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25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pple, Google Raise Concerns
over Removal of Russian App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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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1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4 tha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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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 12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6 is 1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 of 1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8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 i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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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companies 8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11 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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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pp 7 [æp] abbr.应用（Application）；穿甲试验（ArmorPiercingProof） n.(App)人名；(英)阿普

13 apple 7 n.苹果，苹果树，苹果似的东西；[美俚]炸弹，手榴弹，（棒球的）球；[美俚]人，家伙。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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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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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Russian 7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17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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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countries 6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19 government 6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20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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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rights 6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2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3 you 6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4 b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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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freedom 5 ['fri:dəm] n.自由，自主；直率 n.(Freedom)人名；(英)弗里德姆

26 Internet 5 ['intənet] n.因特网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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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ccess 4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29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30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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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its 4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33 opposition 4 [,ɔpə'ziʃən] n.反对；反对派；在野党；敌对

34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35 pers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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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remo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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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Russia 4 ['rʌʃə] n.俄罗斯

38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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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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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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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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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blocked 3 [blɔkt] adj.堵塞的；被封锁的 v.阻塞（block的过去分词）

43 compan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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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onflict 3 [kən'flikt, 'kɔnflikt] n.冲突，矛盾；斗争；争执 vi.冲突，抵触；争执；战斗

45 decision 3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46 follow 3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47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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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human 3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50 legal 3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51 o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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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political 3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53 similar 3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54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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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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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against 2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57 agreed 2 [ə'gri:d] adj.同意的；通过协议的 v.同意；赞成（agree的过去式）

58 a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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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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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61 b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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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blackmail 2 ['blækmeil] n.勒索，敲诈；勒索所得之款 vt.勒索，敲诈

63 censoring 2 v.审查；检查；修改；删掉（censor的ing形式）

64 censorship 2 ['sensəʃip] n.审查制度；审查机构

65 criticized 2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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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ocracy 2 [di'mɔkrəsi] n.民主，民主主义；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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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dissent 2 [di'sent] vi.不同意；不信奉国教 n.异议；（大写）不信奉国教

70 elections 2 n. 选举，选举制；投票（election的复数形式）

71 employees 2 [ˌemplɔɪ'iː ] n. 受雇者；雇工；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

72 faceboo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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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74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75 grown 2 [grəun] adj.长大的；成年的；长满某物的 v.生长；变成；栽培（grow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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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last 2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持，够用；持久 vt.度过，拖过；使维持 adv.最后地；上次，最近；最后一点 n.(Last)人名；(英、德、葡、罗、瑞典)拉斯特

78 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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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o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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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market 2 ['mɑ:kit] n.市场；行情；股票市场；市面；集市；销路；商店 vt.在市场上出售 vi.做买卖 n.(Market)人名；(塞)马尔凯特

81 media 2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82 money 2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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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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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85 officials 2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86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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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online 2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88 operating 2 ['ɔpəreitiŋ] adj.操作的；[外科]外科手术的 v.操作（operate的ing形式）；动手术

89 own 2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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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removal 2 [ri'mu:vəl] n.免职；移动；排除；搬迁

92 re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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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search 2 [sə:tʃ] vi.搜寻；调查；探求 vt.搜索；搜寻；调查；搜查；探求 n.搜寻；探究，查究 n.(Search)人名；(英)瑟奇

94 smart 2 [smɑ tː] adj.聪明的；巧妙的；敏捷的；厉害的；潇洒的；剧烈的；时髦的 n.(Smart)人名；(法)斯马尔；(英、德)斯马特

95 social 2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96 statement 2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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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tech 2 [tek] n.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技术（technology）；技术员（technician） n.(Tech)人名；(柬)德

99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00 threatened 2 ['θretənd] adj.受到威胁的 v.威胁（threaten的过去分词）

101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02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03 videos 2 英 ['vɪdiəʊ] 美 ['vɪdioʊ] n. 录像；视频 v. 录制电视节目 adj. 视频的；录像的

104 voting 2 ['vəutiŋ] adj.投票的 n.投票；选举 v.投票（vote的ing形式）；选举

105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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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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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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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109 YouTube 2 英 ['ju tːjuːb] 美 ['ju tːuːb] n.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

110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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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achieve 1 vt.取得；获得；实现；成功 vi.达到预期的目的，实现预期的结果，如愿以偿

112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113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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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116 adviser 1 [əd'vaizə] n.顾问；劝告者；指导教师（等于ad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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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ims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19 Alexei 1 阿列克谢

120 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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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ally 1 [英 [ˈælaɪ] 美 [ˈælaɪ]] n.同盟国；伙伴；同盟者；助手 vt.使联盟；使联合 vi.联合；结盟 n.(Ally)人名；(巴基)阿利；(法)阿
利；(英)艾丽(女子教名Alice的简称)；(尼日利)阿利

122 alphabet 1 n.字母表，字母系统；入门，初步 n.Google创建的名为Alphabet的公司，改变Google原有公司架构，旨在使其当下主
要业务和长期投资项目间的区别更加清晰。

123 amazon 1 ['æməzɔn] 亚马逊；古希腊女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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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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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apps 1 n.应用程序，应用软件；应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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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28 arrest 1 [ə'rest] vt.逮捕；阻止；吸引 n.逮捕；监禁 n.(Arrest)人名；(德)阿雷斯特

129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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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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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b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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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barbara 1 ['ba:bərə] n.芭芭拉（女子名）

133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134 begun 1 [bi'gʌn] v.开始（begin的过去分词） n.(Begun)人名；(俄)别贡；(英)贝根

135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136 belief 1 [bi'li:f] n.相信，信赖；信仰；教义

137 beliefs 1 n.信仰；信�（belief的复数）

138 bent 1 [bent] n.爱好，嗜好 adj.弯曲的；决心的 n.(Bent)人名；(英、西、丹、挪、印)本特

139 block 1 n.块；街区；大厦；障碍物 vt.阻止；阻塞；限制；封盖 adj.成批的，大块的；交通堵塞的 n.(Block)人名；(英、法、
德、西、葡、芬、罗)布洛克

140 boards 1 ['bɔː dz] n. 护板；舞台 名词board的复数形式.

141 books 1 ['bʊks] n. 帐目；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

142 bringing 1 [briŋ] v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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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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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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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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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candidates 1 ['kændɪdeɪts] n. 申请求职者；候选人；投考者 名词candidate的复数形式.

147 censored 1 英 ['sensə(r)] 美 ['sensər] n. 检查员；监察官 vt. 检查

148 chances 1 英 [tʃɑːns] 美 [tʃæns] n. 可能性；机会；偶然性 v. 偶然发生；碰巧；冒 ... (的险)

149 charges 1 [t'ʃɑːdʒɪz] n. 费用

150 china 1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151 choices 1 ['tʃɔɪsɪs] n.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

152 civil 1 ['sivəl] adj.公民的；民间的；文职的；有礼貌的；根据民法的 n.(Civil)人名；(土)吉维尔；(法)西维尔

153 clo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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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commitment 1 [kə'mitmənt] n.承诺，保证；委托；承担义务；献身

155 communist 1 ['kɔmjunist] n.共产党员；共产主义者 adj.共产主义的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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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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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considering 1 [kən'sidəriŋ] prep.考虑到；就...而论 conj.考虑到 v.考虑到（consider的ing形式）

159 content 1 ['kɔntent] n.内容，目录；满足；容量 adj.满意的 vt.使满足 n.(Content)人名；(法)孔唐

160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161 copying 1 ['kɔpiiŋ] n.复制；誊写；仿形切削 v.复制；抄写（copy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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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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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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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criminal 1 ['kriminəl] n.罪犯 adj.刑事的；犯罪的；罪恶的

166 decade 1 ['dekeid] n.十年，十年期；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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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decreased 1 [dɪ'kriː s] v. 减少；减小；降低 n. 减少；降低

169 demands 1 英 [dɪ'mɑːnd] 美 [dɪ'mænd] n. 要求；需求 v. 要求；查问；需要

170 denied 1 [dɪ'naɪəd] adj. 被否认的；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1 denounced 1 [dɪ'naʊns] v. 谴责；告发；通告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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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denying 1 [dɪ'naɪ] vt. 否认；拒绝承认；拒绝给予；自制

173 dictators 1 n.独裁者( dictator的名词复数 ); 专制者; 发号施令者; 专横的人

174 digital 1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175 disagree 1 [,disə'gri:] vi.不同意；不一致；争执；不适宜

176 docs 1 ['dɒks] abbr. 文档；文献 (=document)

177 documents 1 英 ['dɒkjumənt] 美 ['dɑːkjumənt] n. 文件；公文；文档 vt. 记载；(用文件等)证明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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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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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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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82 electronic 1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183 employee 1 [,emplɔi'i:, em'plɔii:] n.雇员；从业员工

184 enforce 1 [in'fɔ:s] vt.实施，执行；强迫，强制

185 engine 1 ['endʒin] n.引擎，发动机；机车，火车头；工具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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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88 European 1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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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pect 1 [ik'spekt] vt.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期待；预期

191 express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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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faced 1 [feist] adj.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有…表面的 v.面对（face的过去分词）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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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fifth 1 [fifθ] adj.第五的；五分之一的 n.第五；五分之一 num.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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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197 frontier 1 ['frʌntjə] n.前沿；边界；国境 adj.边界的；开拓的 n.(Frontier)人名；(法)弗龙捷

198 generally 1 ['dʒenərəli] adv.通常；普遍地，一般地

199 Germany 1 ['dʒə:məni] n.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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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202 gre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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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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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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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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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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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holocaust 1 ['hɔləkɔ:st] n.大屠杀；毁灭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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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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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illegal 1 adj.[法]非法的；违法的；违反规则的 n.非法移民，非法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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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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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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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influences 1 ['ɪnfluəns] v. 影响；感染；<美俚>在(饮料)中加烈酒 n. 影响力；影响；权势；势力；有影响的人(或事物)

215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216 interview 1 ['intəvju:] n.接见，采访；面试，面谈 vt.采访；接见；对…进行面谈；对某人进行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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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jailed 1 ['dʒeɪld] adj. 监禁的；拘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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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knowledge 1 ['nɔlidʒ] n.知识，学问；知道，认识；学科 n.(Knowledge)人名；(南非)诺利奇

220 kremlin 1 ['kremlin] n.克里姆林宫（前苏联政府） adj.克里姆林宫的；前苏联政府的

221 kurt 1 [kə:t] n.库尔特（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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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lawyer 1 ['lɔ:jə] n.律师；法学家 n.(Lawyer)人名；(英)劳耶

226 leader 1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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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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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leave 1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230 Leonid 1 ['li:əunid] n.狮子座流星群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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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letters 1 [letəz] n.[语]字母；书信；读者投书栏（letter的复数） v.用字母标明；用印刷体写（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

233 liedtke 1 n. 利特克

234 listed 1 ['listid] adj.列出的；表列的；已登录的 v.列出；登记（list的过去分词）

235 local 1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236 made 1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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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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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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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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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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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message 1 ['mesidʒ] n.消息；差使；启示；预言；广告词 vi.报信，报告；[通信]报文 vt.通知

243 method 1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244 Michael 1 ['maikəl] n.迈克尔（男子名）

245 microsoft 1 ['maikrəusɔft] n.微软公司（全球知名的PC软件主要厂商）

246 moral 1 ['mɔrəl, 'mɔ:-] adj.道德的；精神上的；品性端正的 n.道德；寓意 n.(Moral)人名；(德、法、西、葡、土)莫拉尔

247 Moscow 1 ['mɔskəu] n.莫斯科（俄罗斯首都）

248 movies 1 [muːvɪz] n. 电影；电影业；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

249 natalia 1 n. 纳塔莉亚(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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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252 neither 1 ['naiðə, 'ni:-] conj.也不；既不 adv.两个都不；既不……也不 adj.两者都不的 pron.两者都不

253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54 nor 1 [nɔ:, 弱 nə] conj.也不；也不是 adv.也不；也没有 n.(Nor)人名；(中)挪(广东话·威妥玛)；(马来、俄)诺尔；(柬)诺

255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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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offer 1 [ˈɒfə] vt.提供；出价；试图 n.提议；出价；意图；录取通知书 vi.提议；出现；献祭；求婚

258 offices 1 办公室

259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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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opinion 1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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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oppression 1 [ə'preʃən] n.压抑；镇压；压迫手段；沉闷；苦恼

263 opsahl 1 奥普萨尔

264 ord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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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orders 1 英 ['ɔː də(r)] 美 ['ɔː rdər] n. 顺序；条理；订单；命令；秩序；阶层；[生]目；点的东西 v. 命令；定购；调整；整理；点餐；
预定，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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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organizing 1 v.组织（organize的ing形式）；使有机化 n.组织 adj.组织上的

268 ortutay 1 欧尔图陶伊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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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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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parties 1 英 ['pɑ tːi] 美 ['pɑ rːti] n. 聚会；宴会；政党；一伙人；[律]当事人 vi. 开派对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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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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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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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police 1 [pə'li:s] n.警察，警方；治安 vt.监督；管辖；维持治安；为…配备警察 adj.警察的；有关警察的

276 politician 1 [,pɔli'tiʃən] n.政治家，政客

277 politicians 1 [pɒlɪ'tɪʃnz] 政治家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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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posts 1 英 [pəʊst] 美 [poʊst] n. 职位；邮件；标竿 v. 邮递；通知；布置；派遣；急行 adv. 快速地

280 power 1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281 practice 1 ['præktis] n.实践；练习；惯例 vi.练习；实习；实行 vt.练习；实习；实行

282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83 principle 1 ['prinsəpl] n.原理，原则；主义，道义；本质，本义；根源，源泉

284 principled 1 ['prinsəpld] adj.有原则的；有操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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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promised 1 英 ['prɒmɪs] 美 ['prɑːmɪs] n. 诺言；预示；约定；(有)希望 v. 允诺；发誓；答应；有希望

287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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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publicly 1 ['pʌblikli] adv.公然地；以公众名义

290 purposes 1 英 ['pɜːpəs] 美 ['pɜ rːpəs] n. 目的；决心；意图；议题 v. 打算；决意

291 Putin 1 ['putin] n.普京（人名）

292 raise 1 [reiz] vt.提高；筹集；养育；升起 vi.上升 n.高地；上升；加薪 n.(Raise)人名；(英)雷兹

293 raised 1 [[reizd] adj.凸起的；发酵的；浮雕的 v.提高（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举起；抚育，抚养

294 read 1 [ri:d] vt.阅读；读懂，理解 vi.读；读起来 n.阅读；读物 adj.有学问的 n.(Read)人名；(英)里德

295 reads 1 [riː d] v. 识字；阅读；朗读；理解；读到；猜测；读唇语；写着；读起来（给人以某种印象）；显示；看读数；听到；
将...改为；攻读；（计算机）读盘 n. 阅读；好读物 adj. 博学的；熟知的

296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97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98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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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reportedly 1 [ri'pɔ:tidli] adv.据报道；据传闻

301 request 1 [ri'kwest] n.请求；需要 vt.要求，请求

302 requests 1 [rɪ'kwest] n. 请求；要求 vt. 请求；要求

303 respect 1 [ri'spekt] n.尊敬，尊重；方面；敬意 vt.尊敬，尊重；遵守

304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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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rule 1 [ru:l] vi.统治；管辖；裁定 n.统治；规则 vt.统治；规定；管理；裁决；支配 n.(Rule)人名；(英)鲁尔；(塞)鲁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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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Sascha 1 萨沙

308 searches 1 英 [sɜ tːʃ] 美 [sɜ rːtʃ] v. 搜寻；探求；调查 n. 搜寻；搜索；调查

309 secret 1 ['si:krit] n.秘密；秘诀；机密 adj.秘密的；机密的 n.(Secret)人名；(法)塞克雷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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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service 1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312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313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314 shand 1 n. 尚德

315 sharply 1 ['ʃa:pli] adv.急剧地；锐利地

316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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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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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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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320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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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322 speech 1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323 stand 1 [stænd] vi.站立；位于；停滞 vt.使站立；忍受；抵抗 n.站立；立场；看台；停止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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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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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straight 1 adj.直的；连续的；笔直的；正直的；整齐的；异性恋的 adv.直接地；不断地；立即；坦率地 n.直；直线；直男，直
女，异性恋者 n.(Straight)人名；(英)斯特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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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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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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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supported 1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31 supporters 1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332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333 suspended 1 [sə'spendid] adj.悬浮的；暂停的，缓期的（宣判）

334 symbol 1 ['simbəl] n.象征；符号；标志

335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36 tactic 1 ['tæktik] n.策略，战略 adj.按顺序的，依次排列的

337 tactics 1 ['tæktiks] n.策略；战术；用兵学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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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340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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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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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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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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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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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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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threat 1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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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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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tool 1 [tu:l] n.工具，用具；器械，机床；手段 vi.使用工具；用机床装备工厂 vt.用工具给……加工

351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352 twitter 1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353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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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unless 1 [ən'les] conj.除非，如果不 prep.除…之外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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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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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users 1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359 visited 1 v.拜访，访问（visit的过去式）

360 Vladimir 1 ['vlædimə] n.弗拉基米尔（古罗斯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的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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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volkov 1 n. 沃尔科夫

363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364 week 1 [wi:k] n.周，星期

365 weekend 1 [,wi:k'end, 'wi:kend] n.周末，周末休假；周末聚会 adj.周末的，周末用的 vi.度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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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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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widely 1 ['waidli] adv.广泛地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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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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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worldwide 1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372 worries 1 ['wʌrɪs] n. 烦恼；令人担忧的事物 名词worry的复数形式.

373 wrong 1 adv.错误地；邪恶地，不正当地 n.坏事；不公正 adj.错误的；失常的；不适当的 vt.委屈；无理地对待；诽谤 n.(Wrong)
人名；(英)朗

374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75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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