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6-16 [As It Is] US Abortions Rising as Court Prepares to Issue
Ruling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rtion 13 n.流产，堕胎，小产；流产的胎儿；（计划等）失败，夭折

2 abortions 16 [ə'bɔː ʃnz] 反复自然流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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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bsolutely 1 ['æbsəlju:tli, ,æbsə'lju:tli] adv.绝对地；完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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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ccounted 1 [ə'kɑʊntɪd] adj. 记账的；报告的 动词accou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7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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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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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11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2 aged 1 ['eidʒid] adj.年老的；…岁的；老年人特有的 v.老化（age的过去式）；成熟；变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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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5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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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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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ppears 1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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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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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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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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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ttending 1 adj.（医生）主治的 v.参加（attend的现在分词）；注意，听；照顾；[常用被动语态]（作为结果、情况）伴随

26 availability 1 [ə,veilə'biləti] n.可用性；有效性；实用性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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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9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30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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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egan 2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33 best 1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34 between 3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35 birth 1 [bɑ:θ] n.出生；血统，出身；起源

36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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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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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a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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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arol 1 ['kærəl] vi.欢乐地歌唱；唱耶诞颂歌 n.颂歌，赞美诗；欢乐之歌 vt.欢唱；歌颂 n.(Carol)人名；(英)卡罗尔，卡萝尔(女名)

41 carries 1 ['kæri] v. 携带；运送；搬运；带有；传播；承载 n. 【计】进位；运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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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43 CDC 2 abbr. 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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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hildbirth 1 ['tʃaildbə:θ] n.分娩

46 chose 1 [英[tʃəʊz] 美[tʃoz]] v.choose的过去式,选择 n.【法律】物体；动产 n.(Chose)人名；(法)肖兹

47 clinics 1 [k'lɪnɪks] 诊所

48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49 committee 1 [kə'miti] n.委员会

50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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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ontraception 2 [,kɔntrə'sepʃən] n.避孕

53 control 2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54 counted 1 [kaʊnt] v. 计算；视为；依赖；重要，有价值 n. 计数；总数 n. 伯爵（欧洲国家的贵族头衔）

55 cour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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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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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damage 1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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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data 1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60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61 decline 1 [di'klain] n.下降；衰退；斜面 vi.下降；衰落；谢绝 vt.谢绝；婉拒

62 decrease 1 [di'kri:s, 'di:-, 'di:kri:s, di'k-] n.减少，减小；减少量 vi.减少，减小 vt.减少，减小

63 demonstrates 1 ['demənstreɪt] vt. 证明；演示；示范 vi. 示威

64 devastating 2 ['devəsteitiŋ] adj.毁灭性的；全然的 v.摧毁（devastate的ing形式）；毁坏

65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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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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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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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down 1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70 dropped 1 [drɒpt] v. 降下(减少；划线；停止；除去)

71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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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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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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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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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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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factor 1 ['fæktə] n.因素；要素；[物]因数；代理人 vi.做代理商 vt.把…作为因素计入；代理经营；把…分解成 n.(Factor)人名；(英)
法克特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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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fewer 1 ['fju:ə] adj.较少的 pron.较少数 int.较少数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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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fi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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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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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5 forms 1 ['fɔː mz] n. 表格；形式；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

86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87 from 8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88 gather 1 ['gæðə] vt.收集；收割；使…聚集；使…皱起 vi.聚集；化脓；皱起 n.聚集；衣褶；收获量 n.(Gather)人名；(德)加特

89 George 1 [dʒɔ:dʒ] n.乔治（男子名）；自动操纵装置；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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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go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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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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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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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guttmacher 3 n. 古特马赫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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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harm 1 [hɑ:m] n.伤害；损害 vt.伤害；危害；损害 n.(Harm)人名；(德)哈尔姆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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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health 3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00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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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03 Illinois 2 [,ili'nɔi(z)] n.伊利诺斯州（美国州名）

104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05 in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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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07 incre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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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increased 3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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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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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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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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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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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its 4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17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118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119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20 latest 1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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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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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legalized 1 ['li:gəlaizd] 合法的

124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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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limited 1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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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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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long 1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129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30 lowest 1 ['ləuist] adj.最低的；最小的（low的最高级）；最底下的

131 made 1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132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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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Medicaid 3 ['medi,keid] n.（美）医疗补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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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medication 1 [,medi'keiʃən] n.药物；药物治疗；药物处理

137 Missouri 2 [mi'zuəri] n.密苏里（美国州名）

138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39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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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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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nation 3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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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nationwide 1 ['neiʃənwaid] adj.全国范围的；全国性的 adv.在全国

144 need 2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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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47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48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149 numb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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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Numbers 3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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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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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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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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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opposes 1 英 [ə'pəʊz] 美 [ə'poʊz] v. 反对；对抗；使对立

156 option 1 ['ɔpʃən] n.[计]选项；选择权；买卖的特权

157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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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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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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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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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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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pandemic 4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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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p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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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paying 1 ['pei'ŋ] adj.支付的；赢利的；合算的 n.支付；填缝；放送绳链 v.支付；报答（pay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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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per 2 [强pə:, 弱pə] prep.每；经；按照；每一 n.(Per)人名；(德、挪、丹、瑞典)佩尔

168 perce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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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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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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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pill 1 [pil] n.药丸；弹丸，子弹；口服避孕药 vt.把…制成丸剂；使服用药丸；抢劫，掠夺（古语） vi.做成药丸；服药丸 n.(Pill)
人名；(英)皮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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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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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point 1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174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75 populous 1 ['pɔpjuləs] adj.人口稠密的；人口多的

176 pregnancies 1 ['preɡnənsi] n. 怀孕；妊娠；含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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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pregnant 2 ['pregnənt] adj.怀孕的；富有意义的

179 prepares 1 英 [prɪ'peə(r)] 美 [prɪ'per] v. 预备；准备

180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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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183 prevented 1 [prɪ'vent] v. 预防；防止，阻止；挡住

184 prevention 1 [pri'venʃən, pri:-] n.预防；阻止；妨碍

185 procedure 3 [prə'si:dʒə] n.程序，手续；步骤

186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187 progra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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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providers 1 [prə'vaɪdəz] 供方

189 provides 1 [prə'vaɪd] v. 供给；提供；准备；规定；抚养

190 pushed 1 [puʃt] adj.处于窘境的；为难的；推挤现象的 v.推；挤；逼迫（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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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193 rate 2 [reit] n.比率，率；速度；价格；等级 vt.认为；估价；责骂 vi.责骂；被评价 n.(Rate)人名；(法、塞)拉特

194 reached 1 到达

195 ready 1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人名；(英)雷迪

196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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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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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repor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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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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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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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researchers 2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203 resident 1 adj.居住的；定居的 n.居民；住院医生

204 residents 1 ['rezɪdənts] 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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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ri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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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08 ris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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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rosenbaum 1 n. 罗森鲍姆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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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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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sara 1 ['sɑ:rə] n.萨拉（女子名）；萨拉族；萨拉人

213 saw 2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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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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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伊；(匈、罗)绍伊

215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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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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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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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sharply 1 ['ʃa:pli] adv.急剧地；锐利地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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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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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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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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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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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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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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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29 starting 1 ['stɑ tː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230 sta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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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State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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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topped 1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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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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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supports 1 [sə'pɔː ts] n.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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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survey 2 [sə:'vei, 'sə:vei, sə-] n.调查；测量；审视；纵览 vt.调查；勘测；俯瞰 vi.测量土地

238 suspended 1 [sə'spendid] adj.悬浮的；暂停的，缓期的（宣判）

239 texas 1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240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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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th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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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the 3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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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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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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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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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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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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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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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t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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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Tobias 1 [tə'baiəs] n.托拜厄斯（男子名）

254 traveling 1 ['trævəliŋ] adj.旅行（用）的；移动的 v.旅行（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 n.走步（等于walking）

255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256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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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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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us 1 pron.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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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vital 2 ['vaitəl] adj.至关重要的；生死攸关的；有活力的 n.(Vital)人名；(法、德、意、俄、葡)维塔尔；(西)比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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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63 Washington 2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264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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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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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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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69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70 woman 2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271 women 5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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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274 York 2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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