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5-05 [As It Is] US Abortion Case Raises Questions about
Other Countrie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n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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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bortion 19 n.流产，堕胎，小产；流产的胎儿；（计划等）失败，夭折

4 of 1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for 1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6 is 1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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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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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to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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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cour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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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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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s 7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13 and 6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4 legalized 6 ['li:gəlaizd] 合法的

15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6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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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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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cas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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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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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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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world 5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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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ld 4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25 legal 4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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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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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9 women 4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30 year 4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1 abortions 3 [ə'bɔː ʃnz] 反复自然流产

32 been 3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33 Colombia 3 [kə'lʌmbiə] n.哥伦比亚（拉丁美洲国家）

34 countries 3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35 decision 3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36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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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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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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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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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英)海伊

40 la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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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42 mo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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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pregnancy 3 ['pregnənsi] n.怀孕；丰富，多产；意义深长

44 rights 3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45 rul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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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week 3 [wi:k] n.周，星期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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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across 2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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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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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America 2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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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based 2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54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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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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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ertain 2 ['sə:tən] adj.某一；必然的；确信；无疑的；有把握的 pron.某些；某几个 n.(Certain)人名；(葡)塞尔塔因；(法)塞尔坦

58 city 2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59 Colombian 2 [kə'lɔmbiən] adj.哥伦比亚的 n.哥伦比亚人

60 complete 2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61 coral 2 ['kɔ:rəl] n.珊瑚；珊瑚虫 adj.珊瑚的；珊瑚色的 n.(Coral)人名；(英、法、西、葡)科拉尔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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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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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draf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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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mple 2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66 expected 2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67 February 2 ['februəri] n.二月

68 framework 2 ['freimwə:k] n.框架，骨架；结构，构架

69 grim 2 [grim] adj.冷酷的；糟糕的；残忍的 n.(Grim)人名；(英、德、俄、捷、匈)格里姆

70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71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72 late 2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73 Latin 2 ['lætin] adj.拉丁语的；拉丁人的 n.拉丁语；拉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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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legalizing 2 ['liː ɡəlaɪz] vt. 使合法化；法律上认为正当 =legalise（英）

76 mart 2 [mɑ:t] n.集市；商业中心 n.(Mart)人名；(爱沙)马尔特；(塞、法、土库、阿塞、俄)马尔特

77 Nez 2 北方经济区（northerneconomiczone） n.(Nez)人名；(法)内；(西)内斯

78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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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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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opinion 2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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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83 peri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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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permitted 2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85 precedent 2 [pri'si:dənt, 'presi-] n.先例；前例 adj.在前的；在先的

86 questions 2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87 raises 2 ['reɪzɪz] n. 加薪；增加 名词raise的复数形式.

88 rape 2 [reip] n.强奸，掠夺；[园艺]油菜；葡萄渣 vt.强奸；掠夺，抢夺 vi.犯强奸罪

89 reproductive 2 [,ri:prə'dʌktiv] adj.生殖的；再生的；复制的

90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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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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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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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st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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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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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96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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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until 2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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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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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woman 2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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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activists 1 ['æktɪvɪsts] 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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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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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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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advocates 1 ['ædvəkeɪt] v. 提倡；主张 n. 拥护者；提倡者；律师；辩护者

107 African 1 ['æfrikən] adj.非洲的，非洲人的 n.非洲人

108 Agnes 1 ['ægnis] n.艾格尼丝（女子名）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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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amnesty 1 ['æmnisti] n.大赦，特赦 vt.对…实行大赦

111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12 Andorra 1 [æn'dɔ:rə] n.安道尔共和国；安道尔市

113 answer 1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114 Argentina 1 [,ɑ:dʒən'ti:nə] n.阿根廷（位于拉丁美洲）

115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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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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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119 awful 1 adj.可怕的；极坏的；使人敬畏的

120 back 1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
后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121 banned 1 [bæn] v. 禁止；剥夺权利 n. 禁令；禁止

122 bars 1 [bɑːz] n. 马齿龈 名词b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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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Benin 1 [bə'nin; be'ni:n] n.贝宁（位于非洲西部）；贝宁湾（几内亚湾一部分）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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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birth 1 [bɑ:θ] n.出生；血统，出身；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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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body 1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128 Brazil 1 [brə'zil] n.巴西（拉丁美洲国家）

129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130 Cairo 1 ['kaiərəu] n.开罗（埃及首都）

131 Catalina 1 [,kætə'li:nə] n.远程轰炸机 n.(Catalina)人名；(法、西)卡塔利娜；(英)卡塔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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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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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charging 1 英 [tʃɑːdʒɪŋ] 美 ['tʃɑːdʒɪŋ] n. 充电；装料；炉料 动词charge的现在分词形式.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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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
除；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138 come 1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139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140 complications 1 英 [ˌkɒmplɪ'keɪʃəns] 美 [ˌkɑmplɪ'keʃəns] n. 复杂；混乱；[医学]并发症 名词complication的复数形式.

141 concerned 1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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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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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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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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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crime 1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147 Cuba 1 ['kju:bə] n.古巴（拉丁美洲国家）

148 decriminalization 1 [di:,kriminəlai'zeiʃən,-li'z-] n.合法化；非刑事化

149 defect 1 ['di:fekt, di'f-, di'fekt] n.缺点，缺陷；不足之处 vi.变节；叛变

150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51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52 disabled 1 [dis'eibld] adj.残废的，有缺陷的 v.使…失去能力（disable的过去分词）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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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d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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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dying 1 ['daiiŋ] adj.临终的，垂死的 n.死，死亡 v.死，死亡；枯萎；失去活力（die的ing形式）

156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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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ffects 1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159 EL 1 [el] abbr.预期损失（ExpectedLoss）

160 ending 1 ['endiŋ] n.结局；结尾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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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uropean 1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163 ev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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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ceptions 1 [ɪk'sepʃənz] n. 例外 名词exception的复数形式.

165 expansion 1 [ik'spænʃən] n.膨胀；阐述；扩张物

166 extended 1 [ik'stendid] adj.延伸的；扩大的；长期的；广大的 v.延长；扩充（extend的过去分词）

167 facts 1 n. 事实 名词fact的复数形式.

168 feelings 1 ['fiː lɪŋs] n.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

169 fell 1 [fel] adj.凶猛的；毁灭性的 vt.砍伐；打倒；击倒 n.[林]一季所伐的木材；折缝；兽皮 v.掉下；摔倒；下垂；变坏（fall的过
去式） n.(Fell)人名；(英、法、德)费尔

170 fetus 1 ['fi:təs] n.胎儿，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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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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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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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gains 1 ['ɡeɪnz] n. 收益 名词gain的复数形式.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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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77 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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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Honduras 1 [hɔn'djuərəs] n.洪都拉斯（拉丁美洲国家）

179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180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181 ideas 1 观念

182 ill 1 [il] adj.生病的；坏的；邪恶的；不吉利的 adv.不利地；恶劣地；几乎不 n.疾病；不幸 n.(Ill)人名；(捷、匈)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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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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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international 1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187 Iran 1 [i'rɑ:n; i'ræn] n.伊朗（亚洲国家）

188 Ireland 1 ['aiəland] n.爱尔兰

189 Islam 1 ['izlɑ:m] n.伊斯兰教 n.(Islam)人名；(阿拉伯、巴基、孟)伊斯兰

190 Islamic 1 [iz'læmik] adj.穆斯林的；伊斯兰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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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193 June 1 n.六月；琼（人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年轻气盛的六月”）

194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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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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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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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left 1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199 legally 1 ['li:gəli] adv.合法地；法律上

200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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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maintain 1 [mein'tein] vt.维持；继续；维修；主张；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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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malformation 1 [,mælfɔ:'meiʃən] n.畸形；变形

205 malformations 1 畸形

206 Malta 1 ['mɔ:ltə] n.马尔他（欧洲岛国）

207 Marino 1 n.马里诺（男子名）

208 Mexico 1 ['meksikəu] n.墨西哥

209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210 muslim 1 ['muzlim; 'mʌz-] n.穆斯林；穆罕默德信徒 adj.伊斯兰教的

211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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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Nicaragua 1 [,nikə'rægjuə; -'rɑ:gwə] n.尼加拉瓜（拉丁美洲一国家）

214 no 1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215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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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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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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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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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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222 overturn 1 [,əuvə'tə:n, 'əuvətə:n] vt.推翻；倾覆；破坏 vi.推翻；倾覆 n.倾覆；周转；破灭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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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parties 1 英 ['pɑ tːi] 美 ['pɑ rːti] n. 聚会；宴会；政党；一伙人；[律]当事人 vi. 开派对

225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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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permissible 1 [pə'misibl] adj.可允许的；获得准许的

228 permission 1 [pə'miʃən] n.允许，许可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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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Poland 1 ['pəulənd] n.波兰（欧洲国家）

231 presented 1 ['preznt] n. 礼物；现在 adj. 出席的；现在的；当前的；存在的 v. 提出；赠送；呈现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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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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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progressive 1 [prəu'gresiv] adj.进步的；先进的 n.改革论者；进步分子

235 protecting 1 [prə'tektiŋ] adj.保护的；防护的 v.保护；防护（protect的ing形式）

236 proven 1 ['pru:vən] v.证明（prov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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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punish 1 ['pʌniʃ] vt.惩罚；严厉对待；贪婪地吃喝 vi.惩罚

239 region 1 ['ri:dʒən] n.地区；范围；部位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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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religious 1 [ri'lidʒəs] adj.宗教的；虔诚的；严谨的；修道的 n.修道士；尼姑

242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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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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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resulted 1 [rɪ'zʌlt] n. 结果；成果；答案；成绩；(足球比赛)赢 v. 产生；致使

246 revolution 1 [,revə'lu:ʃən] n.革命；旋转；运行；循环

247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248 rule 1 [ru:l] vi.统治；管辖；裁定 n.统治；规则 vt.统治；规定；管理；裁决；支配 n.(Rule)人名；(英)鲁尔；(塞)鲁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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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sadness 1 ['sædnis] n.悲哀

251 Salvador 1 ['sælvədɔ:] n.萨尔瓦多（巴西东部港市）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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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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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secretary 1 ['sekrətəri] n.秘书；书记；部长；大臣

255 seriously 1 ['siəriəsli, 'si:r-] adv.认真地；严重地，严肃地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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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exual 1 ['seksjuəl, -ʃuəl] adj.性的；性别的；有性的

258 shape 1 [ʃeip] n.形状；模型；身材；具体化 vt.形成；塑造，使成形；使符合 vi.形成；成形；成长 n.(Shape)人名；(瑞典)沙佩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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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261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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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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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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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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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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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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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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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step 1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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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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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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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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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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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75 tightened 1 ['taɪtn] vt. 使紧；勒紧；固定 vi. 变紧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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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total 1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278 Tunisia 1 [tju:'niziə; -siə] n.突尼斯（非洲国家）

279 unconstitutional 1 ['ʌn,kɔnsti'tju:ʃənəl] adj.违反宪法的 违反宪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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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Uruguay 1 ['juərəgwei] n.乌拉圭（拉丁美洲国家）

282 us 1 pron.我们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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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Vatican 1 ['vætikən] n.罗马教廷；梵蒂冈

285 version 1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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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VOA 1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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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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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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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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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93 widely 1 ['waidli] adv.广泛地

294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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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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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98 worry 1 ['wʌri, 'wə:ri] n.担心；烦恼；撕咬 vt.担心；发愁；折磨 vi.担心；烦恼；撕咬

299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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