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29 [Health and Lifestyle] Some Women Denied Abortions
Despite Pregnancy Complication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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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in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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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2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sh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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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is 1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 and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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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rtion 15 n.流产，堕胎，小产；流产的胎儿；（计划等）失败，夭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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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he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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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doctors 10 英 ['dɒktə(r)] 美 ['dɑːktər] n. 博士；医生 v. 篡改，伪造；阉割

12 life 10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3 not 9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4 pregnancy 9 ['pregnənsi] n.怀孕；丰富，多产；意义深长

15 ha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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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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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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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stat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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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you 8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0 an 7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1 dr 7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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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4 with 7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5 d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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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medical 6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27 patient 6 adj.有耐心的，能容忍的 n.病人；患者 n.(Patient)人名；(法)帕蒂安

28 procedure 6 [prə'si:dʒə] n.程序，手续；步骤

29 sa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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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somethin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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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t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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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tim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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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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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ancer 5 ['kænsə] n.癌症；恶性肿瘤

35 c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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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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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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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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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patients 5 ['peɪʃənts] n.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

40 thei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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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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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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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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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a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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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danger 4 ['deindʒə] n.危险；危险物，威胁 n.(Danger)人名；(法)当热

47 en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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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farmer 4 ['fɑ:mə] n.农夫，农民 n.(Farmer)人名；(英)法默；(法)法尔梅；(西)法梅尔

49 ferguson 4 ['fə:gəsən] n.弗格森（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城市名）；弗格森（姓氏）

50 fetus 4 ['fi:təs] n.胎儿，胎

51 get 4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52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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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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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serious 4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55 sto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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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them 4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57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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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w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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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whe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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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where 4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61 who 4 pron.谁；什么人

62 woman 4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63 women 4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64 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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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American 3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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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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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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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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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omplications 3 英 [ˌkɒmplɪ'keɪʃəns] 美 [ˌkɑmplɪ'keʃəns] n. 复杂；混乱；[医学]并发症 名词complication的复数形式.

71 denied 3 [dɪ'naɪəd] adj. 被否认的；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2 despite 3 [di'spait] prep.尽管，不管 n.轻视；憎恨；侮辱

73 emergency 3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74 fluid 3 ['flu(:)id] adj.流动的；流畅的；不固定的 n.流体；液体

75 health 3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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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hospital 3 ['hɔspitəl] n.医院 n.(Hospital)人名；(英)霍斯皮特尔

78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79 just 3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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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80 laws 3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81 maternal 3 [mə'tə:nl] adj.母亲的；母性的；母系的；母体遗传的

82 Missouri 3 [mi'zuəri] n.密苏里（美国州名）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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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moth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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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pregnant 3 ['pregnənt] adj.怀孕的；富有意义的

86 pro 3 [prəu] adv.赞成地 n.赞成者；赞成的意见 prep.赞成 n.(Pro)人名；(意)普罗

87 sent 3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88 t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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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throug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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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water 3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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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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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abortions 2 [ə'bɔː ʃnz] 反复自然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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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amniotic 2 [,æmni'ɔnik, ,æmni'ɔtik] adj.[昆]羊膜的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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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association 2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98 automatically 2 [,ɔ:tə'mætikəli] adv.自动地；机械地；无意识地 adj.不经思索的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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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101 board 2 [bɔ:d] n.董事会；木板；甲板；膳食 vt.上（飞机、车、船等）；用板盖上；给提供膳宿 vi.寄宿 n.(Board)人名；(英、西)
博德

102 cause 2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103 close 2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104 com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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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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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07 days 2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108 death 2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109 denials 2 n.否认( denial的名词复数 ); 否定; 拒绝; 拒绝接受

110 developing 2 [di'veləpiŋ] adj.发展中的 n.[摄]显影 v.发展（develop的ing形式）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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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dow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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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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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arly 2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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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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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facilitate 2 [fə'siliteit] vt.促进；帮助；使容易

118 Feder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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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fetal 2 ['fi:tl] adj.胎的，胎儿的

120 go 2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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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halfway 2 ['hɑ:f'wei] adv.到一半；在中途 adj.中途的；不彻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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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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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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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help 2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普

126 hospitals 2 ['hɒspɪtlz] 医院

127 Idaho 2 ['aidəhəu] n.爱达荷

128 induce 2 [in'dju:s, in'du:s] vt.诱导；引起；引诱；感应

129 infection 2 [in'fekʃən] n.感染；传染；影响；传染病

130 intent 2 [in'tent] n.意图；目的；含义 adj.专心的；急切的；坚决的

131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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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Joplin 2 乔普林（地名，美国城市）

133 judgment 2 ['dʒʌdʒmənt] n.判断；裁判；判决书；辨别力

134 know 2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35 labor 2 ['leibə] n.劳动；工作；劳工；分娩 vi.劳动；努力；苦干 vt.详细分析；使厌烦 n.(Labor)人名；(德、塞、法)拉博尔；(英)
拉博

136 larose 2 n. 拉罗斯(在美国；西经 90º23' 北纬 29º33')

137 la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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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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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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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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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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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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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moment 2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145 must 2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146 neighboring 2 ['neibəriŋ] adj.邻近的；附近的（等于neighbouring） v.与…为邻；位于附近（neighbor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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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often 2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49 Pennsylvania 2 [,pensil'veinjə] n.宾夕法尼亚州（美国州名）

150 permit 2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151 physicians 2 [fɪ'zɪʃnz] 医师

152 possibly 2 ['pɔsəbli] adv.可能地；也许；大概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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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problems 2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155 questions 2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156 re 2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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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restrictive 2 [ri'striktiv] adj.限制的；限制性的；约束的 n.限制词

159 roe 2 [rəu] n.鱼卵，鱼子；牝鹿，獐 n.(Roe)人名；(英、意)罗

160 save 2 vt.节省；保存；储蓄；解救 vi.节省；挽救 prep.除...之外 n.救援 n.(Save)人名；(法)萨夫；(意、保、西、罗、塞、瑞典)
萨薇(女名)，萨韦

161 shared 2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2 sicker 2 ['sikə] adj.可靠的；安全的 adv.可靠地；确实地

163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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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specialist 2 ['speʃəlist] n.专家；专门医师 adj.专家的；专业的

165 Stat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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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st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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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stories 2 [s'tɔː rɪz] n. 故事，传说（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 v. 讲…的故事；说假话（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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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survive 2 [sə'vaiv] vt.幸存；生还；幸免于；比...活得长 vi.幸存；活下来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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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72 threatening 2 ['θretəniŋ] adj.危险的；胁迫的；凶兆的 v.威胁；恐吓；迫近（threaten的ing形式）

173 traumatic 2 adj.（心理）创伤的 adj.（生理）外伤的

174 Utah 2 ['ju:tɑ:] n.美国犹他州

175 Virginia 2 [və(:)'dʒinjə] n.弗吉尼亚（女子名）；弗吉尼亚州 adj.弗吉尼亚州的

176 west 2 [west] n.西；西方；西部 adj.西方的；朝西的 adv.在西方；向西方；自西方 n.(West)人名；(英、德、芬、瑞典)韦斯特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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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whether 2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179 whose 2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180 without 2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181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182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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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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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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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adv 1 ['ædvɜːb] abbr. 副词（=adverb）

187 advertisement 1 [əd'və:tismənt, ,ædvə'taizmənt] n.广告，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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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90 agree 1 [ə̍ ɡriː ] vt.同意，赞成；承认；约定，商定 vi.vi.同意，意见一致；约定，商定

191 alison 1 ['ælisən] n.艾莉森（女子名）

192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93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194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5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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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198 balance 1 ['bæləns] n.平衡；余额；匀称 vt.使平衡；结算；使相称 vi.保持平衡；相称；抵销 n.(Balance)人名；(西)巴兰塞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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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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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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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birth 1 [bɑ:θ] n.出生；血统，出身；起源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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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Boise 1 ['bɔisi] n.博伊西（美国爱达荷州首府）

205 book 1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206 boyfriend 1 ['bɔifrend] n.男朋友，情郎

207 breaks 1 [b'reɪks] n. 断裂 名词break的复数形式.

208 broke 1 [brəuk] adj.一文不名的，破产的 v.打破，断掉（break的过去式） n.(Broke)人名；(英)布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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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broken 1 ['brəukən] adj.破碎的；坏掉的 v.折断；打碎；损坏（break的过去分词）

210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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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capital 1 ['kæpitə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Capital)人名；(法)卡皮塔尔

212 cara 1 ['kærə] n.卡拉（女性人名）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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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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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cen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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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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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219 chief 1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220 choice 1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221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222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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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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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complicated 1 ['kɔmplikeitid] adj.难懂的，复杂的

226 complication 1 [,kɔmpli'keiʃən] n.并发症；复杂；复杂化；混乱

227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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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critically 1 adv.精密地；危急地；严重地；批评性地；用钻研眼光地；很大程度上；极为重要地

230 crossed 1 [krɔst] adj.交叉的；划掉的；十字形的 v.交叉；越过（cro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1 dead 1 [ded] adj.无生命的；呆板的；废弃了的 adv.完全地 n.死者

232 deadly 1 ['dedli] adj.致命的；非常的；死一般的 adv.非常；如死一般地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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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decide 1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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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237 deeply 1 ['di:pli] adv.深刻地；浓浓地；在深处

238 delays 1 [dɪ'leɪ] v. 耽搁；推迟；延误 n. 耽搁；延期；推迟

239 deliberate 1 [di'libərət] adj.故意的；深思熟虑的；从容的 vt.仔细考虑；商议

240 denying 1 [dɪ'naɪ] vt. 否认；拒绝承认；拒绝给予；自制

241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242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3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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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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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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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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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drove 1 n.畜群；牛群、羊群等；移动的人群或大批的东西 (Drove)人名；德罗韦 v.驾驶（drive的过去式）；赶(牲畜)；(牲畜贩
子)买卖(牲畜)

250 effectively 1 [i'fektivli] adv.有效地，生效地；有力地；实际上

251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52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253 emotional 1 [i'məuʃənəl] adj.情绪的；易激动的；感动人的

254 employers 1 [ɪmp'lɔɪəz] 用人单位

255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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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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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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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261 exact 1 adj.准确的，精密的；精确的 vt.要求；强求；急需 vi.勒索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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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cept 1 [ik'sept] vt.不计；把…除外 vi.反对 prep.除…之外 conj.除了；要不是

264 executive 1 adj.行政的；经营的；执行的，经营管理的 n.总经理；执行委员会；执行者；经理主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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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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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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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plain 1 [ik'splein] v.说明；解释

269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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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272 finding 1 ['faindiŋ] n.发现；裁决；发现物 v.找到；感到（find的ing形式）；遇到

273 findings 1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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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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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former 1 ['fɔ:mə] adj.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n.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n.(Former)人名；(法)福尔梅；(德、捷)福尔默

277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278 front 1 [frʌnt] n.前面；正面；前线 vt.面对；朝向；对付 vi.朝向 adj.前面的；正面的 adv.在前面；向前 n.(Front)人名；(法)弗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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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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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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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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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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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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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grace 1 [greis] n.优雅；恩惠；魅力；慈悲 vt.使优美 n.(Grace)人名；(英)格雷斯，格雷丝(女名)；(法)格拉斯

286 granite 1 ['grænit] n.花岗岩；坚毅；冷酷无情

287 grew 1 [gru:] v.成长，种植（grow的过去式） n.(Grew)人名；(芬)格雷夫；(英、葡)格鲁

288 gynecologist 1 [,gaini'kɔlədʒist] n.妇科医生

289 haddock 1 ['hædək] n.[鱼]黑线鳕（鳕的一种） n.(Haddock)人名；(英)哈多克；(葡)阿多克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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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292 happening 1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293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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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harmful 1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296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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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298 heart 1 [hɑ:t] n.心脏；感情；勇气；心形；要点 vt.鼓励；铭记 vi.结心 n.(Heart)人名；(英)哈特

299 heartbeat 1 ['hɑ:tbi:t] n.心跳；情感

300 helpline 1 ['helplaɪn] n. 热线服务电话

301 heuser 1 霍伊泽尔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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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hour 1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304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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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ill 1 [il] adj.生病的；坏的；邪恶的；不吉利的 adv.不利地；恶劣地；几乎不 n.疾病；不幸 n.(Ill)人名；(捷、匈)伊尔

307 Illinois 1 [,ili'nɔi(z)] n.伊利诺斯州（美国州名）

308 impossible 1 [im'pɔsəbl] adj.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的；难以忍受的；不真实的 n.不可能；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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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311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312 intend 1 [in'tend] vt.打算；想要；意指 vi.有打算

313 investigation 1 [in,vesti'geiʃən] n.调查；调查研究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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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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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journey 1 ['dʒə:ni] n.旅行；行程 vi.旅行 n.(Journey)人名；(英)朱尼，朱妮(女名)

317 Karen 1 ['ka:rən] n.凯伦（人名）；克伦邦（缅甸邦名）

318 Knudsen 1 ['nu:dsən] n.努森（M·H·C，1871-1949，丹麦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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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lauren 1 n.劳伦（姓氏）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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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legislatures 1 n.立法机关，立法团体( legislature的名词复数 )

323 letter 1 ['letə] n.信；字母，文字；证书；文学，学问；字面意义 vt.写字母于 vi.写印刷体字母 n.(Letter)人名；(英)莱特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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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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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line 1 [lain] n.路线，航线；排；绳 vt.排成一行；划线于；以线条标示；使…起皱纹 vi.排队；站成一排 n.(Line)人名；(英)莱恩；
(俄)利涅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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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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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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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331 Maeve 1 n. 梅芙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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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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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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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336 mental 1 ['mentəl] 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n.精神病患者

337 miller 1 ['milə] n.磨坊主；碾磨工；蛾 n.(Miller)人名；(西、葡)米列尔；(英、德、法、爱沙、芬、罗、瑞典、波)米勒

338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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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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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nationwide 1 ['neiʃənwaid] adj.全国范围的；全国性的 adv.在全国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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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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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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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nothing 1 ['nʌθiŋ] neg.没什么；毫不 n.无；零；不关紧要之事 adv.毫不；决不 pron.无事；无物 int.什么也没有

348 numb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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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obstetricians 1 n.产科医师( obstetrician的名词复数 )

350 officer 1 ['ɔfisə, 'ɔ:-] n.军官，警官；公务员，政府官员；船长 vt.指挥 n.(Officer)人名；(英)奥菲瑟

351 OK 1 ['əu'kei, ,əu'kei, 'əukei] adj.好的；不错的 adv.行；很好 int.好；可以 vt.对…表示同意 n.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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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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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operate 1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355 opinion 1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356 opponents 1 [ə'pəʊnənts] 对手

357 organizations 1 [ˌɔː ɡənaɪ'zeɪʃnz] n. 组织机构（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

358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359 overstated 1 英 [ˌəʊvə'steɪt] 美 [ˌoʊvər'steɪt] v. 夸大的叙述；夸张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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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overturned 1 ['əʊvətɜːnd] adj. 倒转的 动词overtu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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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Patti 1 帕蒂（人名） 帕蒂（印度城市） 帕蒂(意大利城市) 精密和精确的时间与时间间隔
（precisionandaccuratetimeandtimeinterval）

364 Paul 1 [pɔ:l] n.保罗（男子名）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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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permanent 1 adj.永久的，永恒的；不变的 n.烫发（等于permanentwave）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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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369 political 1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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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precise 1 [pri'sais] adj.精确的；明确的；严格的

372 prevents 1 [prɪ'vent] v. 预防；防止，阻止；挡住

373 prison 1 ['prizən] n.监狱；监禁；拘留所 vt.监禁，关押 n.(Prison)人名；(德)普里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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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punishments 1 ['pʌnɪʃmənts] 处分

376 purposely 1 ['pə:pəsli] adv.故意地；蓄意地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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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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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reached 1 到达

380 recalled 1 [rɪ'kɔː l] n. 回忆；取消；召回 vt. 召回；恢复；回想起；唤起；与 ... 相似

381 records 1 [rɪ'kɔː ds] n.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

382 refused 1 [rɪ'fjuːz] v. 拒绝 n. 垃圾；废物

383 relating 1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384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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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researchers 1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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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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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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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 risks 1 [rɪsk] n. 危险；风险；投资报酬的风险 vt. 冒 ... 的危险；承受...的风险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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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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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 run 1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394 sa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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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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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sees 1 abbr.扩展企业应用套件（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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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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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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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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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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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situations 1 [sɪtʃ'ʊeɪʃnz] 现状

406 slowly 1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407 smoothly 1 ['smu:ðli] adv.平稳地，平滑地；流畅地，流利地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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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 society 1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410 solve 1 [sɔlv, sɔ:lv] vt.解决；解答；溶解 vi.作解答

411 somewhere 1 ['sʌmhwεə] adv.在某处；到某处 n.某个地方

412 sort 1 [sɔ:t] n.种类；方式；品质 vi.分类；协调；交往 vt.将…分类；将…排序；挑选出某物

413 speak 1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414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415 standing 1 ['stændiŋ] adj.长期的；直立的；固定的 n.站立；持续；身分 v.站立；坚持不变；坐落于（stand的ing形式） n.
(Standing)人名；(英)斯坦丁；(德)施坦丁

416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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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step 1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419 strictest 1 [strɪkt] adj. 严格的；精确的；完全的

420 superseded 1 英 [ˌsuːpə'siː d] 美 [ˌsuːpər'siː d] vt. 取代；接替；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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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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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surrounding 1 [sə'raundiŋ] adj.周围的，附近的 n.环境，周围的事物

424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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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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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 tests 1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428 texas 1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429 therapies 1 ['θerəpi] n. 疗法；治疗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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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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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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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thinks 1 [θɪŋk] v. 认为；想；记起；考虑 n. 想

433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434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35 tied 1 [taid] v.系（ti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系住的

436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437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438 tre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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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 treated 1 [triː tɪd] v. 对待；招待；治疗 vbl. 对待；招待；治疗

440 treating 1 [triː tɪŋ] n. 处理 动词treat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

441 tried 1 adj.可靠的；试验过的 v.尝试，审问，审理，审讯，审判（try的过去分词）

442 tubes 1 英 [tjuːb] 美 [tuːb] n. 管子；管状物；<英>地铁；电视；管状器官 v. 提供或装上管子

443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444 unborn 1 [,ʌn'bɔ:n] adj.未来的；未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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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 unexpected 1 [,ʌnik'spektid] adj.意外的，想不到的

447 unnecessarily 1 [ʌn'nesisərili] adv.不必要地；多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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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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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upset 1 vt.使心烦；颠覆；扰乱 vi.翻倒 adj.心烦的；混乱的；弄翻的 n.混乱；翻倒；颠覆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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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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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 violated 1 ['vaɪəleɪt] v. 侵犯；违反；扰乱；亵渎；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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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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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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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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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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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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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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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 widespread 1 ['waid'spred] adj.普遍的，广泛的；分布广的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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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 workers 1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465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466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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