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0-2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acebook Papers Show
Conflict Between People and Profit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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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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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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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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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company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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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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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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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i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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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ha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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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o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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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 for 10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4 not 10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5 with 10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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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problems 7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18 documents 6 英 ['dɒkjumənt] 美 ['dɑːkjumənt] n. 文件；公文；文档 vt. 记载；(用文件等)证明

19 form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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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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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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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users 6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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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een 5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25 b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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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mployee 5 [,emplɔi'i:, em'plɔii:] n.雇员；从业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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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papers 5 ['peɪpəz] n. 文件；资料；证书 名词paper的复数形式.

29 profit 5 ['prɔfit] n.利润；利益 vi.获利；有益 vt.有益于 n.(Profit)人名；(法)普罗菲

30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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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his 4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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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messag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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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money 4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35 s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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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show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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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workers 4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38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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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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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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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oar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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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data 3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42 does 3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43 ev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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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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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media 3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46 misinformation 3 [,misinfə'meiʃən] n.误报；错误的消息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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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organizations 3 [ˌɔː ɡənaɪ'zeɪʃnz] n. 组织机构（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

49 post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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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righ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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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says 3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52 social 3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53 speech 3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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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56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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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world 3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58 zhang 3 n. 张(中国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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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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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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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63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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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bankruptcy 2 ['bæŋkrəptsi] n.破产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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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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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business 2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69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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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ausing 2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71 collected 2 [kə'lektid] adj.镇定的；收集成的 v.收集；聚集（collect的过去式）

72 conflict 2 [kən'flikt, 'kɔnflikt] n.冲突，矛盾；斗争；争执 vi.冲突，抵触；争执；战斗

73 congress 2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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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create 2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76 criticism 2 ['krɪtɪsɪzəm] n.批评；考证；苛求

77 de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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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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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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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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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asily 2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81 Europe 2 ['juərəp] n.欧洲

82 example 2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83 expense 2 [ik'spens] n.损失，代价；消费；开支 vt.向…收取费用 vi.被花掉

84 financial 2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85 followed 2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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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go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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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grow 2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89 harm 2 [hɑ:m] n.伤害；损害 vt.伤害；危害；损害 n.(Harm)人名；(德)哈尔姆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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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haugen 2 n. 豪根

92 having 2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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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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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inconvenient 2 [,inkən'vi:njənt] adj.不便的；打扰的

96 irrelevant 2 [i'reləvənt] adj.不相干的；不切题的

97 language 2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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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limit 2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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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mar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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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Members 2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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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Myanmar 2 ['mjænmɑ:] n.缅甸（东南亚国家）

105 network 2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106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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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numb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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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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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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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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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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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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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prerogative 2 [pri'rɔgətiv] n.特权 adj.有特权的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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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safety 2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117 sa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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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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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s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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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site 2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121 solutions 2 [sə'lu ʃːnz] n. 解答

122 solve 2 [sɔlv, sɔ:lv] vt.解决；解答；溶解 vi.作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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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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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spo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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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spread 2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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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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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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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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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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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132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133 weaken 2 ['wi:kən] vt.减少；使变弱；使变淡 vi.变弱；畏缩；变软弱

134 who 2 pron.谁；什么人

135 widespread 2 ['waid'spred] adj.普遍的，广泛的；分布广的

136 worked 2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7 wrote 2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138 you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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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Zuckerberg 2 扎克伯格

140 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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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accounts 1 [ə'kaʊnts] n. 帐目；叙述；账户；客户，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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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Afghanistan 1 [æf'gænistæn] n.阿富汗（国家名称，位于亚洲）

144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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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algorithm 1 ['ælgəriðəm] n.[计][数]算法，运算法则

147 algorithms 1 ['ælɡərɪðəm] n. 算法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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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allowed 1 adj.允许，容许的 v.允许；认可（allow的过去分词）

150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51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52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53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54 angry 1 ['æŋgri] adj.生气的；愤怒的；狂暴的；（伤口等）发炎的

155 answer 1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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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58 attempt 1 [ə'tempt] n.企图，试图；攻击 vt.企图，试图；尝试

159 attract 1 [ə'trækt] vt.吸引；引起 vi.吸引；有吸引力

160 avoided 1 [ə'vɔɪdɪd] adj. 避免了 动词avoi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61 barbara 1 ['ba:bərə] n.芭芭拉（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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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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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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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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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boring 1 ['bɔ:riŋ] adj.无聊的；令人厌烦的 n.钻孔 v.钻孔；使厌烦；挖空（bore的ing形式） n.(Boring)人名；(英、瑞典)博林

167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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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brings 1 [brɪŋz] v. 带来；促使；引起；劝诱（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69 buy 1 [bai] vt.购买；获得；贿赂 vi.买，采购 n.购买，买卖；所购的物品 n.(Buy)人名；(法)比伊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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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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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carried 1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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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Caty 1 卡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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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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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changes 1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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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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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closely 1 ['kləusli] adv.紧密地；接近地；严密地；亲近地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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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commercial 1 [kə'mə:ʃəl] adj.商业的；营利的；靠广告收入的 n.商业广告

183 communications 1 英 [kəmjuːnɪ'keɪʃ(ə)nz] 美 [kə̩ mjuːnɪ'keɪʃənz] n. 通信技术；通讯设备 名词communication的复数形式.

184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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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187 conduct 1 ['kɔndʌkt, kən'dʌkt] vi.导电；带领 vt.管理；引导；表现 n.进行；行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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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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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continues 1 [kən'tɪnju ]ː v. 继续；连续；维持；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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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controls 1 英 [kən'trəʊls] 美 [kən'troʊls] n. 控制器；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

193 convenient 1 adj.方便的；[废语]适当的；[口语]近便的；实用的

194 corporation 1 n.公司；法人（团体）；社团；市政当局

195 costs 1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196 country 1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
乐的

197 crack 1 [kræk] vt.使破裂；打开；变声 vi.破裂；爆裂 n.裂缝；声变；噼啪声 adj.最好的；高明的

198 cracks 1 [kræk] v. 破裂；砸开；发出爆裂声；撞击；破解；变嘶哑；崩溃；制裁；<非正式>开玩笑 n. 裂缝；裂痕；爆裂声；猛
击；尝试；俏皮话 adj. 训练有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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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crimes 1 [k'raɪmz] 犯罪

201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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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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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dan 1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205 debts 1 ['dets] n. 债券 名词deb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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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decisions 1 [dɪ'sɪʒn] n. 决定；决心；判决

208 declare 1 [di'klεə] vt.宣布，声明；断言，宣称 vi.声明，宣布

209 defend 1 [di'fend] vt.辩护；防护 vi.保卫；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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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denies 1 [dɪ'naɪ] vt. 否认；拒绝承认；拒绝给予；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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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3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214 directors 1 [dɪ'rektəz] 董事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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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dismissed 1 [dɪs'mɪst] adj. 解散的；摒弃的；解雇的 动词dismi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7 division 1 n.[数]除法；部门；分配；分割；师（军队）；赛区

218 document 1 n.文件，公文；[计]文档；证件 vt.记录，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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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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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ast 1 [i:st] n.东方；东风；东方国家 adj.东方的；向东的；从东方来的 adv.向东方，在东方 n.(East)人名；(英)伊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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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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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226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227 elections 1 n. 选举，选举制；投票（elec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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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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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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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mine 1 [ig'zæmin] vt.检查；调查；检测；考试 vi.检查；调查

233 executives 1 英 [ɪɡ'zɛkjʊtɪv] 美 [ɪg'zɛkjətɪv] adj. 行政的；决策的；经营的；[计算机]执行指令 n. 行政主管；行政部门；决策者

234 expand 1 [ik'spænd] vt.扩张；使膨胀；详述 vi.发展；张开，展开

235 expenses 1 [ɪks'pensɪz] n. 费用；开支 名词expense的复数形式.

236 extra 1 ['ekstrə] adv.特别地，非常；另外 n.临时演员；号外；额外的事物；上等产品 adj.额外的，另外收费的；特大的

237 extremism 1 [ik'stri:mizəm] n.极端主义（尤指政治上的极右或极左）；极端性；过激主义

238 extremist 1 [ik'stri:mist] n.极端主义者，过激分子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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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failure 1 ['feiljə] n.失败；故障；失败者；破产

241 fall 1 [fɔ:l] vi.落下；变成；来临；减弱 n.下降；秋天；瀑布 vt.砍倒；击倒 adj.秋天的 n.(Fall)人名；(法、芬、瑞典)法尔；(英、
匈)福尔；(阿拉伯)法勒

242 false 1 [fɔ:ls] adj.错误的；虚伪的；伪造的 adv.欺诈地

243 feed 1 [fi:d] vt.喂养；供给；放牧；抚养（家庭等）；靠…为生 vi.吃东西；流入 n.饲料；饲养；（动物或婴儿的）一餐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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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final 1 ['fainl] adj.最终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 n.决赛；期末考试；当日报纸的末版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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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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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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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foreign 1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250 frances 1 ['frɑ:nsis] n.弗朗西丝（女子名）

251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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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gain 1 [gein] n.增加；利润；收获 vt.获得；增加；赚到 vi.增加；获利 n.(Gain)人名；(英、匈、法)盖恩

254 gained 1 [geɪnd] adj.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55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256 goals 1 ['ɡəʊlz] n.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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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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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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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growth 1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261 harms 1 英 [hɑːm] 美 [hɑ rːm] n. 危害；伤害；损害 vt. 伤害；损害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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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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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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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him 1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266 himself 1 [him'self] pron.他自己；他亲自，他本人

267 hire 1 [haiə] n.雇用，租用；租金，工钱 vt.雇用；出租 vi.雇用，租用；受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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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ideas 1 观念

270 identify 1 vt.确定；鉴定；识别，辨认出；使参与；把…看成一样vi.确定；认同；一致

271 ignore 1 [ig'nɔ:] vt.驳回诉讼；忽视；不理睬

272 ignores 1 英 [ɪɡ'nɔː (r)] 美 [ɪɡ'nɔː r] vt. 忽视；不理；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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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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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increase 1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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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279 intentions 1 n. 《意图》；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著

280 interests 1 ['ɪntrəst] n. 兴趣；嗜好；利息；股份 v. 使…感兴趣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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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investing 1 [ɪnvestɪŋ] n. 投资 动词invest的现在分词形式.

283 jennifer 1 ['dʒenifə] n.詹尼弗（女子名）

284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285 lacked 1 [læk] n. 缺乏；无 v. 缺乏；不足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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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lawyers 1 ['lɔː jəz] 律师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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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lie 1 [lai] vi.躺；说谎；位于；展现 vt.谎骗 n.谎言；位置 n.(Lie)人名；(罗、挪、瑞典)利；(中)李(普通话·威妥玛)

290 lies 1 [laɪ] v. 躺下；位于；在于；平放；存在；延伸；说谎 n. 谎言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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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293 looked 1 [lʊkt]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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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majority 1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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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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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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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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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mathematical 1 [,mæθi'mætikəl] adj.数学的，数学上的；精确的

301 matters 1 ['mætəz] n. 事情 名词matt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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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meant 1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303 middle 1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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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Minneapolis 1 [,mini'æpəlis] n.明尼阿波里斯市（美国一座城市）

306 misunderstands 1 英 [ˌmɪsʌndə'stænd] 美 [ˌmɪsʌndər'stænd] v. 误解；误会；不了解

307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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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310 muslim 1 ['muzlim; 'mʌz-] n.穆斯林；穆罕默德信徒 adj.伊斯兰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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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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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novak 1 n.诺瓦克（人名）

314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315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316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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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ortutay 1 欧尔图陶伊

319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320 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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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322 owns 1 英 [əʊn] 美 [oʊn] adj. 自己的；特有的 n. 自己的东西 v. 承认；拥有

323 paid 1 [peid] adj.付清的；已付的 vt.支付（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付清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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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phrasal 1 ['freizl] adj.短语的；习惯用语的，成语的

326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27 population 1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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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powerless 1 ['pauəlis] adj.无力的；[劳经]无能力的，无权的

330 predict 1 [pri'dikt] vt.预报，预言；预知 vi.作出预言；作预料，作预报

331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332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333 privilege 1 n.特权；优待 vt.给予…特权；特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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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336 products 1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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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protesters 1 n.抗议者( protester的名词复数 ); 反对者; 拒绝者; 断言者

339 provided 1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340 publishing 1 ['pʌbliʃiŋ] n.出版；出版业 adj.出版的；出版业的 v.出版；发行（publish的现在分词形式）；发表

341 punish 1 ['pʌniʃ] vt.惩罚；严厉对待；贪婪地吃喝 vi.惩罚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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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pushed 1 [puʃt] adj.处于窘境的；为难的；推挤现象的 v.推；挤；逼迫（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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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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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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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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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recognize 1 ['rekəgnaiz] vt.认出，识别；承认 vi.确认，承认；具结

350 recognizes 1 ['rekəɡnaɪz] vt. 承认；认出；意识到；表示感激；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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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relevant 1 adj.相关的；切题的；中肯的；有重大关系的；有意义的，目的明确的

353 re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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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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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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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responsibility 1 [ri.spɔnsə'biliti] n.责任，职责；义务

357 rests 1 [rests] n. 其他 名词rest的复数形式.

358 rohingya 1 罗兴亚族（ 缅甸的一个穆斯林族群）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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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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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scientist 1 ['saiəntist] n.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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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senate 1 ['senit] n.参议院，上院；（古罗马的）元老院

364 separate 1 vt.使分离；使分开；使分居 vi.分开；隔开；分居 adj.单独的；分开的；不同的；各自的； n..分开；抽印本

365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366 seventeen 1 [,sevən'ti:n] n.十七，十七个 adj.十七岁的；十七的，十七个的 num.十七 n.(Seventeen)人名；(瑞典)塞文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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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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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shot 1 n.发射；炮弹；射手；镜头 adj.用尽的；破旧的；杂色的，闪光的 v.射击（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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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side 1 [said] n.方面；侧面；旁边 vi.支持；赞助；偏袒 adj.旁的，侧的 vt.同意，支持 n.(Side)人名；(英)赛德

372 signing 1 ['sainiŋ] n.签署；签字 v.签字；写下；示意（sig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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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slow 1 [sləu] adj.慢的；减速的；迟钝的 vi.变慢；变萧条 vt.放慢；阻碍 adv.慢慢地；迟缓地 n.(Slow)人名；(英)斯洛

375 slowed 1 英 [sləʊ] 美 [sloʊ] adj. 慢的 adv. 慢慢地 v. 放慢；减速

376 small 1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
人名；(英)斯莫尔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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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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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sophie 1 ['səufi] n.索菲（女子名）

380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381 steps 1 n.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台阶，步骤（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

382 st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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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stori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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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struggling 1 ['strʌgliŋ] adj.奋斗的；努力的；苦斗的 v.努力；斗争；竞争（struggle的ing形式）

385 successfully 1 [sək'sesfəli] adv.成功地；顺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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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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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 surrounds 1 [sə'raʊnd] vt. 包围；环绕 n. 环绕物

389 Syracuse 1 ['sairəkju:z; 'si-; -kju:s] n.锡拉库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部一港市）

390 systems 1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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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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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94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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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397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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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 toge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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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400 total 1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401 trafficking 1 ['træfɪk] n. （人或车等）交通流量；不正当生意（走私） v. 做生意（多指违法的）；游览

402 trouble 1 ['trʌbl] n.麻烦；烦恼；故障；动乱 vt.麻烦；使烦恼；折磨 vi.费心，烦恼

403 trump 1 [trʌmp] n.王牌；法宝；喇叭 vt.胜过；打出王牌赢 vi.出王牌；吹喇叭 n.(Trump)人名；(英)特朗普

404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405 ultimately 1 ['ʌltimətli] adv.最后；根本；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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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 unwilling 1 [,ʌn'wiliŋ] adj.不愿意的；不情愿的；勉强的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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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 upon 1 [ə'pɔn] prep.根据；接近；在…之上

410 vaccine 1 ['væksi:n] n.疫苗；牛痘苗 adj.疫苗的；牛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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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voting 1 ['vəutiŋ] adj.投票的 n.投票；选举 v.投票（vote的ing形式）；选举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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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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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week 1 [wi:k] n.周，星期

416 wellbeing 1 [ˌwel'biː ˌɪŋ] n. 幸福，康宁，安宁；健康；福利

417 western 1 ['westən] adj.西方的，西部的；有西方特征的 n.西方人；西部片，西部小说 n.(Western)人名；(英)韦斯顿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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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whatever 1 [hwɔt'evə, 'hwət-] adj.不管什么样的 pron.无论什么；诸如此类 conj.无论什么

420 wh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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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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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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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willing 1 ['wiliŋ] adj.乐意的；自愿的；心甘情愿的 v.决心；用意志力驱使；将（财产等）遗赠某人（will的现在分词） n.(Willing)
人名；(德、芬、瑞典)维林；(英)威林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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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wor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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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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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 yes 1 [jes] adv.是,是的 n.是（表示肯定）

429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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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 younger 1 ['jʌŋə, 'jʌŋgə] n.年纪较小者；幼辈 adj.较年轻的 n.(Younger)人名；(英)扬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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