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0-29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k Takes over Twitter,
What's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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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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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20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4 of 1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musk 16 [mʌsk] n.麝香；麝香鹿；麝香香味

6 h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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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 o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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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0 t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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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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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i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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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not 8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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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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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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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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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his 6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9 ab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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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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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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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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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4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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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dea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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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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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n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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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social 4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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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w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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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32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3 bird 3 [bə:d] n.鸟；家伙；羽毛球 vt.向…喝倒彩；起哄 vi.猎鸟；观察研究野鸟 n.(Bird)人名；(英、西)伯德

34 bu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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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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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cont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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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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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free 3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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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moderation 3 [,mɔdə'reiʃən] n.适度；节制；温和；缓和

40 pla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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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platform 3 ['plætfɔ:m] n.平台；月台，站台；坛；讲台

42 speech 3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43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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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46 would 3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47 wrote 3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48 account 2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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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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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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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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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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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55 become 2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56 billion 2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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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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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ivilization 2 [,sivilai'zeiʃən, -li'z-] n.文明；文化

60 comment 2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61 complete 2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62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63 digital 2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64 Friday 2 ['fraidi] n.星期五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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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logo 2 ['lɔgəu, 'ləug-] n.商标，徽标；标识语 n.(Logo)人名；(英、塞)洛戈

67 m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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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manner 2 ['mænə] n.方式；习惯；种类；规矩；风俗 n.(Manner)人名；(德、芬、瑞典)曼纳

69 months 2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70 nex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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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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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offered 2 ['ɒfəd] v. 提供；奉献；提议 vbl. 提供；奉献；提议

73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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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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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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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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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range 2 n.范围；幅度；排；山脉 vi.（在...内）变动；平行，列为一行；延伸；漫游；射程达到 vt.漫游；放牧；使并列；归类
于；来回走动

79 rea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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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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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rul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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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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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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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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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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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takes 2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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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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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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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Thursday 2 ['θə:zdi; -dei] n.星期四

90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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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trum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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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uncertainty 2 [,ʌn'sə:tənti] n.不确定，不可靠

93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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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95 who 2 pron.谁；什么人

96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97 yildirim 2 伊尔迪里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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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acquire 1 [ə'kwaiə] vt.获得；取得；学到；捕获

100 acquired 1 [ə'kwaiəd] adj.[医]后天的；已获得的；已成习惯的 v.取得；捕获（acquire的过去分词）

101 acting 1 ['æktiŋ] adj.代理的；装腔作势的 n.演技；演戏；假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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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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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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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advertisers 1 n.登广告的人( advertiser的名词复数 ); 报幕员

106 advertising 1 ['ædvətaiziŋ] n.广告；广告业；登广告 adj.广告的；广告业的 v.公告；为…做广告（advertise的ing形式）

107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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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b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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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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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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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behaviors 1 [bɪheɪ'viː əʊz] 行为

113 beliefs 1 n.信仰；信�（belief的复数）

114 billionaire 1 [,biljə'nεə] n.亿万富翁

115 blue 1 n.蓝色；[复数]（美国海、陆、空三军穿的）蓝色制服；蓝颜料；[theblue(s)][用作单数或复数]布鲁斯（歌曲）（一种伤
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蓝色的；沮丧的，忧郁的；下流的 vt.把…染成蓝色；使成蓝色；给…用上蓝剂；用上蓝剂于 vi.变成
蓝色，呈蓝色 n.（英、西、意）布卢（人名）

116 bombard 1 [bɔm'bɑ:d, 'bɔmbɑ:d] vt.轰炸；炮击 n.射石炮 n.(Bombard)人名；(法)邦巴尔

117 bombarded 1 英 [bɒm'bɑːd] 美 [bɑːm'bɑ rːd] v. 炮轰；攻击；[核]以高速粒子撞击 n. 射石炮

118 Breton 1 ['bretən] n.布列塔尼人 adj.布列塔尼的

119 businessman 1 ['biznismæn] n.商人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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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22 Capitol 1 ['kæpitəl] n.美国国会大厦；（美国）州议会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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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characterized 1 ['kærəktəraɪz] vt. 表示 ... 的典型；赋予 ... 特色

125 choices 1 ['tʃɔɪsɪs] n.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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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closing 1 ['kləuziŋ] adj.收盘的；结束的；结尾的 n.结尾辞 v.关闭（close的ing形式）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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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commissioner 1 [kə'miʃənə] n.理事；委员；行政长官；总裁

129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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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132 completed 1 [kəm'pliː tɪd] adj. 已完成的 v. 完成（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3 computerized 1 [kəm'pju tːə̩ raɪzd] adj. 用计算机操作(管理)的 动词computer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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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constantly 1 ['kɔnstəntli] adv.不断地；时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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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consumers 1 [kən'sjuːməs] n. 顾客 名词consum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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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40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41 crime 1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142 cultural 1 ['kʌltʃərəl] adj.文化的；教养的

143 debated 1 [dɪ'beɪt] n. 辩论；讨论 vt. 争论；思考 vi. 辩论

144 Delaware 1 ['deləwɛə] n.特拉华州（位于美国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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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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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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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disinformation 1 [,disinfə'meiʃən] n.故意的假情报；虚假信息

149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150 dorothy 1 ['dɔrəθi] n.桃乐茜（女子名）

151 doubtful 1 ['dautful] adj.可疑的；令人生疑的；疑心的；不能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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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lectronic 1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154 elon 1 [ɪ'lɒn] 埃伦(可溶性显影剂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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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157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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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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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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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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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ly 1 [ig'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正确地

164 expression 1 [英 [ɪk'spreʃn] 美 [ɪkˈsprɛʃən] n.表现，表示，表达；表情，脸色，态度，腔调，声调；式，符号；词句，语句，措
辞，说法

165 extended 1 [ik'stendid] adj.延伸的；扩大的；长期的；广大的 v.延长；扩充（extend的过去分词）

166 extreme 1 [ik'stri:m] adj.极端的；极度的；偏激的；尽头的 n.极端；末端；最大程度；极端的事物

167 face 1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168 fake 1 [feik] n.假货；骗子；假动作 vt.捏造；假装…的样子 vi.假装；做假动作 adj.伪造的 n.(Fake)人名；(英)费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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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financial 1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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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fly 1 [flai] vi.飞；驾驶飞机；飘扬 vt.飞行；飞越；使飘扬 n.飞行；苍蝇；两翼昆虫 adj.敏捷的 n.(Fly)人名；(法)弗利；(英)弗莱

172 force 1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173 form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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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freed 1 [f'riː d] adj. 释放的 动词fre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75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76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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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goods 1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179 gundy 1 n. 冈迪

180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181 harmful 1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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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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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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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healthy 1 ['helθi] adj.健康的，健全的；有益于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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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high 1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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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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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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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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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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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immediately 1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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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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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influential 1 adj.有影响的；有势力的 n.有影响力的人物

198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99 internal 1 n.内脏；本质 adj.内部的；里面的；体内的；（机构）内部的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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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investors 1 [ɪn'vestəz] 投资者

202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203 judge 1 [dʒʌdʒ] vt.判断；审判 n.法官；裁判员 vi.审判；判决 n.(Judge)人名；(英)贾奇

204 just 1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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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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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208 late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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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launched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210 lawsuit 1 ['lɔ:sju:t] n.诉讼（尤指非刑事案件）；诉讼案件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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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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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left 1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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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level 1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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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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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limit 1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218 line 1 [lain] n.路线，航线；排；绳 vt.排成一行；划线于；以线条标示；使…起皱纹 vi.排队；站成一排 n.(Line)人名；(英)莱恩；
(俄)利涅

219 losing 1 ['lu:ziŋ] n.损失；失败 adj.输的；失败的；导致失败的 v.失去；损失（lose的ing形式）；错过

220 maj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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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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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man 1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223 market 1 ['mɑ:kit] n.市场；行情；股票市场；市面；集市；销路；商店 vt.在市场上出售 vi.做买卖 n.(Market)人名；(塞)马尔凯特

224 marketing 1 ['mɑ:kitiŋ] n.行销，销售 v.出售；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使…上市（market的ing形式）

225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226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227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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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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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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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note 1 [nəut] n.笔记；音符；票据；注解；纸币；便笺；照会；调子 vt.注意；记录；注解 n.(Note)人名；(英)诺特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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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offense 1 [ə'fens] n.犯罪，过错；进攻；触怒；引起反感的事物

233 offer 1 [ˈɒfə] vt.提供；出价；试图 n.提议；出价；意图；录取通知书 vi.提议；出现；献祭；求婚

234 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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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opened 1 v.打开，开启（open过去分词形式） adj.开的

236 ordered 1 ['ɔ:dəd] adj.[数]有序的；整齐的；安排好的 v.命令；点餐（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7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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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ownership 1 ['əunəʃip] n.所有权；物主身份

240 penalties 1 ['penəlti] n. 处罚；惩罚；不利；罚球

241 penalty 1 ['penəlti] n.罚款，罚金；处罚

242 Pennsylvania 1 [,pensil'veinjə] n.宾夕法尼亚州（美国州名）

243 Pinar 1 n.(Pinar)人名；(西、葡)皮纳尔

244 position 1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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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47 proceeding 1 [prəu'si:diŋ] n.进行；程序；诉讼；事项 v.开始；继续做；行进（proceed的ing形式）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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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product 1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250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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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punishment 1 ['pʌniʃmənt] n.惩罚；严厉对待，虐待

253 puts 1 [pʊts] n.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

254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255 relatively 1 ['relətivli] adv.相当地；相对地，比较地

256 repeatedly 1 [rɪ'piː tɪdli] adv. 重复地；再三地

257 reporting 1 英 [rɪ'pɔː tɪŋ] 美 [rɪ'pɔː 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258 resort 1 [ri'zɔ:t] n.凭借，手段；度假胜地；常去之地 vi.求助，诉诸；常去；采取某手段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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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resorting 1 英 [rɪ'zɔː t] 美 [rɪ'zɔː rt] n. (度假)胜地；手段；凭借 vi. 诉诸；常去

260 respected 1 [ri'spektid] adj.受尊敬的 v.尊敬；重视（re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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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restricted 1 [ri'striktid] adj.受限制的；保密的 v.限制（restr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3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264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65 richest 1 ['rɪtʃɪst] adj. 最富有的，最丰富的（形容词rich的最高级）

266 rise 1 [raiz, rais] vi.上升；增强；起立；高耸 vt.使…飞起；使…浮上水面 n.上升；高地；增加；出现

267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268 run 1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269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270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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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273 severe 1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274 shape 1 [ʃeip] n.形状；模型；身材；具体化 vt.形成；塑造，使成形；使符合 vi.形成；成形；成长 n.(Shape)人名；(瑞典)沙佩

275 simply 1 ['simpli] adv.简单地；仅仅；简直；朴素地；坦白地

276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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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square 1 [skwεə] adj.平方的；正方形的；直角的；正直的 vt.使成方形；与…一致 vi.一致；成方形 n.平方；广场；正方形 adv.成
直角地

279 state 1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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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surrounding 1 [sə'raundiŋ] adj.周围的，附近的 n.环境，周围的事物

282 symbol 1 ['simbəl] n.象征；符号；标志

283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284 takeover 1 ['teik,əuvə] n.接管；验收

285 teaches 1 ['tiː tʃɪz] v. 教；教导；教授；教训（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86 technological 1 [,teknə'lɔdʒikəl] adj.技术的；工艺的

287 tell 1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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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thierry 1 n. 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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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92 to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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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town 1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294 truth 1 [tru:θ] n.真理；事实；诚实；实质

295 tweeted 1 [twiː t] n. 小鸟的啁啾声；(社交网站Twitter上的)微博 v. 小鸟鸣叫；在Twitter上发微博

296 tweets 1 [twiː t] n. 小鸟的啁啾声；(社交网站Twitter上的)微博 v. 小鸟鸣叫；在Twitter上发微博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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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understanding 1 [,ʌndə'stændiŋ] n.谅解，理解；理解力；协议 adj.了解的；聪明的；有理解力的 v.理解；明白（understand的ing
形式）

299 unfairly 1 [ʌn'fɛəli] adv.不公平地；不正当地

300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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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unknown 1 ['ʌn'nəun] adj.未知的；陌生的，默默无闻的 n.未知数；未知的事物，默默无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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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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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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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violence 1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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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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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wide 1 [waid] adj.广泛的；宽的，广阔的；张大的；远离目标的 adv.广泛地；广阔地；充分地 n.大千世界 n.(Wide)人名；(瑞典、
芬)维德

309 withdrew 1 [wið'dru, wið'dru:, wiθ-] v.收回（withdraw的过去式）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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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wondering 1 ['wʌndəriŋ] adj.疑惑的；觉得奇怪的 v.想知道（wonder的ing形式）；惊奇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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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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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