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5-08 [Health and Lifestyle] Use of Medication to End
Pregnancies Is Rising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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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rtion 23 n.流产，堕胎，小产；流产的胎儿；（计划等）失败，夭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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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s 1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pills 15 [pɪl] n. 药丸；药片 v. 服用药丸；把 ... 制成药丸；<俚>投票反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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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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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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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of 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1 sai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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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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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r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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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State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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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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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n 6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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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women 6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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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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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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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23 en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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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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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law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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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medication 4 [,medi'keiʃən] n.药物；药物治疗；药物处理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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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online 4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9 where 4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30 who 4 pron.谁；什么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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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year 4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3 abortions 3 [ə'bɔː ʃnz] 反复自然流产

34 access 3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35 across 3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36 Dakot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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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donley 3 n. 唐利

38 drugs 3 [drʌgz] n.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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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FDA 3 [ˌefdiː 'eɪ] abbr. 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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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go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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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43 lawmakers 3 n.立法者(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

44 lines 3 [laɪnz] n. (剧本中的)台词；诗歌；线条；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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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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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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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prescription 3 [pris'kripʃən] n.药方；指示；惯例 adj.凭处方方可购买的

49 professor 3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50 rights 3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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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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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sout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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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use 3 [ju:z] n.使用；用途；发挥 vt.利用；耗费 vi.使用，运用 n.(Use)人名；(德)乌泽

55 used 3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56 woman 3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57 action 2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58 against 2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59 ant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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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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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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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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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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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linic 2 ['klinik] n.临床；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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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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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delivery 2 [di'livəri] n.[贸易]交付；分娩；递送

69 doct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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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drug 2 [drʌg] n.药；毒品；麻醉药；滞销货 vt.使服麻醉药；使服毒品；掺麻醉药于 vi.吸毒 n.(Drug)人名；(罗)德鲁格

71 enforcement 2 [in'fɔ:smənt] n.执行，实施；强制

72 frontier 2 ['frʌntjə] n.前沿；边界；国境 adj.边界的；开拓的 n.(Frontier)人名；(法)弗龙捷

73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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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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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importance 2 [im'pɔ:təns] n.价值；重要；重大；傲慢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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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legal 2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79 leibel 2 n. 利贝尔

80 mail 2 [meil] n.邮件；邮政，邮递；盔甲 vt.邮寄；给…穿盔甲 vi.邮寄；寄出 n.(Mail)人名；(法)马伊

81 Minnesota 2 [,mini'səutə] n.明尼苏达州（美国中北部洲）

82 next 2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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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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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opponents 2 [ə'pəʊnənts]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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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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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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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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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pharmacies 2 英 ['fɑːməsi] 美 ['fɑ rːməsi] n. 药房；药剂学

91 pregnancies 2 ['preɡnənsi] n. 怀孕；妊娠；含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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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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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receive 2 [ri'si:v] 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95 recent 2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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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restrictions 2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98 rising 2 ['raiziŋ] n.上升；起床；造反 adj.上升的；上涨的；新兴的 adv.接近 v.上升（rise的ing形式） n.(Rising)人名；(瑞典)里辛；
(英)赖辛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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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01 school 2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102 seek 2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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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suggested 2 [sə'dʒestɪd] adj. 建议的；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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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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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08 trips 2 [trɪp] n. 旅行；摔倒；差错；轻快的步伐 vt. 使跌倒；使失败；使犯错；起锚；竖帆 vi. 绊倒；旅行；轻快地走；失误；
结巴

109 university 2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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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week 2 [wi:k] n.周，星期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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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ziegler 2 ['zi:glə] n.齐格勒（德语人名）；捷格罗白葡萄酒

114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115 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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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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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activists 1 ['æktɪvɪsts] 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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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120 advised 1 [əd'vaizd] adj.考虑过的；细想过的 v.建议（advise的过去分词）；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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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23 Anthony 1 ['æntəni] n.安东尼（人名）

124 ap 1 abbr.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Press）；空气污染（AirPollution）；大气规划（AirProgram）；汇编程序
（AssemblyProgram） n.(Ap)人名；(中)鸭(广东话·威妥玛)

125 appointments 1 n. 约定（appointment的复数）；[船]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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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approved 1 [ə'pru:vd] adj.被认可的；经过检验的 v.核准；认可（approve的过去式）

127 Arkansas 1 ['ɑ:kənsɔ:] n.（美国）阿肯色州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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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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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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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battleground 1 ['bætlgraund] n.战场

132 besides 1 [bi'saidz] adv.此外；而且 prep.除…之外

133 border 1 ['bɔ:də] n.边境；边界；国界 vt.接近；与…接壤；在…上镶边 vi.接界；近似 n.(Border)人名；(英)博德

134 br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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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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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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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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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candidate 1 n.候选人，候补者；应试者

139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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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142 changes 1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143 clinics 1 [k'lɪnɪks] 诊所

144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145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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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cou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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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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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50 cross 1 n.交叉，十字；十字架，十字形物 vi.交叉；杂交；横过 vt.杂交；渡过；使相交 adj.交叉的，相反的；乖戾的；生气的

151 crossing 1 ['krɔ:siŋ] n.十字路口；杂交；横渡；横道 v.横越（cross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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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decided 1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154 decides 1 [dɪ'saɪd] v. 决定；判断；断定

155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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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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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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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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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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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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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lecting 1 [ɪ'lekt] v. 选举；选择 adj. 精选的；当选的；[神学]被上帝选中的 n. 被选中者；[神学]上帝的选民

163 enforce 1 [in'fɔ:s] vt.实施，执行；强迫，强制

164 enforceable 1 [in'fɔ:səbl] adj.可实施的；可强行的；可强迫的

165 enforced 1 [in'fɔ:st] adj.实施的；强制执行的 v.执行（enforce的过去分词）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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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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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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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fetus 1 ['fi:təs] n.胎儿，胎

169 field 1 ['fi:ld] n.领域；牧场；旷野；战场；运动场 vi.担任场外队员 adj.扫描场；田赛的；野生的 vt.把暴晒于场上；使上场 n.
(Field)人名；(英、法、德、葡)菲尔德

170 fi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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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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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Florida 1 ['flɔridə] n.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州）

173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74 form 1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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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gaining 1 ['geɪnɪŋ] n. 开槽 动词gain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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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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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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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grapple 1 ['græpl] vi.抓住；格斗；抓斗机 vt.抓住；与…格斗 n.抓住；格斗

181 grappling 1 ['græpliŋ] n.擒拿；探线；锚定 v.抓钩；扭打；握牢（grapple的ing形式）

182 greer 1 n.(Greer)人名；(英)格里尔

183 guttmacher 1 n. 古特马赫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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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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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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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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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91 increasing 1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192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193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94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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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internationally 1 [,intə'næʃənəli] adv.国际性地；在国际间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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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Kentucky 1 [ken'tʌki; kən-] n.肯塔基州

199 knowledge 1 ['nɔlidʒ] n.知识，学问；知道，认识；学科 n.(Knowledge)人名；(南非)诺利奇

200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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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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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leaked 1 [liː kt] adj. 漏的 动词lea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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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legislators 1 ['ledʒɪsleɪtəz] 立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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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list 1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208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209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210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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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Mary 1 ['mɛəri] n.玛丽（女子名）

212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213 mechanisms 1 ['mekənɪzəmz] 机制

214 medically 1 ['medikli] adv.医学上地；医药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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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message 1 ['mesidʒ] n.消息；差使；启示；预言；广告词 vi.报信，报告；[通信]报文 vt.通知

217 mifepristone 1 [,mifi'pristəun] n.米非司酮；美服培酮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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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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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2 much 1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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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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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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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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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offer 1 [ˈɒfə] vt.提供；出价；试图 n.提议；出价；意图；录取通知书 vi.提议；出现；献祭；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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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officially 1 [ə'fiʃəli] adv.正式地；官方地；作为公务员

230 Ohio 1 [əu'haiəu] n.俄亥俄州（美国一个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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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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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rations 1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234 opinion 1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235 opposed 1 [ə'pəuzd] adj.相反的；敌对的 v.反对（oppose的过去分词）；使对立

236 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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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238 organizations 1 [ˌɔː ɡənaɪ'zeɪʃnz] n. 组织机构（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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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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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242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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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percentage 1 [pə'sentidʒ] n.百分比；百分率，百分数

245 pharmacy 1 ['fɑ:məsi] n.药房；配药学，药剂学；制药业；一批备用药品

246 phone 1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247 physically 1 ['fizikli] adv.身体上，身体上地

248 Pittsburgh 1 ['pitsbə:g] n.匹兹堡（美国一座城市）

249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50 politicians 1 [pɒlɪ'tɪʃnz] 政治家

251 pregnant 1 ['pregnənt] adj.怀孕的；富有意义的

252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253 presidential 1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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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professional 1 [prə'feʃənəl] adj.专业的；职业的；职业性的 n.专业人员；职业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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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profit 1 ['prɔfit] n.利润；利益 vi.获利；有益 vt.有益于 n.(Profit)人名；(法)普罗菲

257 prosecute 1 ['prɔsikju:t] vt.检举；贯彻；从事；依法进行 vi.起诉；告发；作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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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question 1 ['kwestʃən] n.问题，疑问；询问；疑问句 vt.询问；怀疑；审问 vi.询问；怀疑；审问

260 rather 1 ['rɑ:ðə, 'ræ-] adv.宁可，宁愿；相当 int.当然啦（回答问题时用） n.(Rather)人名；(英)拉瑟

261 realize 1 vt.实现；认识到；了解；将某物卖得，把(证券等)变成现钱；变卖

262 regulation 1 [,regju'leiʃən] n.管理；规则；校准 adj.规定的；平常的

263 regulations 1 [reɡjʊ'leɪʃnz] n. 规程；条例 名词regulation的复数形式.

264 release 1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265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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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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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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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270 requirement 1 [ri'kwaiəmənt] n.要求；必要条件；必需品

271 resear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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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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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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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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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276 service 1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277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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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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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old 1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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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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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specializes 1 ['speʃəlaɪz] v. 专攻

284 stop 1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285 store 1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286 struggle 1 ['strʌgl] vi.奋斗，努力；挣扎 n.努力，奋斗；竞争 vt.使劲移动；尽力使得

287 sue 1 [sju:, su:] vt.控告；请求 vi.控告；提出请求 n.(Sue)人名；(日)末(名)；(法)休；(英)休(女子教名Susan、Susanna的昵称)

288 supports 1 [sə'pɔː ts] n. 支持

289 supreme 1 [sju'pri:m, sə-] adj.最高的；至高的；最重要的 n.至高；霸权

290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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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target 1 n.目标，指标；（攻击的）对象；靶子 v.把...作为目标；面向，对准（某群体） n.（Target）美国塔吉特公司

293 tells 1 [tel] v. 告诉；吩咐；讲述；表达；辨别；判断；泄露；告发；产生效果

294 Tennessee 1 [,teni'si:] n.田纳西州（美国州名）

295 texas 1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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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therapy 1 ['θerəpi] n.治疗，疗法

298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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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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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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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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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03 treatment 1 ['tri:tmənt] n.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304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305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06 unexpected 1 [,ʌnik'spektid] adj.意外的，想不到的

307 unidentified 1 adj.未经确认的；未辨别出的，身份不明的

308 visits 1 ['vɪzɪt] v. 拜访；参观；闲谈 n. 拜访；参观；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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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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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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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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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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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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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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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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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worried 1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320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21 written 1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322 yearly 1 ['jə:li, 'jiə-] adj.每年的 adv.每年；一年一次 n.年刊；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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