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24 [As It Is] Americans Have Little Trust In Online Security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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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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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4 activity 3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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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ddress 1 vt.演说；从事；忙于；写姓名地址；向…致辞；与…说话；提出；处理 n.地址；演讲；致辞；说话的技巧；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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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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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greement 1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10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1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2 americans 7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13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4 and 1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5 anger 1 ['æŋgə] n.怒，愤怒；忿怒 vt.使发怒，激怒；恼火 vi.发怒；恼火 n.(Anger)人名；(罗)安杰尔；(法)安热；(德、捷、瑞典)
安格尔

16 annoyance 1 [ə'nɔiəns] n.烦恼；可厌之事；打扰

17 ano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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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nswers 1 英 ['ɑːnsə(r)] 美 ['ænsər] v. 回答；答复；接电话 n. 答案；回答；答复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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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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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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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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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24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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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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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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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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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being 2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31 believe 3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32 benz 2 [benz] n.奔驰（世界著名汽车品牌）

33 bill 2 [bil] n.[法]法案；广告；账单；[金融]票据；钞票；清单 vt.宣布；开账单；用海报宣传

34 blick 2 [blɪk] n. 耀光

35 Brien 1 n. 布赖恩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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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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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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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ar 1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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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arver 2 ['kɑ:və] n.切肉刀；雕刻者；切肉的人 n.(Carver)人名；(英)卡弗

42 Caty 1 卡蒂

43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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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ell 1 [sel] n.细胞；电池；蜂房的巢室；单人小室 vi.住在牢房或小室中 n.(Cell)人名；(英)塞尔

46 cen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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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hoose 1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48 collect 1 [kə'lekt] vt.收集；募捐 vi.收集；聚集；募捐 adv.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由收件人付款的 n.(Collect)人名；(英)科莱克特

49 college 2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50 Colorado 3 [,kʌlə'rɑ:dəu] n.（美）科罗拉多；（美）科罗拉多河

51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52 companies 3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53 company 2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54 computer 2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55 concerned 1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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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ongress 1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58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59 corporations 1 [kɔː pə'reɪʃnz] 企业

60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61 creating 1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62 crime 1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63 current 1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特

64 damage 1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65 damaged 1 adj.被损坏的 v.损害（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6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67 data 8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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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delete 1 [di'li:t] vt.删除

70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71 dies 1 ['daii:z] v.死亡；消失（动词di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凋谢 n.[机]模具（名词die的复数）；（拉）日 n.(Dies)人名；(英)戴
斯；(西)迭斯

72 direct 1 [di'rekt, dai-] adj.直接的；直系的；亲身的；恰好的 vt.管理；指挥；导演；指向 vi.指导；指挥 adv.直接地；正好；按直系
关系

73 dishonest 1 [dis'ɔnist] adj.不诚实的；欺诈的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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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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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77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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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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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fforts 4 ['efəts] 努力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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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qual 1 ['i:kwəl] adj.平等的；相等的；胜任的 vt.等于；比得上 n.对手；匹敌；同辈；相等的事物

83 establish 1 [i'stæbliʃ] vt.建立；创办；安置 vi.植物定植

84 etc 2 adv.等等，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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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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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facebook 1 ['feɪsbʊk] n. 肖像影集；脸谱网或脸书网（知名社交网站） v.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

87 failed 1 [feild] adj.已失败的，不成功的 v.失败，不成功（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8 Federal 4 ['fedərəl] adj.联邦的；同盟的 n.北部联邦同盟盟员；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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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91 files 1 [faɪlz] n. [计算机] DOS命令 : 设置允许同时打开的最多文件数 名词file的复数形式.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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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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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fix 1 [fiks] vt.使固定；修理；安装；准备 vi.固定；注视 n.困境；方位；贿赂 n.(Fix)人名；(英、法、德、瑞典)菲克斯

95 follows 1 ['fɒləʊz] n. 跟随；遵照 名词follow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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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form 1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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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fraud 2 [frɔ:d] n.欺骗；骗子；诡计 n.(Fraud)人名；(法)弗罗

100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1 frustrated 1 [frʌ'streitid] adj.失意的，挫败的；泄气的 v.挫败；阻挠（frust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02 frustration 2 [frʌs'treiʃən] n.挫折

103 get 3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04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105 government 7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06 great 2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107 greatly 1 ['greitli] adv.很，大大地；非常

108 hack 1 vt.砍，猛踢 vi.砍，非法侵入（他人计算机系统） n.雇佣文人；杂务人员；砍 n.(Hack)人名；(英、西、芬、阿拉伯、毛
里求)哈克；(法)阿克

109 hacks 1 [hæk] n. 劈或砍；乱踢；咳嗽 n. 供出租的马车；雇佣文人；（美口）出租车 vt. 非法侵入(他人计算机系统) vi. 劈或砍；
咳嗽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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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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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handled 1 adj.有把手的；有把柄的 v.使用；负责；触摸；指挥（handle的过去分词）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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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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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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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117 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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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119 house 1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名；(英)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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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identity 1 [ai'dentəti] n.身份；同一性，一致；特性；恒等式

122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23 i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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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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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individuals 2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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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information 8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27 injured 1 ['indʒəd] adj.受伤的；受损害的

128 insurance 2 [in'ʃuərəns] n.保险；保险费；保险契约；赔偿金

129 is 1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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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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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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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jennifer 1 ['dʒenifə] n.詹尼弗（女子名）

134 ju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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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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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Kenyon 1 n.凯尼恩（姓氏）

136 ki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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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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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maker 1 ['lɔ:,meikə] n.立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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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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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legal 1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142 little 2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143 location 1 [ləu'keiʃən] n.位置（形容词locational）；地点；外景拍摄场地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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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majority 1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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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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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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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matt 1 [mæt] adj.无光泽的；不光滑的 n.无光表面；衬边 vt.使…无光；把…熔炼为锍（等于matte）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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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measures 1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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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messages 1 ['mesɪdʒɪz] n.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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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156 money 3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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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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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160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61 network 1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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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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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norc 2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全国民意研究中心([美]芝加哥大学)

165 not 7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66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167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68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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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Ohio 1 [əu'haiəu] n.俄亥俄州（美国一个州）

170 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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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online 4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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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opportunity 1 [,ɔpə'tju:niti] n.时机，机会

174 opposed 1 [ə'pəuzd] adj.相反的；敌对的 v.反对（oppose的过去分词）；使对立

175 opt 2 [ɔpt] vi.选择

176 o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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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order 2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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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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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over 1 ['əuvə] adv.结束；越过；从头到尾 prep.越过；在…之上；遍于…之上 adj.结束的；上面的 vt.越过 n.(Over)人名；(俄、
西、土)奥韦尔

181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182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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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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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part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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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passed 1 [pa:st] adj.已经通过的；已经过去的；已被传递的 v.通过；传递（pass的过去分词）；超过

186 pay 2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187 payments 1 ['peɪmənts] 支付

188 people 6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89 perce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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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permits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191 person 3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192 personal 6 ['pə:sənl] adj.个人的；身体的；亲自的 n.人事消息栏；人称代名词

193 phone 1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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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poll 5 [pəul] n.投票；民意测验；投票数；投票所 vt.投票；剪短；对…进行民意测验；获得选票 vi.投票 adj.无角的；剪过毛的；
修过枝的 n.(Poll)人名；(德、匈、罗、英)波尔

196 polling 1 ['pəuliŋ] n.投票；轮询 v.获得…票（poll的ing形式）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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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privacy 5 ['praivəsi, 'pri-, 'prai-] n.隐私；秘密；隐居；隐居处

199 private 2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
的，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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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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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promises 1 ['prɒmɪsɪz] n. 承诺 名词promise的复数形式.

203 protect 2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04 protecting 1 [prə'tektiŋ] adj.保护的；防护的 v.保护；防护（protect的ing形式）

205 protections 1 [prə'tekʃnz] 保护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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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push 1 vt.推动，增加；对…施加压力，逼迫；按；说服 vi.推进；增加；努力争取 n.推，决心；大规模攻势；矢志的追求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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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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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regular 1 ['regjulə] adj.定期的；有规律的；合格的；整齐的；普通的 n.常客；正式队员；中坚分子 adv.定期地；经常地 n.
(Regular)人名；(以)雷古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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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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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republi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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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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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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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role 2 [rəul] n.角色；任务 n.(Role)人名；(意、塞、赤几)罗莱

216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217 safety 1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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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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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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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satisfied 2 ['sætisfaid] adj.感到满意的 v.使满意（satisfy的过去式）

222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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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secretly 1 ['si:kritli] adv.秘密地；背地里

224 secure 2 [si'kjuə] adj.安全的；无虑的；有把握的；稳当的 vt.保护；弄到；招致；缚住 vi.获得安全；船抛锚；停止工作

225 security 4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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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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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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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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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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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shar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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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hares 1 n.[金融]股份（share的复数形式） v.[计]共享，共有；分配（share的三单形式）

233 s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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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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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showed 2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36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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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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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sold 1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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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somethin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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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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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ta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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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stolen 1 ['stəulən] adj.偷走的 v.偷窃；剽窃（steal的过去分词）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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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tronger 1 [英[strɒŋə(r)] 美[strɒŋə]] adj.更强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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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suggests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250 suppo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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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surprising 1 [sə'praiziŋ] adj.令人惊讶的；意外的 v.使惊奇；意外发现（surprise的ing形式）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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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terri 1 n.(Terri)人名；(英)特里，特丽(女名)；(芬、意)泰里

254 text 2 [tekst] n.[计]文本；课文；主题 vt.发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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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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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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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the 3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58 thei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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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there 4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60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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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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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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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66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67 tools 1 [tu lː]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268 tracked 1 ['trækt] adj.有履带的 v.[计][电子]跟踪，追踪（track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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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trust 3 ['trʌst] n.信任，信赖；责任；托拉斯 vt.信任，信赖；盼望；赊卖给 vi.信任，信赖；依靠 n.(Trust)人名；(英)特拉斯特

271 unable 1 [ʌn'eibl] adj.不会的，不能的；[劳经]无能力的；不能胜任的

272 unemployment 1 [,ʌnim'plɔimənt] n.失业；失业率；失业人数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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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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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76 valuable 1 ['væljuəbl] adj.有价值的；贵重的；可估价的 n.贵重物品

277 value 1 ['vælju:] n.值；价值；价格；重要性；确切涵义 vt.评价；重视；估价

278 Virginia 1 [və(:)'dʒinjə] n.弗吉尼亚（女子名）；弗吉尼亚州 adj.弗吉尼亚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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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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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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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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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whatsoever 1 [,hwɔtsəu'evə] pron.无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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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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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88 will 1 [wɪl] n.意志；决心；情感；遗嘱；意图；心愿 vt.决心要；遗赠；用意志力使 vi.愿意；下决心 aux.将；愿意；必须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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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wor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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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92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293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94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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