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0-03 [Health and Lifestyle] Teen Interest in Long-Lasting
Birth Control Rises after Roe v. Wade Overturn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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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bortio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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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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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reu 5 阿布勒

6 access 1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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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cting 1 ['æktiŋ] adj.代理的；装腔作势的 n.演技；演戏；假装

9 active 1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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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dding 2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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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dvance 1 [əd'vɑ:ns, əd'væns] n.发展；前进；增长；预付款 vt.提出；预付；使……前进；将……提前 vi.前进；进展；上涨 adj.预先
的；先行的

14 after 3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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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llowed 2 adj.允许，容许的 v.允许；认可（allow的过去分词）

17 already 2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8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9 among 3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20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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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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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ny 1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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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ppointments 2 n. 约定（appointment的复数）；[船] 设备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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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rm 2 n.手臂；武器；袖子；装备；部门 vi.武装起来 vt.武装；备战

28 arora 2 n. 阿罗拉

29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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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shley 2 n.艾希莉（人名）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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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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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attack 1 [ə'tæk] n.攻击；抨击；疾病发作 vt.攻击；抨击；动手干 vi.攻击；腐蚀 n.(Attack)人名；(瑞典)阿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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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August 1 ['ɔː gəst]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n.八月（简写为Aug） n.(August)人名；(法、葡、西、俄、罗、英、德、瑞典、挪)奥
古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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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38 aware 2 [ə'wεə] adj.意识到的；知道的；有…方面知识的；懂世故的 n.(Aware)人名；(阿拉伯、索)阿瓦雷

39 b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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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anning 1 ['bæniŋ] n.班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班宁（男子名）；浪子娇娃（电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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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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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43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44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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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been 4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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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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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51 birth 12 [bɑ:θ] n.出生；血统，出身；起源

52 blo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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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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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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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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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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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arolina 2 [,kærə'lainə] n.卡罗莱纳州（在美国东南部）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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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aty 1 卡蒂

60 causes 1 [kɔː zɪz] n. 原因，理由；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

61 cen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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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change 5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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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hapel 1 ['tʃæpəl] n.小礼拜堂，小教堂；礼拜 adj.非国教的 n.(Chapel)人名；(法)沙佩尔；(英)查普尔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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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hoice 2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67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68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69 Columbus 1 [kə'lʌmbəs] n.哥伦布（美国一座城市）；哥伦布（意大利航海家）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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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condom 1 ['kɔndəm] n.避孕套；阴茎套 n.(Condom)人名；(法)孔东

72 consequence 1 ['kɔnsi,kwəns] n.结果；重要性；推论

73 conservative 1 [kən'sə:vətiv] adj.保守的 n.保守派，守旧者

74 contraceptive 3 [,kɔntrə'septiv] n.避孕用具；[药]避孕剂 adj.避孕的

75 control 12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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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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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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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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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daughters 1 n. 多特斯

81 David 1 ['deivid] n.大卫；戴维（男子名）

82 deals 1 [diː l] n. 协定；交易；大量 v. 应付；分配；处理；交易；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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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85 definitely 1 ['definitli] adv.清楚地，当然；明确地，肯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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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demand 2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87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88 device 4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89 devices 1 [dɪ'vaɪsɪz] n. 设备

90 discuss 1 [dis'kʌs] vt.讨论；论述，辩论

91 diseases 1 [dɪ'ziː zɪz] 病害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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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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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doctors 2 英 ['dɒktə(r)] 美 ['dɑːktər] n. 博士；医生 v. 篡改，伪造；阉割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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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don 2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97 dr 4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98 dru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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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ring 3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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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102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103 effective 2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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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isenberg 2 n. 艾森伯格

106 elise 1 [i'li:s; i'li:z] n.伊莉斯（女子名）

107 e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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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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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11 e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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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13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114 exceptions 2 [ɪk'sepʃənz] n. 例外 名词exception的复数形式.

115 exists 2 [ɪɡ'zɪst] v. 存在；生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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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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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pression 2 [英 [ɪk'spreʃn] 美 [ɪkˈsprɛʃən] n.表现，表示，表达；表情，脸色，态度，腔调，声调；式，符号；词句，语句，措
辞，说法

119 failure 1 ['feiljə] n.失败；故障；失败者；破产

120 fearful 1 ['fiəful] adj.可怕的；担心的；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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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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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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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flooded 1 adj. 充满的，充斥的；浸没的，淹没的；灌溉的 v. 淹没，发生水灾（动词floo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5 Florida 2 ['flɔridə] n.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州）

126 flow 1 [fləu] vi.流动，涌流；川流不息；飘扬 vt.淹没，溢过 n.流动；流量；涨潮，泛滥 n.(Flow)人名；(英)弗洛

127 fluid 2 ['flu(:)id] adj.流动的；流畅的；不固定的 n.流体；液体

128 for 10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29 forms 1 ['fɔː mz] n. 表格；形式；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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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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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future 2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33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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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girls 1 ['ɡɜ lːz] n.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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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got 1 [gɔt] v.得到，明白（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Got)人名；(法)戈；(西、匈、瑞典)戈特

138 growing 2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139 gynecologist 3 [,gaini'kɔlədʒist] n.妇科医生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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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happen 2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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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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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hav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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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146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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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health 3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48 h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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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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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英)海伊

150 hill 1 [hil] n.小山；丘陵；斜坡；山冈 n.(Hill)人名；(法、西)伊尔；(德、英、匈、捷、罗、芬、瑞典)希尔

151 home 1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152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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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i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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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56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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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incredibly 1 [in'kredəbli] adv.难以置信地；非常地

159 interest 3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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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is 1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2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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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jersey 1 ['dʒə:zi] n.运动衫，毛线衫 n.(Jersey)人名；(英)泽西；(德)耶尔赛

164 joined 1 [dʒɔɪnd]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65 Judith 1 ['dʒu:diθ] n.朱迪思（女子名）

166 June 2 n.六月；琼（人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年轻气盛的六月”）

167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68 knowing 1 ['nəuiŋ] adj.博学的；狡猾的；心照不宣的 n.认知 v.知道；认识；确信（know的ing形式）

169 lasting 2 ['lɑ:stiŋ, 'læstiŋ] adj.持久的；永恒的 n.[纺]厚实斜纹织物 v.持续；维持（las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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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Laura 1 ['lɔ:rə] n.劳拉（女子名）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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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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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laws 2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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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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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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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legislature 1 ['ledʒisleitʃə] n.立法机关；立法机构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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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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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limit 1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182 Lindberg 2 n. 林德伯格

183 lo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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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loss 1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185 major 1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186 m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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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188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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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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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mean 1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192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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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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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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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menstrual 2 ['menstruəl] adj.月经的；每月的；一月一次的

197 menstruate 1 ['menstrueit] vi.行经；月经来潮

198 menstruates 1 ['menstrueɪt] vi. 行经；月经来潮

199 methods 1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200 Miami 1 n.迈阿密（美国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市）

201 migh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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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Missouri 1 [mi'zuəri] n.密苏里（美国州名）

203 moment 1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204 month 3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05 monthly 1 ['mʌnθli] adj.每月的，每月一次的；有效期为一个月的 n.月刊 adv.每月，每月一次

206 months 2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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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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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movement 1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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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my 2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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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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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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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new 4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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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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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nonprofit 1 adj.非盈利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218 north 2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219 not 6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20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221 numb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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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of 2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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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Ohio 1 [əu'haiəu] n.俄亥俄州（美国一个州）

225 old 2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226 olds 1 n.老者（old的复数形式）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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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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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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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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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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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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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oversees 1 英 [ˌəʊvə'siː ] 美 [ˌoʊvər'siː ] vt. 监督；监管；监视

234 overturn 2 [,əuvə'tə:n, 'əuvətə:n] vt.推翻；倾覆；破坏 vi.推翻；倾覆 n.倾覆；周转；破灭

235 overturned 2 ['əʊvətɜːnd] adj. 倒转的 动词overtu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6 pain 1 [pein] n.疼痛；努力 vt.使…痛苦；使…烦恼 vi.感到疼痛；引起疼痛 n.(Pain)人名；(意)帕因；(俄)派因；(法)潘；(英)佩因

237 parent 1 ['pεərənt] n.父亲（或母亲）；父母亲；根源 n.(Parent)人名；(法)帕朗；(英、西)帕伦特

238 parenthood 1 n.亲子关系；父母身份

239 parents 1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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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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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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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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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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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perio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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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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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pills 1 [pɪl] n. 药丸；药片 v. 服用药丸；把 ... 制成药丸；<俚>投票反对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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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planned 1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250 play 1 [plei] vt.游戏；扮演；演奏；播放；同…比赛 vi.演奏；玩耍；上演；参加比赛 n.游戏；比赛；剧本 n.(Play)人名；(法、瑞
典)普莱

251 please 1 [pli:z] vt.使喜欢；使高兴，使满意 vi.讨人喜欢；令人高兴 int.请（礼貌用语）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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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possibility 1 [,pɔsə'biləti] n.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254 practices 1 ['præktɪs] n. 练习；实行；习惯；业务 v. 练习；实践；开业；执业

255 pregnancy 4 ['pregnənsi] n.怀孕；丰富，多产；意义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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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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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prevent 2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259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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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procedure 1 [prə'si:dʒə] n.程序，手续；步骤

261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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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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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public 1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265 p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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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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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rap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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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raped 1 [reɪpt] adj. 被强暴的；被蹂躏的 动词ra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69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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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272 reported 2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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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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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reserving 1 英 [rɪ'zɜːv] 美 [rɪ'zɜ rːv] vt. 保留；预订；延期 n. 候补；预备品；贮存 n. 含蓄；克制

276 resistant 1 [ri'zistənt] adj.抵抗的，反抗的；顽固的 n.抵抗者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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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ripple 2 ['ripl] n.波纹；涟漪；[物]涟波 vi.起潺潺声 vt.在…上形成波痕 n.(Ripple)人名；(英)里普尔

279 rises 1 [raɪz] vi. 上升；升起；增加；起床；反抗；复活 n. 上升；增加；斜坡；小山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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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roe 4 [rəu] n.鱼卵，鱼子；牝鹿，獐 n.(Roe)人名；(英、意)罗

282 room 1 n.房间；空间；余地；机会；房间里所有的人 vt.为…提供住处；租房，合住；投宿，住宿；留…住宿 vi.居住；住宿 n.
（英）鲁姆（人名）；（俄）罗姆（人名）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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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routine 1 [ru:'ti:n] n.[计]程序；日常工作；例行公事 adj.日常的；例行的

285 rul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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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rushing 1 ['rʌʃiŋ] adj.急流的；旺盛的 n.社交活动 v.猛冲；催促；急速行进（rush的ing形式） n.(Rushing)人名；(英)拉欣

287 rutgers 1 n.罗格斯大学

288 safer 1 ['seɪfər] adj. 更安全的 形容词safe的比较级.

289 sai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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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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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92 sea 2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293 seeing 1 ['si:iŋ] n.看见；视觉；观看；视力 conj.因为；由于；鉴于 adj.看见的；有视觉的 v.看见（see的ing形式）

294 seek 1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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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297 sense 1 n.感觉，功能；观念；道理；理智 vt.感觉到；检测 n.森斯（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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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several 2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300 severely 1 [si'viəli] adv.严重地；严格地，严厉地；纯朴地

301 sexual 1 ['seksjuəl, -ʃuəl] adj.性的；性别的；有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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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sexually 1 ['sekʃuəli] adv.性别地；两性之间地

303 s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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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simms 3 n. 西姆斯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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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situation 3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307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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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solution 1 [sə'lju:ʃən] n.解决方案；溶液；溶解；解答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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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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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stat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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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State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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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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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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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sudden 1 ['sʌdən] adj.突然的，意外的；快速的 n.突然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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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switch 1 [switʃ] vt.转换；用鞭子等抽打 vi.转换；抽打；换防 n.开关；转换；鞭子

318 switching 1 [swɪtʃɪŋ] n. 转换；开关 动词switch的现在分词形式.

319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20 teen 1 [ti:n] n.青少年（等于teenager）；愤怒；悲哀 adj.十几岁的（等于teenaged）

321 teenage 1 ['ti:neidʒ] adj.青少年的；十几岁的 n.青少年时期

322 teenagers 3 ['tiː nˌeɪdʒəz] n. 青少年 名词teenager的复数形式.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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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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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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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the 3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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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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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30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331 thinking 1 ['θiŋkiŋ] adj.思考的；思想的；有理性的；好思考的 n.思考；思想；想法；意见；见解 v.思考（think的现在分词）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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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Thompson 2 ['tɔmpsn] n.汤普森（姓）

334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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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to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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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37 unclear 1 英 [ˌʌn'klɪə(r)] 美 [ˌʌn'klɪr] adj. 不清楚的；含混的

338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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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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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urgency 1 ['ə:dʒənsi] n.紧急；催促；紧急的事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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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44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45 VOA 1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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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wade 2 ['weid] vi.跋涉 vt.涉水；费力行走 n.跋涉；可涉水而过的地方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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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49 w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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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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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week 2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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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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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w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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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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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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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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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who 3 pron.谁；什么人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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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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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woman 2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362 women 4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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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year 4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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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young 2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367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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