长官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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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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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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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immediately 2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83 inconsistent 2 [,inkən'sistənt] adj.不一致的；前后矛盾的

84 Kavanaugh 2 n. 卡瓦诺

85 known 2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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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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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89 November 2 [nəu'vembə] n.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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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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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politico 2 [pə'litikəu] n.政客

93 possible 2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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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96 protect 2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97 reported 2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98 republi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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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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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Roberts 2 ['rɔbəts] n.罗伯茨（姓氏）

101 rul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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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should 2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103 sm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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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sou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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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start 2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106 stated 2 ['steitid] adj.规定的；阐明的；定期的 v.规定（state的过去分词）；陈述；阐明

107 Stat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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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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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10 Tuesday 2 ['tju:zdi; -dei] n.星期二

111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12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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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York 2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115 you 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16 access 1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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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ctivists 1 ['æktɪvɪsts] 积极分子

119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120 adding 1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121 adults 1 [æ'dʌlts] n. 成年人；成年动物；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

122 agreement 1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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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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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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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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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arms 1 [a:mz] n.臂（arm的复数）；[军]武器；纹章 v.武装；配备（arm的三单形式） n.(Arms)人名；(英)阿姆斯

128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29 authentic 1 [ɔ:'θentik] adj.真正的，真实的；可信的

130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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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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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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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biden 1 n. 拜登(姓氏)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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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brett 1 [bret] n.布雷特（男子名）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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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139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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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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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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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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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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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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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completely 1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147 confirm 1 [kən'fə:m] vt.确认；确定；证实；批准；使巩固

148 confirmation 1 [,kɔnfə'meiʃən] n.确认；证实；证明；批准

149 constitution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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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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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democratic 1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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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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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documents 1 英 ['dɒkjumənt] 美 ['dɑːkjumənt] n. 文件；公文；文档 vt. 记载；(用文件等)证明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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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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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159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160 egregious 1 [i'gri:dʒiəs] adj.惊人的；过分的；恶名昭彰的

161 egregiously 1 [i'gridʒəsli] adv.惊人地；异乎寻常地；过份地；卓越地

162 elect 1 [i'lekt] adj.选出的；当选的；卓越的 n.被选的人；特殊阶层；上帝的选民 vt.选举；选择；推选 vi.作出选择；进行选举

163 elections 1 n. 选举，选举制；投票（election的复数形式）

164 ends 1 ['endz] n. 结束；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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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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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rrors 1 n. 误差；错误 名词error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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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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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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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former 1 ['fɔ:mə] adj.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n.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n.(Former)人名；(法)福尔梅；(德、捷)福尔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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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174 front 1 [frʌnt] n.前面；正面；前线 vt.面对；朝向；对付 vi.朝向 adj.前面的；正面的 adv.在前面；向前 n.(Front)人名；(法)弗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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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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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guarantee 1 [,gærən'ti:] n.保证；担保；保证人；保证书；抵押品 vt.保证；担保

178 guttmacher 1 n. 古特马赫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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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hearings 1 n.听力( hearing的名词复数 ); 听觉; 听力所及的距离; 听证会

181 heed 1 [hi:d] vi.注意，留心 n.注意到；留心到 vt.注意，留心 n.(Heed)人名；(瑞典)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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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hol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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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hoped 1 英 [həʊpt] 美 [hoʊpt] adj. 希望的；盼望的 动词ho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5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186 illegal 1 adj.[法]非法的；违法的；违反规则的 n.非法移民，非法劳工

187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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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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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introduced 1 [ɪntrəd'juːst] v. 介绍，引进（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1 investigation 1 [in,vesti'geiʃən] n.调查；调查研究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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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194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195 john 1 [dʒɔn] n.厕所

196 justices 1 [d'ʒʌstɪsɪz] 公平

197 kathy 1 ['kæθi] n.凯西（女子名，等于Katherine）

198 Kristi 1 克里斯季

199 la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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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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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leaders 1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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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legal 1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204 legalized 1 ['li:gəlaizd] 合法的

205 levels 1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06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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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Maine 1 [mein] n.缅因州（美国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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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medical 1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211 meetings 1 ['miː tɪŋz] n. 会议 名词meeting的复数形式.

212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213 men 1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214 mid 1 [mid] adj.中间的；中央的 prep.在…之中 n.(Mid)人名；(柬)米

215 Mississipp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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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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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mistakes 1 [mɪ'steɪk] n. 错误；误会；过失 v. 误解；弄错

217 morning 1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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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mu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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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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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nation 1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222 needs 1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223 neil 1 [ni:l] n.尼尔（男子名）

224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25 nine 1 [nain] n.九，九个 num.九；九个 adj.九的，九个的 n.(Nine)人名；(塞)尼内

226 noem 1 内姆

227 note 1 [nəut] n.笔记；音符；票据；注解；纸币；便笺；照会；调子 vt.注意；记录；注解 n.(Note)人名；(英)诺特

228 noticed 1 ['nəʊtɪst] v. 注意，通知，留意（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9 numb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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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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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officer 1 ['ɔfisə, 'ɔ:-] n.军官，警官；公务员，政府官员；船长 vt.指挥 n.(Officer)人名；(英)奥菲瑟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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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234 ordered 1 ['ɔ:dəd] adj.[数]有序的；整齐的；安排好的 v.命令；点餐（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5 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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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overruled 1 英 [ˌəʊvə'ru lː] 美 [ˌoʊvər'ru lː] v. 驳回；否决；统治；对...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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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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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parenthood 1 n.亲子关系；父母身份

240 pass 1 [pɑ:s, pæs] n.及格；经过；护照；途径；传球 vi.经过；传递；变化；终止 vt.通过；经过；传递 n.(Pass)人名；(英、法、
德、俄)帕斯

241 pentagon 1 ['pentəgən] n.五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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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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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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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planned 1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246 policymakers 1 n.政策制定者，决策人( policymaker的名词复数 )

247 position 1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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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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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promised 1 英 ['prɒmɪs] 美 ['prɑːmɪs] n. 诺言；预示；约定；(有)希望 v. 允诺；发誓；答应；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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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rare 1 adj.稀有的；稀薄的；半熟的 adj.杰出的；极度的；非常好的 adv.非常；极其 vi.用后腿站起；渴望

253 reacted 1 [ri'ækt] v. 反应；反攻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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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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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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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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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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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260 represent 1 [,repri'zent] vt.代表；表现；描绘；回忆；再赠送 vi.代表；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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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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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264 Samuel 1 ['sæmjuəl] n.撒母耳（希伯来先知）；塞缪尔（男子名）

265 save 1 vt.节省；保存；储蓄；解救 vi.节省；挽救 prep.除...之外 n.救援 n.(Save)人名；(法)萨夫；(意、保、西、罗、塞、瑞典)
萨薇(女名)，萨韦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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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68 secret 1 ['si:krit] n.秘密；秘诀；机密 adj.秘密的；机密的 n.(Secret)人名；(法)塞克雷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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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session 1 ['seʃən] n.会议；（法庭的）开庭；（议会等的）开会；学期；讲习会

271 shortly 1 ['ʃɔ:tli] adv.立刻；简短地；唐突地

272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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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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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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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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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tud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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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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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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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82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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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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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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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thirty 1 ['θə:ti] n.三十年代 num.三十 adj.三十个的

288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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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1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291 unborn 1 [,ʌn'bɔ:n] adj.未来的；未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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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us 1 pron.我们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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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Vietnam 1 n.越南（东南亚国家）

296 voted 1 英 [vəʊt] 美 [voʊt] n. 选举权；投票；选举；投票结果 v. 表决；选举；投票

297 voters 1 ['vəʊtəz] 选民

298 votes 1 [vəuts] v.投票；提倡（vo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选票；选举；得票数（vote的复数形式）

299 waiting 1 ['weitiŋ] n.等待；服侍 adj.等待的；服侍的 v.等待；伺候（wait的ing形式）；延缓 n.(Waiting)人名；(英)韦廷

300 war 1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301 Washington 1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302 weaken 1 ['wi:kən] vt.减少；使变弱；使变淡 vi.变弱；畏缩；变软弱

303 week 1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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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welcome 1 ['welkəm] adj.受欢迎的 n.欢迎 vt.欢迎 int.欢迎 n.(Welcome)人名；(英)韦尔科姆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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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07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308 women 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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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wrong 1 adv.错误地；邪恶地，不正当地 n.坏事；不公正 adj.错误的；失常的；不适当的 vt.委屈；无理地对待；诽谤 n.(Wrong)
人名；(英)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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