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10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acebook Parent Company
Meta Cuts 11,000 Job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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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n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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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n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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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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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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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a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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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wi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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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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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1 Zuckerberg 6 扎克伯格

12 cut 5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13 facebook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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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5 jobs 5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16 media 5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17 social 5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18 thei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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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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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1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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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3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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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5 after 3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26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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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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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changes 3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29 comm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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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ompanies 3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31 employees 3 [ˌemplɔɪ'iː ] n. 受雇者；雇工；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

32 if 3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33 job 3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34 mad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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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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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t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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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u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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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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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w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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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addition 2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41 advertis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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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hoice 2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43 cuts 2 [kʌts] n.切口；（分摊到的）份额；近路（cut的复数） v.剪（cut的第三人称单数）；[机]切割；砍倒

44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45 drop 2 [drɔp] vt.滴；使降低；使终止；随口漏出 vi.下降；终止 n.滴；落下；空投；微量；滴剂

46 each 2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47 email 2 ['i:'meil] n.电子信函 vt.给…发电子邮件 n.(Email)人名；(法)埃马伊

48 ended 2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49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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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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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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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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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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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57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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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60 least 2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61 money 2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62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63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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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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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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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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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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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phones 2 英 [fəʊn] 美 [foʊn] n. 电话；电话机；听筒；耳机；[语]音素 v. 打电话 suf. 表示“声音”或“说 ... 语言的人”

69 price 2 [prais] n.价格；价值；代价 vt.给……定价；问……的价格 n.(Price)人名；(英)普赖斯；(法)普里斯；(葡、瑞典)普里塞

70 re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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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reported 2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72 revenue 2 n.税收收入；财政收入；收益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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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servi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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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soon 2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76 stock 2 n.股份，股票；库存；血统；树干；家畜 adj.存货的，常备的；平凡的 vt.进货；备有；装把手于… vi.囤积；办货；出新
芽 n.(Stock)人名；(德、匈、捷)施托克；(英、法、葡、瑞典)斯托克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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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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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took 2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80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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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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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wrote 2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83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84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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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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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accou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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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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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advertisements 1 [əd'vɜ tːɪsmənts] n. 广告 名词advertisement的复数形式.

91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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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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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apple 1 n.苹果，苹果树，苹果似的东西；[美俚]炸弹，手榴弹，（棒球的）球；[美俚]人，家伙。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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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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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autumn 1 ['ɔ:təm] n.秋天；成熟期；渐衰期，凋落期 adj.秋天的，秋季的 n.(Autumn)人名；(英)奥特姆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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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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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03 believes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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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106 businessman 1 ['biznismæn] n.商人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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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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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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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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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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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co 1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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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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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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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covid 1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117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18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119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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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directed 1 [di'rektid, dai-] adj.定向的；经指导的；被控制的 v.指导；管理（dir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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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d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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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arned 1 ['ɜːnd] adj. 挣得的；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5 economic 1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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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economy 1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127 elon 1 [ɪ'lɒn] 埃伦(可溶性显影剂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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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130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131 expectation 1 [,ekspek'teiʃən] n.期待；预期；指望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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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first 1 [fə:st] adv.第一；首先；优先；宁愿 n.第一；开始；冠军 adj.第一的；基本的；最早的 num.第一 n.(First)人名；(英)弗斯
特；(捷)菲尔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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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gone 1 [gɔn] adj.离去的；死去的；用光的 v.去（go的过去分词）

136 goodbye 1 int.再见；告别

137 got 1 [gɔt] v.得到，明白（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Got)人名；(法)戈；(西、匈、瑞典)戈特

138 gro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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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140 harder 1 [ha:də] adj.更难的；更努力的；更坚固的（hard的比较级） n.(Harder)人名；(英、德、瑞典)哈德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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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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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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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hurt 1 [hə:t] vt.使受伤；损害；使疼痛；使痛心 vi.感到疼痛；有坏处；带来痛苦 n.痛苦；危害；痛苦的原因 adj.受伤的；痛苦
的；受损的 n.(Hurt)人名；(德、匈、捷)胡特；(英)赫特

145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46 Instagram 1 英 [ˌins'tægrəm] 美 [ˌɪns'tægrəm] n. 一款图片分享应用

147 invest 1 [in'vest] vt.投资；覆盖；耗费；授予；包围 vi.投资，入股；花钱买

148 iphone 1 ['aɪfon] n. 美国苹果公司2007年夏天推出的智能手机；据称选用iPhone作为手机名称是为了利用苹果Mp3播放器iPod在国
际的知名度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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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letter 1 ['letə] n.信；字母，文字；证书；文学，学问；字面意义 vt.写字母于 vi.写印刷体字母 n.(Letter)人名；(英)莱特

151 lose 1 [lu:z] vt.浪费；使沉溺于；使迷路；遗失；错过 vi.失败；受损失 n.(Lose)人名；(英)洛斯；(德)洛泽

152 loss 1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153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154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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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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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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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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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metaverse 1 [metæ'vɜːs] n. 虚拟空间

160 misjudging 1 [ˌmɪs'dʒʌdʒ] v. 判断错误

161 mobile 1 adj.可移动的；机动的；易变的；非固定的 n.移动电话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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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musk 1 [mʌsk] n.麝香；麝香鹿；麝香香味

164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65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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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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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69 owners 1 ['əʊnəz] 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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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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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173 parent 1 ['pεərənt] n.父亲（或母亲）；父母亲；根源 n.(Parent)人名；(法)帕朗；(英、西)帕伦特

174 p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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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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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play 1 [plei] vt.游戏；扮演；演奏；播放；同…比赛 vi.演奏；玩耍；上演；参加比赛 n.游戏；比赛；剧本 n.(Play)人名；(法、瑞
典)普莱

177 pointed 1 ['pɔintid] adj.尖的；突出的；锐利的；率直的 v.指出；瞄准（point的过去式）

178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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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profits 1 n.[会计]收益，红利；盈利（profit的复数）

181 receive 1 [ri'si:v] 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182 released 1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3 replace 1 [ri'pleis] vt.取代，代替；替换，更换；归还，偿还；把…放回原处

184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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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restrictions 1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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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rose 1 n.玫瑰；粉红色；蔷薇（花）；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玫瑰花的；玫瑰色的；粉红色的；带有玫瑰香味的 vt.使成玫瑰色，
使（面颊）发红；使有玫瑰香味 vi.起义(rise的过去式)；升起；（数量）增加；休会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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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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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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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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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194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195 slowdown 1 ['sləudaun] n.减速；怠工；降低速度

196 smart 1 [smɑ tː] adj.聪明的；巧妙的；敏捷的；厉害的；潇洒的；剧烈的；时髦的 n.(Smart)人名；(法)斯马尔；(英、德)斯马特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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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spring 1 [spriŋ] n.春天；弹簧；泉水；活力；跳跃 adj.春天的 vi.生长；涌出；跃出；裂开 vt.使跳起；使爆炸；突然提出；使弹
开 n.(Spring)人名；(德)施普林；(英、芬、瑞典)斯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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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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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summer 1 ['sʌmə] n.夏季；全盛时期 vi.避暑；过夏天 adj.夏季的 n.(Summer)人名；(德)祖默；(英)萨默

203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04 targeted 1 英 ['tɑːɡɪt] 美 ['tɑ rːɡɪt] n. 目标；对象；靶 vt. 把 ... 作为目标；瞄准

205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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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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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twitter 1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210 universe 1 ['ju:nivə:s] n.宇宙；世界；领域

211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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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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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user 1 ['ju:zə] n.用户 n.使用者 n.(User)人名；(土)乌塞尔

214 users 1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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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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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218 week 1 [wi:k] n.周，星期

219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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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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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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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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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wrong 1 adv.错误地；邪恶地，不正当地 n.坏事；不公正 adj.错误的；失常的；不适当的 vt.委屈；无理地对待；诽谤 n.(Wrong)
人名；(英)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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