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5-05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 Google Policy Removes
Personal Details from Online Searche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2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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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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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nformation 15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5 i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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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google 11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7 i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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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8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9 personal 8 ['pə:sənl] adj.个人的；身体的；亲自的 n.人事消息栏；人称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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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people 7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2 policy 7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3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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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could 6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5 new 6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6 and 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7 be 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8 compan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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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details 5 n.细节（detail的复数）；详细资料 v.详细说明（detail的三单形式）

20 online 5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1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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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request 5 [ri'kwest] n.请求；需要 vt.要求，请求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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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5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6 searc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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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dded 3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28 announcement 3 [ə'naunsmənt] n.公告；宣告；发表；通告

29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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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include 3 [in'klu:d] vt.包含，包括

31 Internet 3 ['intənet] n.因特网

32 its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33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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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removal 3 [ri'mu:vəl] n.免职；移动；排除；搬迁

35 results 3 [rɪ'zʌlts] n. 结果

36 statement 3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37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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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used 3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9 ways 3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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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access 2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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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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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44 dox 2 [dɔː ks] n. 纪录影片

45 earlier 2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46 fraudulent 2 ['frɔ:djulənt] adj.欺骗性的；不正的

47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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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hand 2 [hænd] n.手，手艺；帮助；指针；插手 vt.传递，交给；支持；搀扶 n.(Hand)人名；(英、瑞典)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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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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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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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included 2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3 latest 2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54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55 malicious 2 [mə'liʃəs] adj.恶意的；恶毒的；蓄意的；怀恨的

56 material 2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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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permits 2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59 permitted 2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60 privacy 2 ['praivəsi, 'pri-, 'prai-] n.隐私；秘密；隐居；隐居处

61 private 2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的，
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62 protect 2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63 recent 2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64 remo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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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removed 2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66 removing 2 [riː 'muːvɪŋ] n. 消除；排除；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67 requests 2 [rɪ'kwest] n. 请求；要求 vt. 请求；要求

68 searches 2 英 [sɜ tːʃ] 美 [sɜ rːtʃ] v. 搜寻；探求；调查 n. 搜寻；搜索；调查

69 sensitive 2 adj.敏感的；感觉的；[仪]灵敏的；感光的；易受伤害的；易受影响的 n.敏感的人；有灵异能力的人

70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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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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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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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websites 2 ['websaɪts] n. 网站（名词website的复数形式）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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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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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activities 1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78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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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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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addresses 1 [ə'dres] n. 住址；网址；电子邮箱地址；称呼；致词；讲话；演讲；谈吐 v. 称呼；发表演说；提出；写地址；处理

82 advised 1 [əd'vaizd] adj.考虑过的；细想过的 v.建议（advise的过去分词）；劝告

83 age 1 [eidʒ] n.年龄；时代；寿命，使用年限；阶段 vi.成熟；变老 vt.使成熟；使变老，使上年纪 n.(Age)人名；(瑞典)阿格；(日)
扬(姓)；(西、荷)阿赫

84 aid 1 [eid] n.援助；帮助；助手；帮助者 vt.援助；帮助；有助于 vi.帮助 n.(Aid)人名；(阿拉伯、印、英)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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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aiming 1 ['eɪmɪŋ] n. 瞄准；目的；引导 动词aim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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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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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another 1 [ə'nʌðə] adj.又一，另一；另外的；不同的 pron.另一个；又一个 prep.另一个；另一个人

89 appearing 1 [ə'piəriŋ] n.[印刷]版面高度 v.出现，显得（appear的ing形式）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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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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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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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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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availability 1 [ə,veilə'biləti] n.可用性；有效性；实用性

95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96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97 basic 1 ['beisik] adj.基本的；基础的 n.基础；要素

98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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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believes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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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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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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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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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chance 1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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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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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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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contact 1 n.接触，联系 vt.使接触，联系 vi.使接触，联系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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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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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criminals 1 [k'rɪmɪnlz] 罪犯

114 database 1 ['deitəbeis] n.数据库，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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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desired 1 [di'zaiəd] adj.渴望的；想得到的 v.渴望，要求（desire的过去分词形式）

117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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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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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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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mail 1 ['i:'meil] n.电子信函 vt.给…发电子邮件 n.(Email)人名；(法)埃马伊

122 empowering 1 [ɪm'paʊərɪŋ] n. 授权，允许；【中药学】相使 动词empower的现在分词形式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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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v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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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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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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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faceboo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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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financial 1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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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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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32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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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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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host 1 [həust] n.[计]主机；主人；主持人；许多 vt.主持；当主人招待 vi.群集；做主人

136 hosts 1 英 [həʊst] 美 [hoʊst] n. 主人；主持人；主办方；大量；寄主；主机 v. 主办；主持；做东

137 identifiable 1 [ai'dentifaiəbl] adj.可辨认的；可认明的；可证明是同一的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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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identities 1 [aɪ'dentəti] n. 一致；身份；特征

140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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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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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increasingly 1 [in'kri:siŋli] adv.越来越多地；渐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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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intended 1 [in'tendid] adj.故意的，有意的；打算中的 n.已订婚者 v.打算；准备（intend的过去分词）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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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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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let 1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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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limiting 1 ['limitiŋ] adj.限制的；限制性的 v.限制；限定（limit的现在分词）

152 log 1 vi.伐木 vt.切；伐木；航行 n.记录；航行日志；原木

153 l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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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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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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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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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mean 1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158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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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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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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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Numbers 1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164 numerous 1 ['nju:mərəs] adj.许多的，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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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167 openly 1 adv.公开地；公然地；坦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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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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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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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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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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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phone 1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174 physic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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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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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publ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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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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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publish 1 ['pʌbliʃ] vt.出版；发表；公布 vi.出版；发行；刊印

180 received 1 [ri'si:vd] adj.被一般承认的；被认为标准的 v.收到；接受；迎接（receiv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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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remember 1 [ri'membə] vt.记得；牢记；纪念；代…问好 vi.记得，记起

183 removes 1 [rɪ'muːvz] 引语排版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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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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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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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risks 1 [rɪsk] n. 危险；风险；投资报酬的风险 vt. 冒 ... 的危险；承受...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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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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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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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steal 1 vt.剽窃；偷偷地做；偷窃 vi.窃取；偷偷地行动；偷垒 n.偷窃；便宜货；偷垒；断球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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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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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196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97 throug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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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tools 1 [tu lː]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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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upset 1 vt.使心烦；颠覆；扰乱 vi.翻倒 adj.心烦的；混乱的；弄翻的 n.混乱；翻倒；颠覆

201 us 1 pron.我们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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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useful 1 ['ju:sful] adj.有用的，有益的；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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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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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warns 1 英 [wɔː n] 美 [wɔː 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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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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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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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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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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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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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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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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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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