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0-0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acebook Hit with Major
Outage, Accusations from Former Emplo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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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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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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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facebook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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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of 1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6 company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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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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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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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O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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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haugen 8 n. 豪根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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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its 8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3 outage 8 ['autidʒ] n.储运损耗；中断供应；运行中断

14 sai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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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6 ca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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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mak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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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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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0 documents 5 英 ['dɒkjumənt] 美 ['dɑːkjumənt] n. 文件；公文；文档 vt. 记载；(用文件等)证明

21 Instagram 5 英 [ˌins'tægrəm] 美 [ˌɪns'tægrəm] n. 一款图片分享应用

22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3 researc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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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s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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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somethin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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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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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users 5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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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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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h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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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how 4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32 provided 4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33 showed 4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34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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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ecause 3 [bi'kɔz] conj.因为

37 form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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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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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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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girls 3 ['ɡɜ lːz] n.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

40 group 3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41 harm 3 [hɑ:m] n.伤害；损害 vt.伤害；危害；损害 n.(Harm)人名；(德)哈尔姆

42 Internet 3 ['intənet] n.因特网

43 products 3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44 publi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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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senate 3 ['senit] n.参议院，上院；（古罗马的）元老院

46 s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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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you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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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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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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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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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anonymous 2 [ə'nɔniməs] adj.匿名的，无名的；无个性特征的

52 appeared 2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3 astronomical 2 [,æstrə'nɔmikəl,-ik] adj.天文的，天文学的；极大的

54 b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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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56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57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58 changes 2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59 controls 2 英 [kən'trəʊls] 美 [kən'troʊls] n. 控制器；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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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disorders 2 英 [dɪs'ɔː də(r)] 美 [dɪs'ɔː rdər] n. 混乱；杂乱；不适；失调；疾病 vt. 扰乱

62 division 2 n.[数]除法；部门；分配；分割；师（军队）；赛区

63 eating 2 ['i:tiŋ] adj.侵蚀的；可生食的；进餐用的 n.吃；食物 v.吃（eat的ing形式）

64 employee 2 [,emplɔi'i:, em'plɔii:] n.雇员；从业员工

65 feel 2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66 for 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67 harmful 2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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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hate 2 [heit] vt.憎恨；厌恶；遗憾 vi.仇恨 n.憎恨；反感 n.(Hate)人名；(法)阿特

70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71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72 l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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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74 maj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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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mental 2 ['mentəl] 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n.精神病患者

76 misinformation 2 [,misinfə'meiʃən] n.误报；错误的消息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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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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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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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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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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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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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particular 2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84 peer 2 n.贵族；同等的人；同龄人 vi.凝视，盯着看；窥视 vt.封为贵族；与…同等 n.(Peer)人名；(英、巴基)皮尔

85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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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pressure 2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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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profits 2 n.[会计]收益，红利；盈利（profit的复数）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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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result 2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92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93 servi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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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services 2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95 stoke 2 [stəuk] vi.烧火；做司炉工；大吃大喝 vt.拨旺火；使饱吃一顿 n.(Stoke)人名；(英)斯托克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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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subcommittee 2 ['sʌbkə,miti] n.小组委员会；委员会的附属委员会

98 suggests 2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99 testimony 2 ['testiməni] n.[法]证词，证言；证据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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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thoughts 2 ['θɔː ts] n. 思维 名词thought的复数形式.

102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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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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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who 2 pron.谁；什么人

105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06 women 2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107 won 2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8 worse 2 [wə:s, 'wə:s] adj.更坏的；更差的；更恶劣的（bad的比较级）；（病情）更重的（ill的比较级） adv.更糟；更坏；更恶劣
地；更坏地 n.更坏的事；更恶劣的事

109 above 1 [ə'bʌv] prep.超过；在……上面；在……之上 adv.在上面；在上文 adj.上文的 n.上文

110 accusations 1 n.指责( accusation的名词复数 ); 指控; 控告; （被告发、控告的）罪名

111 accused 1 [ə'kju:zd] n.被告 adj.被控告的 v.指责；控告（accus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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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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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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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affected 1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6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17 anonymously 1 [ə'nɔnəməsli] adv.不具名地；化名地

118 apologized 1 [ə'plɒlədʒaɪzd] adj. 道歉的 动词apolog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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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arrange 1 [ə'reindʒ] vt.安排；排列；整理 vi.安排；排列；协商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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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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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aw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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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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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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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behave 1 [bi'heiv] vi.表现；（机器等）运转；举止端正；（事物）起某种作用 vt.使守规矩；使表现得…

128 belief 1 [bi'li:f] n.相信，信赖；信仰；教义

129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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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billion 1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132 blamed 1 [bleimd] adj.混蛋的，该死的 v.谴责

133 blocked 1 [blɔkt] adj.堵塞的；被封锁的 v.阻塞（block的过去分词）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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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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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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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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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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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cbs 1 [ˌsiː biː 'es] abbr. (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abbr. 中央统计局(=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141 children 1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142 chose 1 [英[tʃəʊz] 美[tʃoz]] v.choose的过去式,选择 n.【法律】物体；动产 n.(Chose)人名；(法)肖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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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commerce 1 n.贸易；商业；商务

145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146 configuration 1 [kən,figju'reiʃən] n.配置；结构；外形

147 configure 1 [kən'figə] vt.安装；使成形

148 congressional 1 [kən'greʃənəl] adj.国会的；会议的；议会的

149 consumer 1 [kən'sju:mə] n.消费者；用户，顾客

150 crisis 1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151 criticisms 1 [k'rɪtɪsɪzəmz] 批评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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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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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decisions 1 [dɪ'sɪʒn] n. 决定；决心；判决

155 declarations 1 [ˌdeklə'reɪʃənz] n. 声明；公告 名词declaration的复数形式.

156 democracy 1 [di'mɔkrəsi] n.民主，民主主义；民主政治

157 development 1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158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159 direction 1 [di'rekʃən, dai-] n.方向；指导；趋势；用法说明

160 discussed 1 [dɪs'kʌst] adj. 被讨论的；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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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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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downplay 1 ['daunplei] vt.不予重视；将...轻描淡写

164 downplayed 1 [ˌdaʊn'pleɪ] v. 低估；对…轻描淡写；不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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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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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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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mployees 1 [ˌemplɔɪ'iː ] n. 受雇者；雇工；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

170 endangered 1 [in'deindʒəd] adj.濒临灭绝的；有生命危险的

171 enforcement 1 [in'fɔ:smənt] n.执行，实施；强制

172 engineers 1 英 [ˌendʒɪ'nɪə(r)] 美 [ˌendʒɪ'nɪr] n. 工程师；机(械)师 vt. 设计；建造；策划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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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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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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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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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mining 1 adj.审查的；考试的 v.检查；审讯；进行考试（examine的ing形式）

179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180 failing 1 ['feiliŋ] n.失败；缺点，过失；弱点 prep.如果没有… adj.失败的 v.失败；不及格（fail的ing形式） n.(Failing)人名；(英)费
林

181 Feder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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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feelings 1 ['fiː lɪŋs] n.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

183 females 1 ['fiː meɪlz] 女性

184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185 frances 1 ['frɑ:nsis] n.弗朗西丝（女子名）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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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fuels 1 [fjʊəlz] n. 燃料 名词fuel的复数形式.

188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189 g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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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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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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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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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heavily 1 ['hevili] adv.沉重地；猛烈地；沉闷地

194 hel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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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hit 1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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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ideas 1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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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image 1 ['imidʒ] n.影像；想象；肖像；偶像 vt.想象；反映；象征；作…的像 n.(Image)人名；(法)伊马热

200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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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influence 1 ['influəns] n.影响；势力；感化；有影响的人或事 vt.影响；改变

203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204 investigate 1 [in'vestigeit] v.调查；研究

205 journal 1 ['dʒə:nəl] n.日报，杂志；日记；分类账

206 knows 1 英 [nəʊ] 美 [noʊ] v. 了解；知道；认识 n. 知情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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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209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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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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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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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leadership 1 ['li:dəʃip] n.领导能力；领导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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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
(英)卢克

216 lo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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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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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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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magnifies 1 ['mæɡnɪfaɪ] v. 放大；夸大

219 magnify 1 ['mægnifai] vt.放大；赞美；夸大 vi.放大；有放大能力

220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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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223 messaging 1 n.消息传送；通知；信息传送 v.发送；报信（message的ing形式）

224 minutes 1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225 mistake 1 [mi'steik] n.错误；误会；过失 vt.弄错；误解 vi.弄错；误解

226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227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228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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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31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32 night 1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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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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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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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page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杰；(法)帕日

238 photo 1 ['fəutəu] n.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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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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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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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program 1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244 progress 1 ['prəugres, 'prɔ-, prəu'gres] n.进步，发展；前进 vi.前进，进步；进行 n.(Progress)人名；(赞)普罗格雷斯

245 protection 1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246 providing 1 [prəu'vaidiŋ] conj.假如，以…为条件 v.供给（provide的ing形式）；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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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reached 1 到达

249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50 record 1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251 recorded 1 [ri'kɔ:did] adj.记录的 v.记录；录音（record的过去分词）

252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53 remain 1 [ri'mein] vi.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n.遗迹；剩余物，残骸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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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256 route 1 [ru:t, raut] vt.按某路线发送 n.路线；航线；通道

257 routed 1 [ru tːɪd] adj. 规定路线的 动词route及rou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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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safety 1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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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61 scientist 1 ['saiəntist] n.科学家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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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ection 1 n.截面；部分；部门；地区；章节 vi.被切割成片；被分成部分 vt.把…分段；将…切片；对…进行划分

264 seem 1 [si:m] vi.似乎；像是；装作 n.(Seem)人名；(英)西姆

265 send 1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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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hand 1 n. 尚德

268 sharing 1 英 ['ʃeərɪŋ] 美 ['ʃerɪŋ] n. 共享；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

269 shown 1 ['ʃəun] v.解释（show的过去分词）；给予；表露

270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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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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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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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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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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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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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poke 1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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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street 1 [stri:t] n.街道 adj.街道的 n.(Street)人名；(英、葡)斯特里特；(德)施特雷特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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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study 1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282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83 suffered 1 ['sʌfəd] v. 遭受，允许，宽恕（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4 suggested 1 [sə'dʒestɪd] adj. 建议的；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5 suicidal 1 [sjui'saidəl] adj.自杀的，自杀性的；自我毁灭的；自取灭亡的

286 suicide 1 ['sjuisaid] n.自杀；自杀行为；自杀者 adj.自杀的 vt.自杀 vi.自杀

287 Sunday 1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288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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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television 1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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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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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track 1 [træk] n.轨道；足迹，踪迹；小道 vt.追踪；通过；循路而行；用纤拉 vi.追踪；走；留下足迹

294 tracker 1 ['trækə] n.拉纤者，纤夫；追踪系统，[自]跟踪装置；追踪者

295 traffic 1 ['træfik] n.交通；运输；贸易；[通信]通信量 vt.用…作交换；在…通行 vi.交易，买卖

296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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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299 urge 1 [ə:dʒ] vt.力劝，催促；驱策，推进 n.强烈的欲望，迫切要求；推动力 vi.强烈要求

300 us 1 pron.我们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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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user 1 ['ju:zə] n.用户 n.使用者 n.(User)人名；(土)乌塞尔

303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04 visit 1 ['vizit] n.访问；参观；逗留 vt.访问；参观；视察 vi.访问；暂住；闲谈 n.(Visit)人名；(老)维西；(泰)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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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wall 1 [wɔ:l] n.墙壁，围墙；似墙之物 vt.用墙围住，围以墙 adj.墙壁的 n.(Wall)人名；(英)沃尔；(德、芬、捷、瑞典)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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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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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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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weaken 1 ['wi:kən] vt.减少；使变弱；使变淡 vi.变弱；畏缩；变软弱

311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312 well 1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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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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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with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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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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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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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319 written 1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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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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