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8-29 [Health and Lifestyle] Pregnancy Complications Gain
Attention after Abortion Ruling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6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2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t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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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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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gnancy 18 ['pregnənsi] n.怀孕；丰富，多产；意义深长

6 is 1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 and 1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8 or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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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th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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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bortion 10 n.流产，堕胎，小产；流产的胎儿；（计划等）失败，夭折

11 an 9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2 ca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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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4 pregnancies 8 ['preɡnənsi] n. 怀孕；妊娠；含蓄；丰富

15 a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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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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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may 7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8 complications 6 英 [ˌkɒmplɪ'keɪʃəns] 美 [ˌkɑmplɪ'keʃəns] n. 复杂；混乱；[医学]并发症 名词complication的复数形式.

19 doctors 6 英 ['dɒktə(r)] 美 ['dɑːktər] n. 博士；医生 v. 篡改，伪造；阉割

20 fetus 6 ['fi:təs] n.胎儿，胎

21 mother 6 ['mʌðə] n.母亲；大娘；女修道院院长 vt.生下；养育；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母亲的；出生地的

22 problems 6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23 thi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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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uterus 6 ['ju:tərəs] n.[解剖]子宫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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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condition 5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27 ectopic 5 [ek'tɔpik] adj.异位的；异常的

28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9 severe 5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30 tube 5 [tju:b, tu:b] n.管；电子管；隧道；电视机 vt.使成管状；把…装管；用管输送 vi.乘地铁；不及格

31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2 ab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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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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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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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develops 4 [dɪ'veləp] v. 发展；发育；开发；冲洗(照片)

36 early 4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37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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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life 4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39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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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41 patients 4 ['peɪʃənts] n.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

42 placenta 4 [plə'sentə] n.[胚]胎盘；[植]胎座

43 sac 4 [sæk] n.[生物]囊；液囊 n.(Sac)人名；(西)萨克

44 s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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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treatment 4 ['tri:tmənt] n.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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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before 3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48 birth 3 [bɑ:θ] n.出生；血统，出身；起源

49 blood 3 [blʌd] n.血，血液；血统 vt.从…抽血；使先取得经验 n.(Blood)人名；(英、西)布拉德

50 bod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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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breaks 3 [b'reɪks] n. 断裂 名词break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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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hances 3 英 [tʃɑːns] 美 [tʃæns] n. 可能性；机会；偶然性 v. 偶然发生；碰巧；冒 ... (的险)

54 childbirth 3 ['tʃaildbə:θ] n.分娩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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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omplication 3 [,kɔmpli'keiʃən] n.并发症；复杂；复杂化；混乱

57 embryo 3 ['embriəu] n.[胚]胚胎；胚芽；初期 adj.胚胎的；初期的

58 ending 3 ['endiŋ] n.结局；结尾

59 here 3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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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include 3 [in'klu:d] vt.包含，包括

62 infection 3 [in'fekʃən] n.感染；传染；影响；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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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membranes 3 膜

65 often 3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66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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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pressure 3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68 Stat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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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such 3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70 swollen 3 ['swəulən] adj.肿胀的，浮肿的；浮夸的；激动兴奋的

71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72 Weeks 3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73 women 3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74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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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animal 2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77 another 2 [ə'nʌðə] adj.又一，另一；另外的；不同的 pron.另一个；又一个 prep.另一个；另一个人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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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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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attention 2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81 black 2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82 bleeding 2 ['bli:diŋ] n.出血；渗色 adj.流血的；同情的 v.出血；渗出（bleed的ing形式）；感到疼痛

83 blurred 2 英 [blɜːd] 美 [blɜ rːd] adj. 模糊的；难辨的；记不清的 动词blu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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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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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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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cases 2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87 common 2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88 connected 2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89 crucial 2 ['kru:ʃəl] adj.重要的；决定性的；定局的；决断的

90 danger 2 ['deindʒə] n.危险；危险物，威胁 n.(Danger)人名；(法)当热

91 dangerous 2 ['deindʒərəs] adj.危险的 危险地

92 develop 2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93 due 2 [dju:, du:] adj.到期的；预期的；应付的；应得的 n.应付款；应得之物 adv.正（置于方位词前） n.(Due)人名；(英)迪尤

94 each 2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95 emphasize 2 ['emfəsaiz] vt.强调，着重

96 e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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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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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fallopian 2 n.法罗皮奥氏（管） 输卵管（fallopiantube）

99 force 2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100 happens 2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101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02 hi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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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increases 2 [ɪn'kriː s] v. 增加；提高 n. 增加；增强；提高

104 inducing 2 [ɪn'djuːsɪŋ] n. 感应；引导 动词in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105 k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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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le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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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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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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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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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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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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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preeclampsia 2 [,pri:i'klæmpsi:ə] n.[妇产]子痫前期；惊厥前期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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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recommend 2 [,rekə'mend] vt.推荐，介绍；劝告；使受欢迎；托付 vi.推荐；建议

115 recommended 2 [rekə'mendɪd] adj. 被推荐的 动词recomm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6 risk 2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117 rupture 2 ['rʌptʃə] n.破裂；决裂；疝气 vi.破裂；发疝气 vt.使破裂；断绝；发生疝

118 sometimes 2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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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successful 2 [sək'sesful] adj.成功的；一帆风顺的

121 symptoms 2 ['sɪmptəmz] n. 症候 名词symptom的复数形式.

122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123 too 2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124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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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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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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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womb 2 [wu:m] n.[解剖]子宫；发源地 vt.容纳

128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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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abortions 1 [ə'bɔː ʃnz] 反复自然流产

130 abruption 1 [ə'brʌpʃən] n.分离；中断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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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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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134 affect 1 [ə'fekt, 'æfekt] vt.影响；感染；感动；假装 vi.倾向；喜欢 n.情感；引起感情的因素

135 affected 1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6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137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38 andrew 1 ['ændru:] n.安德鲁（男子名）

139 ankle 1 ['æŋkl] n.踝关节，踝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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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apart 1 [ə'pɑ:t] adv.相距；与众不同地；分离着 adj.分离的；与众不同的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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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attaches 1 [ə'tætʃ] v. 附上；系上；贴上；使依附；使附属；使附着

144 attempt 1 [ə'tempt] n.企图，试图；攻击 vt.企图，试图；尝试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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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bag 1 [[bæg] n.袋；猎获物；（俚）一瓶啤酒 vt.猎获；把…装入袋中；占据，私吞；使膨大 vi.松垂

147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48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149 beyond 1 [bi'jɔnd] prep.超过；越过；那一边；在...较远的一边 adv.在远处；在更远处 n.远处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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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break 1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
晓；（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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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burst 1 [bə:st] vi.爆发，突发；爆炸 vt.爆发，突发；爆炸 n.爆发，突发；爆炸 n.(Burst)人名；(德、罗)布尔斯特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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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ca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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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Caty 1 卡蒂

157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158 chance 1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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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chemicals 1 ['kemɪklz] n. 化学药品；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

161 closely 1 ['kləusli] adv.紧密地；接近地；严密地；亲近地

162 commented 1 英 ['kɒment] 美 ['kɑːment] n. 注释；评论；闲话 v. 评论；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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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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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connecting 1 [kə'nektiŋ] n.连接；管接头，套管 adj.[计]连接的 v.连接（connect的ing形式）

166 connects 1 [kə'nekt] v. 连接；接通；联系

167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168 container 1 [kən'teinə] n.集装箱；容器

169 cord 1 [kɔ:d] n.绳索；束缚 vt.用绳子捆绑 n.(Cord)人名；(法)科尔；(英)科德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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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covers 1 英 ['kʌvə(r)] 美 ['kʌvər] n. 封面；盖子；套子；表面 v. 覆盖；涉及；包含；掩护；给…保险

172 damage 1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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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date 1 [deit] n.日期；约会；年代；枣椰子 vi.过时；注明日期；始于（某一历史时期） vt.确定…年代；和…约会 n.(Date)人名；
(日)伊达(姓)；(英)戴特

174 development 1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175 die 1 [dai] vi.死亡；凋零；熄灭 vt.死，死于… n.冲模，钢模；骰子 n.(Die)人名；(西)迭；(阿拉伯)迪埃

176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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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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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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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gg 1 n.蛋；卵子；家伙；鸡蛋 vt.煽动；怂恿 n.(Egg)人名；(法、英)埃格

181 enlarged 1 英 [ɪn'lɑːdʒ] 美 [ɪn'lɑ rːdʒ] v. 扩大；增大；详述

182 ethnic 1 ['eθnik] adj.种族的；人种的

183 excess 1 [ik'ses, 'ek-, 'ekses, ik's-] n.超过，超额；过度，过量；无节制 adj.额外的，过量的；附加的

184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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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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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feed 1 [fi:d] vt.喂养；供给；放牧；抚养（家庭等）；靠…为生 vi.吃东西；流入 n.饲料；饲养；（动物或婴儿的）一餐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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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fertilized 1 ['fɜ rːtɪlaɪzd] adj. 已受精的 动词fertil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90 fluid 1 ['flu(:)id] adj.流动的；流畅的；不固定的 n.流体；液体

191 focus 1 ['fəukəs] n.焦点；中心；清晰；焦距 vt.使集中；使聚焦 vi.集中；聚焦；调节焦距 n.(Focus)人名；(瑞典)福库斯

192 gain 1 [gein] n.增加；利润；收获 vt.获得；增加；赚到 vi.增加；获利 n.(Gain)人名；(英、匈、法)盖恩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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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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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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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197 grows 1 英 [ɡrəʊ] 美 [ɡroʊ] v. 增加；生长；变成；种植；逐渐开始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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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200 headaches 1 n. 头痛；头疼；棘手的局面（headache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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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helps 1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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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hospitalization 1 [,hɔspitəlai'zeiʃən, -li'zei-] n.住院治疗；医院收容；住院保险（等于hospitalization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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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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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importance 1 [im'pɔ:təns] n.价值；重要；重大；傲慢

208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209 induce 1 [in'dju:s, in'du:s] vt.诱导；引起；引诱；感应

210 infant 1 ['infənt] n.婴儿；幼儿；未成年人 adj.婴儿的；幼稚的；初期的；未成年的 n.(Infant)人名；(英)因方特

211 injury 1 ['indʒəri] n.伤害，损害；受伤处

212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213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214 internal 1 n.内脏；本质 adj.内部的；里面的；体内的；（机构）内部的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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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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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kidney 1 ['kidni] n.[解剖]肾脏；腰子；个性 n.(Kidney)人名；(英)基德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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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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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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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222 legs 1 ['leɡz] n.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

223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224 let 1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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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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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lindsey 1 n.林德赛（人名）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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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lower 1 ['ləuə] vt.减弱，减少；放下，降下；贬低 vi.降低；减弱；跌落 adj.下游的；下级的；下等的 n.(Lower)人名；(英、意)洛
厄

230 lungs 1 ['lʌŋz] n. 肺 lung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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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maternal 1 [mə'tə:nl] adj.母亲的；母性的；母系的；母体遗传的

233 medicines 1 ['medsnz] 药品

234 membrane 1 ['membrein] n.膜；薄膜；羊皮纸

235 monitor 1 n.监视器；监听器；监控器；显示屏；班长 vt.监控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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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mothers 1 英 ['mʌðə(r)] 美 ['mʌðər] n. 母亲；妈妈 adj. 母亲的；母体的；本源的 vt. 生育；像母亲一样关爱

238 necessary 1 ['nesisəri]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必需品 n.(Necessary)人名；(英)内塞瑟里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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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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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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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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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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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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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ovaries 1 英 ['əʊvəri] 美 ['oʊvəri] n. 卵巢；[植]子房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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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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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permission 1 [pə'miʃən] n.允许，许可

250 physical 1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251 plant 1 [plɑ:nt, plænt] n.工厂，车间；植物；设备；庄稼 vt.种植；培养；栽培；安置 vi.种植 n.(Plant)人名；(英、西、意)普兰
特；(法)普朗

252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53 politicians 1 [pɒlɪ'tɪʃnz] 政治家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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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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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257 publications 1 [prblɪ'keɪans] n. 出版物 名词publication的复数形式.

258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259 puts 1 [pʊts] n.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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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reasons 1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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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63 reduced 1 [ri'dju:st] adj.减少的；[数]简化的；缩减的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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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remove 1 [ri'mu:v] vt.移动，迁移；开除；调动 vi.移动，迁移；搬家 n.移动；距离；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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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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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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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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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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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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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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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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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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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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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278 se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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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separates 1 ['sepərət] adj. 分开的；不同的；单独的；各自的 v. 分开；隔开；区分；分居；脱离 n. 分开；抽印本

280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281 shaped 1 [ʃeipt] adj.合适的；成某种形状的；有计划的 vt.发展；成形（shape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

282 sharp 1 adj.急剧的；锋利的；强烈的；敏捷的；刺耳的 adv.急剧地；锐利地；突然地 n.尖头 vt.磨快；把音调升高 vi.升音演奏
n.(Sharp)人名；(英)夏普

283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84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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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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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288 smith 1 [smiθ] n.铁匠；锻工；制作者 vt.锻制 vi.锻打金属；当锻工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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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291 st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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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st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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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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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structure 1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295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296 suddenly 1 ['sʌdnli] adv.突然地；忽然

297 suggest 1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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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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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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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surgery 1 ['sə:dʒəri] n.外科；外科手术；手术室；诊疗室

302 surrounds 1 [sə'raʊnd] vt. 包围；环绕 n. 环绕物

303 survival 1 [sə'vaivəl] n.幸存，残存；幸存者，残存物

304 survive 1 [sə'vaiv] vt.幸存；生还；幸免于；比...活得长 vi.幸存；活下来

305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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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tanner 1 ['tænə] n.制革工人；六便士 n.(Tanner)人名；(英、德、芬、瑞典)坦纳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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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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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10 thin 1 [θin] adj.薄的；瘦的；稀薄的；微弱的 vt.使瘦；使淡；使稀疏 vi.变薄；变瘦；变淡 adv.稀疏地；微弱地 n.细小部分 n.
(Thin)人名；(越)辰；(柬)廷

311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312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313 threaten 1 ['θretən] vt.威胁；恐吓；预示 vi.威胁；可能来临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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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threatens 1 ['θretn] v. 威胁；恐吓；似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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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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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tissue 1 n.组织；纸巾；薄纱；一套 vt.饰以薄纱；用化妆纸揩去

319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20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21 umbilical 1 [ʌm'bilikəl] adj.脐带的；母系的；中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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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unproven 1 [ʌn'pruːvn] a. 未经证明的；未经检验的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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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26 uterine 1 ['ju:tərain] adj.[解剖]子宫的；同母异父的

327 vision 1 n.视力；美景；眼力；幻象；想象力；幻视（漫威漫画旗下超级英雄） vt.想象；显现；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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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wall 1 [wɔ:l] n.墙壁，围墙；似墙之物 vt.用墙围住，围以墙 adj.墙壁的 n.(Wall)人名；(英)沃尔；(德、芬、捷、瑞典)瓦尔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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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watch 1 [wɔtʃ, wɔ:tʃ] vt.观察；注视；看守；警戒 n.手表；监视；守护；值班人 vi.观看，注视；守侯，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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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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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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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37 worsen 1 ['wəsən] vi.恶化；变得更坏；更坏 vt.使恶化；使变得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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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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