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7-22 [Health and Lifestyle] State Abortion Bans Prevent
Women from Getting Medication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2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abortion 9 n.流产，堕胎，小产；流产的胎儿；（计划等）失败，夭折

3 abortions 1 [ə'bɔː ʃnz] 反复自然流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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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ccount 1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6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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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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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ffairs 1 英 [ə'feə(r)] 美 [ə'fer] n. 私通；事件；事务；事情

10 affects 1 [ə'fekt] vt. 影响；感动；作用

11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2 Alabama 1 [,ælə'bæmə] n.阿拉巴马州（美国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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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iance 1 [ə'laiəns] n.联盟，联合；联姻

15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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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18 amounts 2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19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0 and 1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1 animals 1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22 annie 1 ['æni] n.安妮（女子名）

23 ant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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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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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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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7 arthritis 5 [ɑ:'θraitis] n.[外科]关节炎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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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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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ssociation 1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31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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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abies 1 ['beɪbi] n. 婴儿；宝贝儿；孩子气的人 adj. 婴儿的；小型的 vt. 溺爱

33 baby 1 ['beibi] n.婴儿，婴孩；孩子气的人 vt.纵容，娇纵；把……当婴儿般对待 adj.婴儿的；幼小的 n.(Baby)人名；(法、葡)巴
比；(英)巴比，芭比(女名)；(俄)巴贝

34 bans 3 n.禁令（ban的复数）；结婚预告（等于banns） n.（Bans）人名；（西）班斯；（法）邦斯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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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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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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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40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41 birth 2 [bɑ:θ] n.出生；血统，出身；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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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boots 1 [bu:ts] n.靴子（boot的复数）；（英）擦靴的仆役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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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bullets 1 ['bʊlɪts] n. 弹药；军火 名词bullet的复数形式.

45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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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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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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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a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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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ancer 1 ['kænsə] n.癌症；恶性肿瘤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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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arolina 1 [,kærə'lainə] n.卡罗莱纳州（在美国东南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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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aty 1 卡蒂

54 caught 1 [kɔ:t] v.捕捉（catch的过去分词）

55 cause 3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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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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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hilling 2 ['tʃiliŋ] adj.寒冷的；冷漠的；使人恐惧的；令人寒心的；呱呱叫的（等于chillin） n.冷却；寒冷 v.冷却（chill的ing形式）

59 civil 1 ['sivəl] adj.公民的；民间的；文职的；有礼貌的；根据民法的 n.(Civil)人名；(土)吉维尔；(法)西维尔

60 clearly 1 ['kliəli] adv.清晰地；明显地；无疑地；明净地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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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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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omment 3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64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65 commonly 2 ['kɔmənli] adv.一般地；通常地；普通地

66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67 companies 1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68 company 1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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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71 condition 2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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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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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conflicting 1 [kən'fliktiŋ] adj.冲突的；相矛盾的；不一致的 v.冲突；争执（conflic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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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cost 1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77 costly 1 ['kɔstli] adj.昂贵的；代价高的 n.(Costly)人名；(英)科斯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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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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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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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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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crossfire 2 英 ['krɒsfaɪə(r)] 美 ['krɔː sfaɪər] n. 交叉火力；困境；相互指责；串报

83 cvs 1 CVS公司(财富500强公司之一, 总部所在地美国, 主要经营零售)；[医]绒膜绒毛取样（=chorionic villus sampling）

84 deal 1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西)
迪尔

85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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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denying 1 [dɪ'naɪ] vt. 否认；拒绝承认；拒绝给予；自制

87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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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difficulties 1 ['dɪfɪkəlti] n. 困难；争议；麻烦

90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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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diseases 1 [dɪ'ziː zɪz] 病害

93 disturbing 1 [di'stə:biŋ] adj.令人不安的；烦扰的 v.干扰；打断（disturb的ing形式）

94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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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doct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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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doctors 3 英 ['dɒktə(r)] 美 ['dɑːktər] n. 博士；医生 v. 篡改，伪造；阉割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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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dru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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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drugs 1 [drʌgz] n.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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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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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ctopic 1 [ek'tɔpik] adj.异位的；异常的

103 effect 2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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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nacted 1 [ɪ'nækt] vt. 制定法律；扮演

106 en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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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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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ngland 1 n.英格兰

109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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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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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nsure 2 [in'ʃuə] vt.保证，确保；使安全

112 examined 1 [ɪg'zæmɪnd] adj. 检查过的；诊察过的；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3 faced 1 [feist] adj.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有…表面的 v.面对（face的过去分词）

114 fear 1 [fiə] n.害怕；恐惧；敬畏；担心 vt.害怕；敬畏；为…担心 vi.害怕；敬畏；为…担心

115 Federa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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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feel 1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117 female 1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118 figuratively 1 ['figjurətivli] adv.比喻地；象征性地

119 fill 2 [fil] vt.装满，使充满；满足；堵塞；任职 vi.被充满，膨胀 n.满足；填满的量；装填物 n.(Fill)人名；(德、俄、匈)菲尔

120 filled 1 [fild] adj.满的；装满的；加满的

121 following 1 ['fɔləuiŋ] adj.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n.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v.跟随；沿行（follow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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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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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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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foundation 3 [faun'deiʃən] n.基础；地基；基金会；根据；创立

126 frightening 1 ['fraitəniŋ] adj.令人恐惧的；引起突然惊恐的

127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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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Georgia 1 ['dʒɔ:dʒjə] n.乔治亚州；格鲁吉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乔治娅（女子名）

130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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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getting 4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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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134 global 1 ['gləubəl] adj.全球的；总体的；球形的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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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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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Gregory 1 ['gregəri] n.格雷戈里（男子名，古代罗马教皇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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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40 guidance 2 ['gaidəns] n.指导，引导；领导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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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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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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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hav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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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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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47 healthy 1 ['helθi] adj.健康的，健全的；有益于健康的

148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49 h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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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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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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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54 i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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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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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independent 1 [,indi'pendənt] adj.独立的；单独的；无党派的；不受约束的 n.独立自主者；无党派者

157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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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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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i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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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62 las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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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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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laws 7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165 lead 1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166 leading 1 ['li:diŋ] adj.领导的；主要的 n.领导；铅板；行距 v.领导（lead的ing形式）

167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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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legislation 1 [,ledʒis'leiʃən] n.立法；法律

170 legislative 1 ['ledʒislətiv] adj.立法的；有立法权的 n.立法权；立法机构

171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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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73 limiting 1 ['limitiŋ] adj.限制的；限制性的 v.限制；限定（limit的现在分词）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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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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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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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178 ll 1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179 low 1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180 lupus 1 ['lju:pəs] n.[内科][皮肤]狼疮；天狼座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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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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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market 1 ['mɑ:kit] n.市场；行情；股票市场；市面；集市；销路；商店 vt.在市场上出售 vi.做买卖 n.(Market)人名；(塞)马尔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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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me 2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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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medication 7 [,medi'keiʃən] n.药物；药物治疗；药物处理

188 medications 1 [medɪ'keɪʃnz] 药物

189 medicine 2 ['medisin] n.药；医学；内科；巫术 vt.用药物治疗；给…用药

190 medicines 2 ['medsnz] 药品

191 methotrexate 9 [,meθə'trekseit] n.甲氨蝶呤，[药]氨甲叶酸，[药]氨甲蝶呤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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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miscarriage 2 [,mis'kæridʒ] n.[妇产]流产；失败；误送

194 Missouri 4 [mi'zuəri] n.密苏里（美国州名）

195 month 2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96 mo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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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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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99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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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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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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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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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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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207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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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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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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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organ 1 n.器官；机构；风琴；管风琴；嗓音；阴茎 n.（Organ）人名；（英）奥根

212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13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14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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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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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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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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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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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Pennsylvania 1 [,pensil'veinjə] n.宾夕法尼亚州（美国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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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pharmaceutical 1 [,fɑ:mə'sju:tikəl] adj.制药（学）的 n.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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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pharmacist 1 ['fɑ:məsist] n.药剂师

225 pharmacists 5 ['fɑːməsɪsts] 药剂师

226 pharmacy 4 ['fɑ:məsi] n.药房；配药学，药剂学；制药业；一批备用药品

227 Philadelphia 1 [,filə'delfjə; -fiə] n.费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港市）

228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29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30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31 posts 1 英 [pəʊst] 美 [poʊst] n. 职位；邮件；标竿 v. 邮递；通知；布置；派遣；急行 adv. 快速地

232 pregnancy 8 ['pregnənsi] n.怀孕；丰富，多产；意义深长

233 prepared 1 adj.准备好的 v.准备（prepare的过去分词）

234 prescribe 1 [pris'kraib] vi.规定；开药方 vt.规定；开处方

235 prescribed 3 [prɪ'skraɪbd] adj. 规定的

236 prescribing 1 [prɪ'skraɪb] v. 开处方；规定，命令，指示；限制，限定

237 prescription 2 [pris'kripʃən] n.药方；指示；惯例 adj.凭处方方可购买的

238 prescriptions 3 [prɪsk'rɪpʃnz] 方例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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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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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242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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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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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providers 1 [prə'vaɪdəz] 供方

246 punishment 1 ['pʌniʃmənt] n.惩罚；严厉对待，虐待

247 rachel 1 ['reitʃəl] n.雷切尔（女子名）

248 refuses 1 v.拒绝；抵制（refuse的第三人称单数）；推辞 n.[环境]垃圾（refuse的复数）；[环境]废物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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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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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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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represents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255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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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restrictive 1 [ri'striktiv] adj.限制的；限制性的；约束的 n.限制词

258 restricts 1 [rɪ'strɪkt] vt. 限制；约束

259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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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62 rheumatoid 3 ['ru:mətɔid, 'ru-] adj.患风湿症的；风湿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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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rights 2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64 roe 1 [rəu] n.鱼卵，鱼子；牝鹿，獐 n.(Roe)人名；(英、意)罗

265 rose 1 n.玫瑰；粉红色；蔷薇（花）；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玫瑰花的；玫瑰色的；粉红色的；带有玫瑰香味的 vt.使成玫瑰色，
使（面颊）发红；使有玫瑰香味 vi.起义(rise的过去式)；升起；（数量）增加；休会

266 rul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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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rural 1 ['ruərəl] adj.农村的，乡下的；田园的，有乡村风味的

268 sai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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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a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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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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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72 Schultz 1 n.舒尔茨（姓氏）

273 see 2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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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shots 1 英 [ʃɒt] 美 [ʃɑ tː] n. 注射；投篮；发射；拍摄；开枪；子弹 adj. (织物)闪色的；精疲力尽的；完了的 动词shoot的过去式和
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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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imply 2 ['simpli] adv.简单地；仅仅；简直；朴素地；坦白地

278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279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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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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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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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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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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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86 sou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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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stachel 1 n. 施塔赫尔

288 stat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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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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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State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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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steven 1 ['sti:vən] n.史蒂文（男子名）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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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store 2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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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strict 1 [strikt] adj.严格的；绝对的；精确的；详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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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sup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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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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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300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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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303 tell 1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304 temple 1 ['templ] n.庙宇；寺院；神殿；太阳穴 n.(Temple)人名；(法)唐普勒；(英)坦普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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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Tennessee 1 [,teni'si:] n.田纳西州（美国州名）

306 texas 1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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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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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the 4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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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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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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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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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threatening 1 ['θretəniŋ] adj.危险的；胁迫的；凶兆的 v.威胁；恐吓；迫近（threaten的ing形式）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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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throughout 1 [θru:'aut] adv.自始至终，到处；全部 prep.贯穿，遍及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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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to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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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321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22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23 treat 5 [tri:t] vt.治疗；对待；探讨；视为 vi.探讨；请客；协商 n.请客；款待 n.(Treat)人名；(英)特里特

324 trusted 1 [trʌst] n. 信任；信托 vi. 信任 vt. 相信；委托

325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26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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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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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330 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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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used 6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32 uterus 2 ['ju:tərəs] n.[解剖]子宫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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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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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wade 1 ['weid] vi.跋涉 vt.涉水；费力行走 n.跋涉；可涉水而过的地方

336 wait 1 [weit] vt.等候；推迟；延缓 vi.等待；耽搁；伺候用餐 n.等待；等候 n.(Wait)人名；(英)韦特；(捷)魏特

337 walgreen 1 沃尔格林(财富500强公司之一, 总部所在地美国, 主要经营零售)

338 wa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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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40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41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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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343 week 3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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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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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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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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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which 4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49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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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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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willing 1 ['wiliŋ] adj.乐意的；自愿的；心甘情愿的 v.决心；用意志力驱使；将（财产等）遗赠某人（will的现在分词） n.(Willing)
人名；(德、芬、瑞典)维林；(英)威林

351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52 women 4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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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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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57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58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59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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