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08 [As It Is] Abortion Decision Leads More Women to
Register to Vot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2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n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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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o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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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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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men 1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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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n 9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8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 of 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0 thi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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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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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cour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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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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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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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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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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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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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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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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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political 5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21 republicans 5 n.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

22 rights 5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3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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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supreme 5 [sju'pri:m, sə-] adj.最高的；至高的；最重要的 n.至高；霸权

25 think 5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6 w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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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wi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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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you 5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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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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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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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decision 4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33 elections 4 n. 选举，选举制；投票（election的复数形式）

34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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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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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VOA 4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37 voters 4 ['vəʊtəz] 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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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were 4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9 abrams 3 n. 艾布拉姆斯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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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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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perts 3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43 Kansas 3 ['kænzəs] n.堪萨斯州（美国州名）

44 li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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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midterm 3 ['midtə:m] adj.期中的；中间的 n.期中考试

46 party 3 n.政党，党派；聚会，派对；当事人[复数parties] vi.参加社交聚会[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

47 registrations 3 n.登记( registration的名词复数 ); 登记项目; 登记（或注册、挂号）人数; <音>（管风琴）音栓配合（法）

48 righ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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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roe 3 [rəu] n.鱼卵，鱼子；牝鹿，獐 n.(Roe)人名；(英、意)罗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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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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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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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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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told 3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55 vote 3 [vəut] n.投票，选举；选票；得票数 vt.提议，使投票；投票决定；公认 vi.选举，投票 n.(Vote)人名；(英、法)沃特

56 wade 3 ['weid] vi.跋涉 vt.涉水；费力行走 n.跋涉；可涉水而过的地方

57 whether 3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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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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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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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among 2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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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available 2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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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bonier 2 英 ['bəʊni] 美 ['boʊni] adj. 如骨的；多骨的；瘦骨嶙峋的

66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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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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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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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ongress 2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71 data 2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72 decide 2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73 democratic 2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74 democrats 2 ['deməkræts] n.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

75 election 2 [i'lekʃən] n.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的选拔

76 engage 2 vt.吸引，占用；使参加；雇佣；使订婚；预定 vi.从事；参与；答应，保证；交战；啮合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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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nough 2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79 granted 2 conj.诚然 adv.的确 vt.grant的过去式

80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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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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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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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84 hunter 2 ['hʌntə] n.猎人；猎犬；搜寻者

85 include 2 [in'klu:d] vt.包含，包括

86 keep 2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87 leads 2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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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lot 2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分
（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90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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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Michigan 2 ['miʃigən] n.美国密歇根州；密歇根

93 models 2 ['mɒdlz] n. 模范；模特儿；模型（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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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notion 2 ['nəuʃən] n.概念；见解；打算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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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politics 2 ['pɔlitiks] n.政治，政治学；政治活动；政纲

98 potent 2 ['pəutənt] adj.有效的；强有力的，有权势的；有说服力的

99 predict 2 [pri'dikt] vt.预报，预言；预知 vi.作出预言；作预料，作预报

100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01 pro 2 [prəu] adv.赞成地 n.赞成者；赞成的意见 prep.赞成 n.(Pro)人名；(意)普罗

102 protections 2 [prə'tekʃnz] 保护

103 referendum 2 [,refə'rendəm] n.公民投票权；外交官请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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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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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rul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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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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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seen 2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109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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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111 st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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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strategist 2 ['strætidʒist] n.战略家；军事家

113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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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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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117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18 took 2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119 voter 2 ['vəutə] n.选举人，投票人；有投票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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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Wisconsin 2 [wis'kɔnsin] n.威斯康星州（美国州名）

122 works 2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123 York 2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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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abortions 1 [ə'bɔː ʃnz] 反复自然流产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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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actual 1 ['æktʃuəl] adj.真实的，实际的；现行的，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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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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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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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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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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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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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35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36 amanda 1 [ə'mændə] n.阿曼达（女子名）

137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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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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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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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barbara 1 ['ba:bərə] n.芭芭拉（女子名）

143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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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belief 1 [bi'li:f] n.相信，信赖；信仰；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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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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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biden 1 n. 拜登(姓氏)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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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151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52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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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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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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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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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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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choose 1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159 citizens 1 ['sɪtɪzənz] 公民

160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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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constitution 1 n.宪法；体制；章程；构造；建立，组成；体格

163 courts 1 英 [kɔː t] 美 [kɔː rt] n. 法院；庭院；宫廷；球场；奉承 v. 献殷勤；追求；招致；设法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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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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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day 1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土)达伊

167 democrat 1 ['deməkræt] n.民主党人；民主主义者；民主政体论者

168 d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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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dora 1 ['dɔ:rə] abbr.运筹学与分析局（DirectorateofOperationalandAnalysis）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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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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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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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73 effective 1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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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nvironment 1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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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stablished 1 [i'stæbliʃt] adj.确定的；已制定的，已建立的

178 ev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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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ly 1 [ig'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正确地

180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181 family 1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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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fifty 1 ['fifti] n.五十；五十个；编号为50的东西 adj.五十的；五十个的；众多的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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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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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forced 1 adj.被迫的；强迫的；用力的；不自然的 v.强迫（force的过去式）

187 forceful 1 ['fɔ:sful] adj.强有力的；有说服力的；坚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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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foundation 1 [faun'deiʃən] n.基础；地基；基金会；根据；创立

190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91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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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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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Greater 1 ['greitə] adj.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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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guarantees 1 [ˌɡærən'tiː ] n. 保证；保证书；担保；担保人；抵押品 vt. 保证；担保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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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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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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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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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04 historically 1 [his'tɔrikəli] adv.历史上地；从历史观点上说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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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Idaho 1 ['aidəhəu] n.爱达荷

207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208 idiom 1 ['idiəm] n.成语，习语；土话

209 increa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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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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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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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intensity 1 [in'tensəti] n.强度；强烈；[电子]亮度；紧张

213 intere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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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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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investigation 1 [in,vesti'geiʃən] n.调查；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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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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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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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219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20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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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large 1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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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Lawrence 1 ['lɔrəns] n.劳伦斯（男子名）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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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lee 1 [li:] n.保护；背风处 adj.保护的；庇荫的；避风的 n.(Lee)人名；(朝)李；(中)李(普通话·威妥玛)；(柬)利；(中)李(广东话·威
妥玛)

227 levels 1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28 liberal 1 ['libərəl] adj.自由主义的；慷慨的；不拘泥的；宽大的 n.自由主义者 n.(Liberal)人名；(葡)利贝拉尔

229 lines 1 [laɪnz] n. (剧本中的)台词；诗歌；线条；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

230 loses 1 [luːz] vt. 丢失；失败；削减；丧生；看不到；亏损；迷失 vi. 失败；经受损失；走慢

231 Maine 1 [mein] n.缅因州（美国州名）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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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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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235 matter 1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236 matters 1 ['mætəz] n. 事情 名词matter的复数形式.

237 meant 1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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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men 1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240 Mexico 1 ['meksikəu] n.墨西哥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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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military 1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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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245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46 nine 1 [nain] n.九，九个 num.九；九个 adj.九的，九个的 n.(Nine)人名；(塞)尼内

247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248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9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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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Numbers 1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252 Ohio 1 [əu'haiəu] n.俄亥俄州（美国一个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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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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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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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oppose 1 [ə'pəuz] vt.反对；对抗，抗争 vi.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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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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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overturned 1 ['əʊvətɜːnd] adj. 倒转的 动词overtu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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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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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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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65 personally 1 ['pə:sənəli] adv.亲自地；当面；个别地；就自己而言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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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planning 1 ['plæniŋ] n.规划；计划编制 v.计划；设计；预期（plan的ing形式）

268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69 politically 1 [pə'litikli] adv.政治上

270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271 predicted 1 [prɪ'dɪkt] v. 预言；预报；预知；预测

272 predictive 1 [pri'diktiv] adj.预言性的；成为前兆的

273 pregnancy 1 ['pregnənsi] n.怀孕；丰富，多产；意义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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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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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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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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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questioning 1 ['kwestʃəniŋ] n.质问 v.询问，审问（question的现在分词）

279 r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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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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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reasons 1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282 register 1 ['redʒistə] vt.登记；注册；记录；挂号邮寄；把…挂号；正式提出 vi.登记；注册；挂号 n.登记；注册；记录；寄存
器；登记簿 n.(Register)人名；(英)雷吉斯特

283 registered 1 ['redʒistəd] adj.注册的；记名的；登记过的；（家畜等）附有血统证明的

284 registering 1 ['redʒistəriŋ] adj.登记的；套版 vt.登记，注册；记录（register的现在分词）；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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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re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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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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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representation 1 [,reprizen'teiʃən] n.代表；表现；表示法；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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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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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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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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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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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Samuel 1 ['sæmjuəl] n.撒母耳（希伯来先知）；塞缪尔（男子名）

295 sarah 1 ['sεərə] n.莎拉（女子名）；萨拉（《圣经》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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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seats 1 ['siː ts] n.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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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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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share 1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301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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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signal 1 n.信号；暗号；导火线 vt.标志；用信号通知；表示 adj.显著的；作为信号的 vi.发信号 n.(Signal)人名；(瑞典)西格纳尔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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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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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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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solidly 1 ['sɔlidli] adv.坚固地；坚硬地；团结一致地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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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specific 1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310 stay 1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311 strong 1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312 strongly 1 ['strɔŋli, 'strɔ:ŋ-] adv.强有力地；坚强地；激烈地；气味浓地

313 studying 1 ['stʌdi] n. 研究；学习；学科；书房；(绘画或文学)习作；练习曲；沉思；记忆力…的人；台词记得…的人 v. 研究；
学习；读书；仔细观察；努力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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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systems 1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316 t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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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318 test 1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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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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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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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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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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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tom 1 n.雄性动物（尤指雄猫）；汤姆（人名） v.〈美口〉(像汤姆叔一样)逆来顺受

326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327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328 turned 1 adj.被转动的；变质的；车削的 v.使变成（turn的过去式）；转动

329 upside 1 n.优势，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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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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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ted 1 英 [vəʊt] 美 [voʊt] n. 选举权；投票；选举；投票结果 v. 表决；选举；投票

335 votes 1 [vəuts] v.投票；提倡（vo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选票；选举；得票数（vote的复数形式）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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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watching 1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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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weaknesses 1 ['wiː knəsɪz] 劣势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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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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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while 1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343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44 wins 1 视窗网际网路名称服务

345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46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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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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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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