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16 [As It Is] What Is Happening at FTX Cryptocurrency
Exchang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ftx 24 abbr. [军] Field Training Exercise；野战训练演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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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2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and 1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6 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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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s 1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 o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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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id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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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money 9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1 cryptocurrency 8 英[krɪptəʊkʌrənsi] 美[krɪptoʊkɜ rːənsi] 加密货币

12 exchange 8 [iks'tʃeindʒ] n.交换；交流；交易所；兑换 vt.交换；交易；兑换 vi.交换；交易；兑换

13 ha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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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bankruptcy 7 ['bæŋkrəptsi] n.破产

15 its 7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6 bankman 6 阶段采掘工

17 compan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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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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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fried 6 [fraid] adj.油炸的，油煎的；喝醉了的 v.油炸（fry的过去分词）

20 h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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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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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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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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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bitcoin 5 点对点（peer-to-peer）基于网络的匿名数字货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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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las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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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world 5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9 companies 4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30 firm 4 ['fə:m] adj.坚定的；牢固的；严格的；结实的 vt.使坚定；使牢固 vi.变坚实；变稳固 adv.稳固地 n.公司；商号

31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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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t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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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access 3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34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5 an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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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een 3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37 crypto 3 ['kriptəu] n.秘密赞同者；秘密党员

38 filing 3 ['failiŋ] n.文件归档；锉；锉屑 vt.锉（fil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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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industry 3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40 investors 3 [ɪn'vestəz] 投资者

41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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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o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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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problems 3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44 regulation 3 [,regju'leiʃən] n.管理；规则；校准 adj.规定的；平常的

45 several 3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46 s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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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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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whether 3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49 which 3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50 who 3 pron.谁；什么人

51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52 year 3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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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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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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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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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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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Bahamas 2 [bə'hɑ:məz] n.巴哈马群岛（拉丁美洲国家）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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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61 better 2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62 biggest 2 [bɪgɪst] adj. 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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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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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hie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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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ollapse 2 vi.倒塌；瓦解；暴跌 vt.使倒塌，使崩溃；使萎陷；折叠 n.倒塌；失败；衰竭

67 collapsed 2 [kə'læpzd] adj. 倒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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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dollars 2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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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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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changes 2 ['ɪks'tʃeɪndʒs] n. 票据交换总额 名词exchange的复数形式.

73 filed 2 [faɪl] n. 档案；卷宗；文件；锉刀，指甲锉 vt. 把 ... 归档；提出(申请书、议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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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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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77 government 2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78 hacked 2 [hækt] 生气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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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headquarters 2 [,hed'kwɔ:təz] n.总部；指挥部；司令部

81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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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itself 2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83 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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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lost 2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85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86 mill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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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missing 2 ['misiŋ] adj.失踪的；缺少的 v.错过（miss的ing形式）；想念；漏掉 n.(Missing)人名；(德)米辛

88 off 2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89 oversight 2 ['əuvəsait] n.监督，照管；疏忽

90 pension 2 ['penʃən] n.退休金，抚恤金；津贴；膳宿费 vt.发给养老金或抚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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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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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per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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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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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resigned 2 [ri'zaind] adj.顺从的；已辞职的；己放弃的 v.辞职；顺从（resign的过去分词）

96 Saturday 2 ['sætədi; -dei] n.星期六

97 sequoia 2 [si'kwɔiə] n.红杉（产于美国加州）

98 should 2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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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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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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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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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04 unauthorized 2 [ʌn'ɔː θəraɪzd] adj. 未经授权的；未经批准的

105 value 2 ['vælju:] n.值；价值；价格；重要性；确切涵义 vt.评价；重视；估价

106 week 2 [wi:k] n.周，星期

107 weekend 2 [,wi:k'end, 'wi:kend] n.周末，周末休假；周末聚会 adj.周末的，周末用的 vi.度周末

108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09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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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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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zero 2 ['ziərəu, 'zi:rəu] n.零点，零度 num.零 n.(Zero)人名；(意)泽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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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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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adding 1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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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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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greed 1 [ə'gri:d] adj.同意的；通过协议的 v.同意；赞成（agree的过去式）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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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analytics 1 [,ænə'litiks] n.[化学][数]分析学；解析学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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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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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24 assets 1 ['æset] n. 资产；优点；有用的东西

125 attracting 1 [ə'trækt] v. 吸引；引来

126 bankrupt 1 ['bæŋkrʌpt] adj.破产的 vt.使破产 n.[经]破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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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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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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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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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billions 1 ['bɪljənz] n.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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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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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Canada 1 ['kænədə] n.加拿大（北美洲国家）

135 capital 1 ['kæpitə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Capital)人名；(法)卡皮塔尔

136 Caribbean 1 [kæri'bi(:)ən] adj.加勒比人的；加勒比海的；加勒比语的 n.加勒比海

137 case 1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138 Caty 1 卡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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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choice 1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141 cisco 1 ['siskəu] n.加拿大白鲑（一种青鱼）；Cisco公司（是企业网络产品的全球领先供应商） n.(Cisco)人名；(英)西斯科；(意)
奇斯科

142 closer 1 ['kləuzə] adj.靠近的 n.[自]闭合器；最后的节目

143 coins 1 n.硬币（coin的复数）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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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committed 1 [kə'mitid] adj.坚定的；效忠的；承担义务的 v.承诺；委托；干坏事；付诸（commi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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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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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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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cory 1 ['kəuri:; 'kɔ:ri:] n.克里，科里（人名）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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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52 crimes 1 [k'raɪmz] 犯罪

153 criminal 1 ['kriminəl] n.罪犯 adj.刑事的；犯罪的；罪恶的

154 criticism 1 ['krɪtɪsɪzəm] n.批评；考证；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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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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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data 1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158 de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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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debate 1 [di'beit] vt.辩论，争论，讨论 vi.辩论，争论，讨论 n.辩论；辩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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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declared 1 [di'klεəd] adj.公然的；公开宣布的

162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163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4 destruction 1 [di'strʌkʃən] n.破坏，毁灭；摧毁

165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66 disappeared 1 [dɪsə'piəd] adj. 消失的 动词disapp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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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doubts 1 [daʊt] n. 怀疑；疑惑；悬而未定 vt. 怀疑；不信任 vi. 不确定

169 dropped 1 [drɒpt] v. 降下(减少；划线；停止；除去)

170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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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elliptic 1 [i'liptik,-kəl] adj.椭圆形的；省略的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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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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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ntire 1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175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176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77 ether 1 ['i:θə] n.乙醚；[有化]以太；苍天；天空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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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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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ecutive 1 adj.行政的；经营的；执行的，经营管理的 n.总经理；执行委员会；执行者；经理主管人员

181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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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fair 1 [fεə] adj.公平的；美丽的，白皙的；[气象]晴朗的 adv.公平地；直接地；清楚地 vi.转晴 n.展览会；市集；美人 n.(Fair)人
名；(英、芬)费尔

184 familiar 1 [fə'miljə] adj.熟悉的；常见的；亲近的 n.常客；密友 n.(Familiar)人名；(西)法米利亚尔

185 fears 1 英 [fɪə(r)] 美 [fɪr] n. 担心；害怕；恐惧；【中药学】相畏 v. 害怕；担心；恐惧

186 files 1 [faɪlz] n. [计算机] DOS命令 : 设置允许同时打开的最多文件数 名词file的复数形式.

187 finances 1 ['faɪnænsɪz] n. 财源；资产 名词finance的复数形式.

188 fi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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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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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fled 1 [fled] v.逃走（flee的过去分词）；消逝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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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founded 1 [faʊnd] v. 建立；创立；创办；熔铸；找到，发现（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3 Friday 1 ['fraidi] n.星期五

194 fund 1 [fʌnd] n.基金；资金；存款 vt.投资；资助 n.(Fund)人名；(德)丰德

195 gamble 1 ['gæmbl] vi.赌博；孤注一掷；投机；打赌 vt.赌博；孤注一掷；冒险假设 n.赌博；冒险；打赌 n.(Gamble)人名；(英)甘
布尔；(瑞典)甘布勒

196 gambling 1 ['gæmbliŋ] n.赌博；投机 v.赌博；打赌（gamble的ing形式） n.(Gambling)人名；(英)甘布林

197 game 1 [geim] n.游戏；比赛 adj.勇敢的 vi.赌博 n.(Game)人名；(英)盖姆；(法)加姆；(西)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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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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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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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google 1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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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hack 1 vt.砍，猛踢 vi.砍，非法侵入（他人计算机系统） n.雇佣文人；杂务人员；砍 n.(Hack)人名；(英、西、芬、阿拉伯、毛
里求)哈克；(法)阿克

204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205 happening 1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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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208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09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210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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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III 1 num.罗马数字3 abbr.国际情报公司（InformationInternationalInc）；工业仪表公司（InstrumentsforIndustriesInc）

213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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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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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invested 1 [ɪn'vest] v. 投资；投入

217 investigating 1 [ɪn'vestɪɡeɪt] v. 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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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investment 1 [in'vestmənt] n.投资；投入；封锁

220 investments 1 [ɪn'vestmənts] 投资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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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issue 1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223 john 1 [dʒɔn] n.厕所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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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justice 1 ['dʒʌstis] n.司法，法律制裁；正义；法官，审判员 n.(Justice)人名；(英)贾斯蒂斯，贾斯蒂丝(女名)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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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largely 1 ['lɑ:dʒli] adv.主要地；大部分；大量地

228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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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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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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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listed 1 ['listid] adj.列出的；表列的；已登录的 v.列出；登记（list的过去分词）

233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234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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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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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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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239 meeting 1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240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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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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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5 much 1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246 my 1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247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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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network 1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250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51 nex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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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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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novak 1 n.诺瓦克（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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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numb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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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occurrence 1 [ə'kə:rəns, -'kʌ-] n.发生；出现；事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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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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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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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Ontario 1 n.安大略省（加拿大省份） n.安大略湖（北美五大湖之一） n.安大略市（美国加州南部城市）

261 operate 1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262 operated 1 ['ɒpəreɪtɪd] v. 操作；运动；运算；作战；见效；完成；开刀 动词op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3 oppose 1 [ə'pəuz] vt.反对；对抗，抗争 vi.反对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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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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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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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outcome 1 ['autkʌm] n.结果，结局；成果

269 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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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partner 1 ['pɑ:tnə] n.伙伴；合伙人；配偶 vi.合伙；合股；成为搭档 vt.使合作；与…合伙 n.(Partner)人名；(英、德)帕特纳

271 pays 1 n.（法）国家；[劳经]报酬（pay的复数） v.支付（pay的第三人称单数） n.(Pays)人名；(法)佩伊

272 permission 1 [pə'miʃən] n.允许，许可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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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police 1 [pə'li:s] n.警察，警方；治安 vt.监督；管辖；维持治安；为…配备警察 adj.警察的；有关警察的

275 possessions 1 [pə'zeʃənz] n.[经]财产；所有物（possession的复数形式）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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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78 ray 1 n.射线；光线；【鱼类】鳐形目(Rajiformes)鱼 vt.放射；显出 vi.放射光线；浮现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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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rescued 1 ['reskju ]ː vt. 营救；援救 n. 营救；救援

281 researching 1 英 [rɪ'sɜ tːʃ] 美 [rɪ'sɜ rːtʃ] n. 研究；调查 v. 研究；调查

282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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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royal 1 ['rɔiəl] adj.皇家的；盛大的；女王的；高贵的；第一流的 n.王室；王室成员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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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287 Sam 1 n.萨姆（男子名）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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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90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291 secretly 1 ['si:kritli] adv.秘密地；背地里

292 secure 1 [si'kjuə] adj.安全的；无虑的；有把握的；稳当的 vt.保护；弄到；招致；缚住 vi.获得安全；船抛锚；停止工作

293 securities 1 [sɪ'kjʊərɪtɪs] n. 股票；有价证券 名词security的复数形式.

294 security 1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295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296 sell 1 [sel] vt.销售；推销；出卖；欺骗 vi.卖；出售；受欢迎；有销路 n.销售；失望；推销术 n.(Sell)人名；(德)泽尔；(英、芬、
瑞典)塞尔

297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298 shock 1 [ʃɔk] n.休克；震惊；震动；打击；禾束堆 vt.使休克；使震惊；使震动；使受电击；把…堆成禾束堆 vi.感到震惊；受到
震动；堆成禾束堆 adj.浓密的；蓬乱的 n.(Shock)人名；(英)肖克

299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300 sick 1 adj.厌恶的；病态的；不舒服；渴望的；恶心的；生病的 n.病人 n.(Sick)人名；(德、西)西克 vt.使狗去咬；呕吐；追击

301 silicon 1 ['silikən, -kɔn] n.[化学]硅；硅元素

302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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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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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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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spo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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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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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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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stolen 1 ['stəulən] adj.偷走的 v.偷窃；剽窃（steal的过去分词）

310 stopping 1 ['stɔpiŋ] n.停止；制止；填塞物 v.停止；妨碍（stop的ing形式）

311 subject 1 ['sʌbdʒikt, -dʒe-, səb'dʒekt] n.主题；科目；[语]主语；国民 adj.服从的；易患…的；受制于…的 vt.使…隶属；使屈从于…

312 successful 1 [sək'sesful] adj.成功的；一帆风顺的

313 Sunday 1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314 supporters 1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315 swan 1 [swɔn, swɔ:n] n.天鹅；天鹅星座 vi.游荡，闲荡 n.(Swan)人名；(英、芬、德)斯旺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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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talking 1 ['tɔ:kiŋ] adj.说话的，多嘴的；有表情的 n.讲话，谈论 v.谈论；讲话（talk的ing形式） n.(Talking)人名；(英)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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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320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321 threatened 1 ['θretənd] adj.受到威胁的 v.威胁（threaten的过去分词）

322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23 trade 1 [treid] n.贸易，交易；行业；职业 vi.交易，买卖；以物易物 vt.用…进行交换

324 trading 1 ['treidiŋ] n.交易；贸易；购物 adj.交易的；贸易的 v.交换（trade的ing形式）；做买卖

325 uncertain 1 [,ʌn'sə:tən] adj.无常的；含糊的；靠不住的；迟疑不决的

326 unclear 1 英 [ˌʌn'klɪə(r)] 美 [ˌʌn'klɪr] adj. 不清楚的；含混的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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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valley 1 ['væli] n.山谷；流域；溪谷 n.(Valley)人名；(英)瓦利；(法)瓦莱

329 valuable 1 ['væljuəbl] adj.有价值的；贵重的；可估价的 n.贵重物品

330 valued 1 ['vælju:d] adj.重要的；宝贵的；贵重的；经估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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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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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wealth 1 [welθ] n.财富；大量；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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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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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338 win 1 vt.赢得；在…中获胜 vi.赢；获胜；成功 n.赢；胜利 n.(Win)人名；(德、荷、缅)温；(英)温(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

339 withdrawal 1 [wið'drɔ:əl, wiθ-] n.撤退，收回；提款；取消；退股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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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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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work 1 n.工作；[物]功；产品；操作；职业；行为；事业；工厂；著作；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 vt.使工作；操作；经营；使缓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343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44 worsened 1 英 ['wɜːsn] 美 ['wɜ rːsn] v. (使)更坏；（使) 恶化

345 written 1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346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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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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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YouTube 1 英 ['ju tːjuːb] 美 ['ju tːuːb] n.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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