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2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ssaging Service Promises to
Make Data Privacy Rules Clearer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2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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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11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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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privacy 9 ['praivəsi, 'pri-, 'prai-] n.隐私；秘密；隐居；隐居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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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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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 rules 6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1 update 6 [ʌp'deit, 'ʌpdeit] vt.更新；校正，修正；使现代化 n.更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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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servic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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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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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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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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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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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faceboo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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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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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information 4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21 mo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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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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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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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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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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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chat 3 [tʃæt] vi.聊天；闲谈 vt.与…搭讪；与…攀谈 n.聊天；闲谈 n.(Chat)人名；(英)查特(教名Carol、Carola、Caroline、Carolyn的
昵称)；(西)查特；(越)质；(柬)乍；(泰)察；(捷)哈特；(中)质(广东话·威妥玛)；(法)沙

28 European 3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29 fine 3 [fain] adj.好的；优良的；细小的，精美的；健康的；晴朗的 n.罚款 vt.罚款；澄清 adv.很好地；精巧地 n.(Fine)人名；(意)菲
内；(英)法恩

30 Ireland 3 ['aiəland] n.爱尔兰

31 m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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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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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4 policy 3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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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union 3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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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agree 2 [ə̍ ɡriː ] vt.同意，赞成；承认；约定，商定 vi.vi.同意，意见一致；约定，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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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42 authority 2 [ɔ:'θɔrəti] n.权威；权力；当局

43 breaking 2 ['breikiŋ] n.破坏；阻断 v.破坏（break的ing形式）

44 clearer 2 ['kliərə] n.[助剂]澄清剂；清洁器 adj.更清楚的

45 decision 2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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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global 2 ['gləubəl] adj.全球的；总体的；球形的

48 john 2 [dʒɔn] n.厕所

49 led 2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50 messaging 2 n.消息传送；通知；信息传送 v.发送；报信（message的ing形式）

51 move 2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52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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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pow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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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recor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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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57 s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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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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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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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t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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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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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to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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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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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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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affect 1 [ə'fekt, 'æfekt] vt.影响；感染；感动；假装 vi.倾向；喜欢 n.情感；引起感情的因素

68 agencies 1 ['eɪdʒənsi] n. 代理；代理处；政府机构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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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71 appeals 1 [ə'piː l] n. 恳求；呼吁；上诉；吸引力 n. (体育比赛中)诉请裁决 v. 呼吁；有吸引力；求助；诉请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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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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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authorities 1 [ɔː 'θɒrɪtɪs] n. 当局；官方 名词authority的复数形式.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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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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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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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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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billion 1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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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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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83 collects 1 [kə'lekt] v. 收集；聚集；募捐；运走；使（自己）镇定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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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commission 1 [kə'miʃən] n.委员会；佣金；犯；委任；委任状 vt.委任；使服役；委托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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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comp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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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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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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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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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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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decisions 1 [dɪ'sɪʒn] n. 决定；决心；判决

93 detail 1 ['di:teil, di'teil] n.细节，详情 vt.详述；选派 vi.画详图

94 details 1 n.细节（detail的复数）；详细资料 v.详细说明（detail的三单形式）

95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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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disagreed 1 [ˌdɪsə'ɡriː ] v. 不同意；不一致；有分歧；不适应；不适宜

98 dispute 1 [dis'pju:t, 'dis-] vt.辩论；怀疑；阻止；抗拒 vi.争论 n.辩论；争吵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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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Dublin 1 ['dʌblin] n.都柏林（爱尔兰共和国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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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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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u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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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105 explaining 1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106 forced 1 adj.被迫的；强迫的；用力的；不自然的 v.强迫（force的过去式）

107 gathering 1 ['gæðəriŋ] n.聚集；集会；收款 v.聚集（gather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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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German 1 ['dʒə:mən]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n.德语；德国人

110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11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112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113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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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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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headquarters 1 [,hed'kwɔ:təz] n.总部；指挥部；司令部

116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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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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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20 international 1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121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122 investigation 1 [in,vesti'geiʃən] n.调查；调查研究

123 involved 1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4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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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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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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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list 1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129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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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Meta 1 pref.表示“变化”“变换”之义 n.(Meta)人名；(德、俄、罗、塞、葡、意、英)梅塔(女子教名Margaret的昵称)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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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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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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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137 notice 1 ['nəutis] n.通知，布告；注意；公告 vt.通知；注意到；留心 vi.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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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140 openness 1 ['əupənnis] n.公开；宽阔；率真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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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organized 1 ['ɔ:gənaizd] adj.有组织的；安排有秩序的；做事有条理的 v.组织（organize的过去分词）

143 outage 1 ['autidʒ] n.储运损耗；中断供应；运行中断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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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owned 1 [əund] v.拥有；承认（own的过去分词） adj.自身拥有的

146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47 platforms 1 [p'lætfɔː mz] 平台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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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processed 1 [p'rəsest] adj. 经加工的；处理的 动词proc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0 processing 1 n. 进程；步骤；数据处理；整理；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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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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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protects 1 [prə'tekt] v. 保护；投保

154 provides 1 [prə'vaɪd] v. 供给；提供；准备；规定；抚养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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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reasons 1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157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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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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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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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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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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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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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167 signal 1 n.信号；暗号；导火线 vt.标志；用信号通知；表示 adj.显著的；作为信号的 vi.发信号 n.(Signal)人名；(瑞典)西格纳尔

168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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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software 1 ['sɔftwεə, 'sɔ:-] n.软件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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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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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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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174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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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telegram 1 ['teligræm] n.电报 vt.用电报发送 vi.发电报

177 temporary 1 ['tempərəri] adj.暂时的，临时的 n.临时工，临时雇员

178 text 1 [tekst] n.[计]文本；课文；主题 vt.发短信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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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181 turkey 1 ['tə:ki] n.火鸡；笨蛋；失败之作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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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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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w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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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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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whole 1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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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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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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