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0-19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acebook to Hire 10,000 in EU
to Help Build the 'Metavers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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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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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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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of 1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6 facebook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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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metaverse 10 [metæ'vɜːs] n. 虚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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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ha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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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compan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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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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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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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5 its 5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6 reality 5 [ri'æləti, ri:-] n.现实；实际；真实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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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statement 5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19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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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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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virtual 5 adj.[计]虚拟的；实质上的，事实上的（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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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build 4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24 eu 4 abbr.欧盟（EuropeanUnion）；能量单位（EnergyUnit）；熵的单位（EntropyUnit）；等效单位（EquivalentUnit） n.(Eu)人
名；(中)余(普通话·威妥玛)；(英)尤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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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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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plans 4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28 someth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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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0 develop 3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31 drive 3 [draiv] vi.开车；猛击；飞跑 vt.推动，发动（机器等）；驾驶（马车，汽车等）；驱赶 n.驱动器；驾车；[心理]内驱力，
推进力；快车道

32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33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34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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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someone 3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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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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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technologies 3 英 [tek'nɒlədʒi] 美 [tek'nɑ lːədʒi] n. 技术；工艺；工艺学

39 users 3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40 work 3 n.工作；[物]功；产品；操作；职业；行为；事业；工厂；著作；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 vt.使工作；操作；经营；使缓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41 across 2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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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announced 2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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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augmented 2 [ɔ:g'mentid] adj.增广的；增音的；扩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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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48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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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onfidence 2 ['kɔnfidəns] n.信心；信任；秘密 adj.（美）诈骗的；骗得信任的

50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51 d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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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uropean 2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53 expected 2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54 forward 2 ['fɔ:wəd] adj.向前的；早的；迅速的 adv.向前地；向将来 vt.促进；转寄；运送 n.前锋 n.(Forward)人名；(英)福沃德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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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governments 2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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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hire 2 [haiə] n.雇用，租用；租金，工钱 vt.雇用；出租 vi.雇用，租用；受雇

59 hiring 2 ['haiəriŋ] n.雇用；租用 v.雇用（hire的ing形式）

60 investment 2 [in'vestmənt] n.投资；投入；封锁

61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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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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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non 2 [nɔn] adv.非，不 n.投反对票的人，反对票 n.(Non)人名；(柬)嫩；(俄)诺恩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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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online 2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67 physic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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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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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produced 2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70 r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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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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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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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technology 2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74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75 throu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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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together 2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77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78 vo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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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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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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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82 add 1 [æd] vi.加；增加；加起来；做加法 vt.增加，添加；补充说；计算…总和 n.加法，加法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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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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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aim 1 vt.目的在于；引导；把…对准 vi.打算；对准目标；瞄准 n.目的；目标；对准

86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87 ar 1 [a:] abbr.应收款（AccountReceivable）；验收条件（AcceptanceRequirement）；陆军条例（ArmyRegulation） n.(Ar)人名；
(土)阿尔

88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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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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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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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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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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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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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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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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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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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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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closer 1 ['kləuzə] adj.靠近的 n.[自]闭合器；最后的节目

100 collaborate 1 [kə'læbəreit] vi.合作；勾结，通敌

101 collaboration 1 [kə,læbə'reiʃən] n.合作；勾结；通敌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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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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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communicate 1 vi.通讯，传达；相通；交流；感染 vt.传达；感染；显露

105 companies 1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106 competition 1 [,kɔmpi'tiʃən] n.竞争；比赛，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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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computers 1 [kəm'pju tːəz] n.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

109 connect 1 [kə'nekt] vt.连接；联合；关连 vi.连接，连结；联合

110 cooperation 1 [kəu,ɔpə'reiʃən] n.合作，协作；[劳经]协力

111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12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113 creators 1 创造者

114 criticized 1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115 dealt 1 [delt] v.处理（dea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6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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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developers 1 [dɪ'veləpəz] 开发商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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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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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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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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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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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25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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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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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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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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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nhanced 1 [in'hɑ:nst, -'hænst] adj.加强的；增大的 v.提高；加强（enhance的过去分词）

130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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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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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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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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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finance 1 [fai'næns] n.财政，财政学；金融 vt.负担经费，供给…经费 vi.筹措资金 n.(Finance)人名；(法)菲南斯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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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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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39 fully 1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140 Germany 1 ['dʒə:məni] n.德国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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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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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hate 1 [heit] vt.憎恨；厌恶；遗憾 vi.仇恨 n.憎恨；反感 n.(Hate)人名；(法)阿特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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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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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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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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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highly 1 ['haili] adv.高度地；非常；非常赞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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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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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images 1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153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54 individuals 1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155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56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57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58 interact 1 [,intə'rækt] vt.互相影响；互相作用 vi.互相影响；互相作用 n.幕间剧；幕间休息

159 interacting 1 [ɪntə'ræktɪŋ] n. 相互影响 动词interact的现在分词形式.

160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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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invested 1 [ɪn'vest] v. 投资；投入

163 investigations 1 [ɪnvestɪ'ɡeɪʃnz] 调查

164 Ireland 1 ['aiəland] n.爱尔兰

165 Italy 1 ['itəli] n.意大利（欧洲南部国家）

166 join 1 [dʒɔin] vt.参加；结合；连接 vi.加入；参加；结合 n.结合；连接；接合点 n.(Join)人名；(法)茹安

167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168 la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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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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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71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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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limit 1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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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mark 1 n.标志；马克；符号；痕迹；分数 vi.作记号 vt..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n..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175 markets 1 英 ['mɑːkɪt] 美 ['mɑ rːkɪt] n. 市场；集市 v. 销售；推销；买卖

176 million 1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177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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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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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mu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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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82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83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84 Netherlands 1 ['neðələndz] n.荷兰（形容词Netherlandish）；地区名

185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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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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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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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operations 1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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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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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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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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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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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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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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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partnerships 1 伙伴关系

199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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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persuade 1 [pə'sweid] vt.说服，劝说；使某人相信；劝某人做（不做）某事 vi.说服；被说服 adj.空闲的，有闲的

201 pleased 1 [pli:zd] adj.高兴的；喜欢的；乐意做某事 v.满意；愿意（please的过去分词形式）

202 Poland 1 ['pəulənd] n.波兰（欧洲国家）

203 policymakers 1 n.政策制定者，决策人( policymaker的名词复数 )

204 presence 1 ['prezəns] n.存在；出席；参加；风度；仪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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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pressing 1 ['presiŋ] n.压；冲压件 adj.紧迫的；迫切的；恳切的 v.压；按；熨烫衣物（press的ing形式） n.(Pressing)人名；(德)普
雷辛

207 priorities 1 英 [praɪ'ɒrəti] 美 [praɪ'ɔː rəti] n. 优先权；优先；优先顺序

208 priority 1 [prai'ɔrəti] n.优先；优先权；[数]优先次序；优先考虑的事

209 privacy 1 ['praivəsi, 'pri-, 'prai-] n.隐私；秘密；隐居；隐居处

210 profit 1 ['prɔfit] n.利润；利益 vi.获利；有益 vt.有益于 n.(Profit)人名；(法)普罗菲

211 project 1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212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13 published 1 ['pʌblɪʃ] v. 出版；发行；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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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215 real 1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216 recognized 1 ['rekəɡnaɪzd] adj. 公认的；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7 recruit 1 [ri'kru:t] n.招聘；新兵；新成员 vt.补充；聘用；征募；使…恢复健康 vi.复原；征募新兵；得到补充；恢复健康

218 recruitment 1 [ri'kru:tmənt] n.补充；征募新兵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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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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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represent 1 [,repri'zent] vt.代表；表现；描绘；回忆；再赠送 vi.代表；提出异议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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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24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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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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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229 sense 1 n.感觉，功能；观念；道理；理智 vt.感觉到；检测 n.森斯（人名）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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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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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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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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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sign 1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235 single 1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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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sounds 1 ['saʊndz] n. 声音，响声（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 v. 听起来；感觉起来；发出声音；发音（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
形式）

238 Spain 1 [spein] n.西班牙

239 specialized 1 ['speʃəlaizd] adj.专业的；专门的 v.专攻（specialize的过去分词）；使…专门化；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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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strength 1 [streŋθ, streŋkθ] n.力量；力气；兵力；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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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244 target 1 n.目标，指标；（攻击的）对象；靶子 v.把...作为目标；面向，对准（某群体） n.（Target）美国塔吉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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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tech 1 [tek] n.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技术（technology）；技术员（technician） n.(Tech)人名；(柬)德

247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48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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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51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252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253 universities 1 英 [ˌjuːnɪ'vɜːsəti] 美 [ˌjuːnɪ'vɜ rːsəti] n. 大学

254 upcoming 1 ['ʌp,kʌmiŋ] adj.即将来临的

255 us 1 pron.我们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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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version 1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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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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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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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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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VR 1 abbr.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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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64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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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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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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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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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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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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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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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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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Zuckerberg 1 扎克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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