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9-08 [As It Is] Coffee, Ketchup, Nike Air Max_ It's the
COVID Consumer Economy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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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2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and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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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1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6 ar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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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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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they 1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9 hav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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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th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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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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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consumer 10 [kən'sju:mə] n.消费者；用户，顾客

13 o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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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coffee 8 ['kɔfi] n.咖啡；咖啡豆；咖啡色 n.(Coffee)人名；(英)科菲

15 ha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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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thei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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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ca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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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demand 7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19 home 7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20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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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prices 7 [praɪs] n. 价格；代价；价值 v. 给…定价；估价；贴价格标签；比较价格

23 thi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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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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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money 6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26 mo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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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ecause 5 [bi'kɔz] conj.因为

28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9 many 5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30 on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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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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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products 5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33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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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b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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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air 4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36 a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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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americans 4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38 businesses 4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39 ha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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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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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increase 4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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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items 4 ['aɪtəm] n. 项目；条款；一件商品（或物品）；一则或一条新闻 adv. 也

44 max 4 n.]完全；彻底；最大限度；最大量；最大数

45 Nike 4 ['naiki:] n.耐克（国际著名运动产品公司）；胜利女神；[军][航]奈克导弹（地对空导弹的一种）

46 now 4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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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pandemic 4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49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50 perce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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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s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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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stores 4 [s'tɔː z]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

53 water 4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54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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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behavior 3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57 business 3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58 changed 3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9 clothing 3 ['kləuðiŋ] n.（总称）[服装]服装；帆装 v.覆盖（clothe的ing形式）；给…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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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ompletely 3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62 costly 3 ['kɔstli] adj.昂贵的；代价高的 n.(Costly)人名；(英)科斯特利

63 data 3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64 eat 3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65 economy 3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66 experts 3 英 ['ekspɜːt] 美 ['ekspɜːr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67 found 3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68 goods 3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69 handbag 3 ['hændbæg] n.手提包

70 hig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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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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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increased 3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3 July 3 [dʒʊˈlaɪ] n.七月

74 les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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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Louis 3 ['lu:i] n.路易斯（男子名）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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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mix 3 [miks] vt.配制；混淆；使混和；使结交 vi.参与；相混合；交往 n.混合；混合物；混乱 n.(Mix)人名；(德、英)米克斯

78 production 3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79 professor 3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80 reuters 3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81 sales 3 [seilz] adj.销售的，售货的；有关销售的 n.销售（sale的复数）；销售额 n.(Sales)人名；(意、西、葡)萨莱斯；(法)萨勒；
(英)塞尔斯

82 supply 3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83 university 3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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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vuitton 3 维东

86 wa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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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whi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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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who 3 pron.谁；什么人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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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wor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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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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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agency 2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93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94 assistant 2 [ə'sistənt] n.助手，助理，助教 adj.辅助的，助理的；有帮助的

95 baby 2 ['beibi] n.婴儿，婴孩；孩子气的人 vt.纵容，娇纵；把……当婴儿般对待 adj.婴儿的；幼小的 n.(Baby)人名；(法、葡)巴
比；(英)巴比，芭比(女名)；(俄)巴贝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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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between 2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98 bottled 2 ['bɔtld] adj.瓶装的

99 Burberry 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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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chain 2 n.链；束缚；枷锁 vt.束缚；囚禁；用铁链锁住

102 changes 2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103 compan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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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crisis 2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105 day 2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土)达伊

106 diapers 2 英 ['daɪəpə(r)] 美 ['daɪpər] n. 尿布；菱形花纹的织物 vt. 换尿布；装饰菱形花纹

107 disposable 2 [dis'pəuzəbl] adj.可任意处理的；可自由使用的；用完即可丢弃的

108 drink 2 [driŋk] vt.喝，饮；吸收；举杯庆贺 vi.喝酒；饮水；干杯 n.酒，饮料；喝酒

109 economics 2 [,i:kə'nɔmiks] n.经济学；国家的经济状况

110 egg 2 n.蛋；卵子；家伙；鸡蛋 vt.煽动；怂恿 n.(Egg)人名；(法、英)埃格

111 eggs 2 [egz] n. 蛋；鸡蛋 名词egg的复数形式.

112 e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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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verything 2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114 explain 2 [ik'splein] v.说明；解释

115 fallen 2 ['fɔ:lən] adj.堕落的；落下来的；陷落的 v.落下；跌倒（fall的过去分词）

116 given 2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117 g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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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hold 2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119 industry 2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20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21 instant 2 ['instənt] adj.立即的；紧急的；紧迫的 n.瞬间；立即；片刻

122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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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item 2 n.条款，项目；一则；一件商品（或物品） adj.又，同上 v.记下；逐条列出

124 longer 2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25 lo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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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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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means 2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28 millions 2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129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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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31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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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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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online 2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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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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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packaging 2 ['pækidʒiŋ] n.包装；包装业，包装风格 v.包装（package的ing形式）

137 p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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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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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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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publi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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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retail 2 ['ri:teil] vt.零售；转述 vi.零售 n.零售 adv.以零售方式 adj.零售的 n.(Retail)人名；(法)勒塔伊

142 since 2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143 so 2 ['səu, 弱 sə] adv.如此，这么；确是如此 conj.所以；因此 pron.这样 n.(So)人名；(柬)索

144 spending 2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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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stud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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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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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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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151 trench 2 [trentʃ] n.沟，沟渠；战壕；堑壕 vt.掘沟 vi.挖战壕；侵害 n.(Trench)人名；(英、西)特伦奇

152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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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54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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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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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w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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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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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women 2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159 workers 2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160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61 accept 1 [ək'sept] vt.接受；承认；承担；承兑；容纳 vi.承认；同意；承兑

162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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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65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166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67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68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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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171 August 1 ['ɔː gəst]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n.八月（简写为Aug） n.(August)人名；(法、葡、西、俄、罗、英、德、瑞典、挪)奥
古斯特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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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174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175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176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177 body 1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178 Borders 1 n.鲍德斯（公司名，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

179 bought 1 [bɔ:t] v.买（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0 box 1 [bɔks] n.箱，盒子；包厢；一拳 vi.拳击 vt.拳击；装…入盒中；打耳光 n.(Box)人名；(英、法、西)博克斯

181 burt 1 伯特（人名）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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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careful 1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184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185 cars 1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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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cheese 1 [tʃi:z] n.[食品]奶酪；干酪；要人 vt.停止 adj.叛变的；胆小的

188 cloth 1 [klɔθ, klɔ:θ] n.布；织物；桌布 adj.布制的 n.(Cloth)人名；(德)克洛特

189 coat 1 [kəut] n.外套 vt.覆盖…的表面 n.(Coat)人名；(法)科阿

190 Coats 1 n.（英国）高士集团（公司名，全球最大的制线企业之一和第二大拉链生产企业）

191 collins 1 ['kɔlinz] n.柯林斯（姓氏名）；柯林斯酒

192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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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contagious 1 [kən'teidʒəs] adj.感染性的；会蔓延的

195 coronavirus 1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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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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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couple 1 ['kʌpl] n.对；夫妇；数个 vi.结合；成婚 vt.结合；连接；连合 n.(Couple)人名；(法)库普勒

199 cup 1 [kʌp] n.杯子；奖杯；酒杯 vt.使成杯状；为…拔火罐

200 delivered 1 [dɪ'lɪvəd] adj. 已交付的，已交货的；已送达的 v. 递送；发表（演讲）；交付（deli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1 delivery 1 [di'livəri] n.[贸易]交付；分娩；递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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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diaper 1 ['daiəpə] n.尿布 vt.给孩子换尿布 n.(Diaper)人名；(英)迪亚珀

204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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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discarded 1 [dɪs'kɑ rːdɪd] adj. 放弃的；删除的 动词discar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07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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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210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211 driven 1 adj.被动的，受到驱策的；有紧迫感的；（人）发愤图强的 v.驾驶，开车（drive的过去分词）

212 driving 1 ['draiviŋ] adj.强劲的；推进的；精力旺盛的 n.驾驶；操纵 v.驾驶（drive的ing形式）

213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214 economic 1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215 economists 1 [ɪ'kɒnəmɪsts] 经济理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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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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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nvelope 1 ['envələup] n.信封，封皮；包膜；[天]包层；包迹

219 Evans 1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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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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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223 examined 1 [ɪg'zæmɪnd] adj. 检查过的；诊察过的；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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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perienced 1 [ik'spiəriənst] adj.老练的，熟练的；富有经验的

226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佩

227 fastened 1 英 ['fɑːsn] 美 ['fæsn] vt. 拴紧；使固定；系；强加于 vi. 固定；系紧；抓紧

228 fattening 1 ['fætniŋ] adj.正被养肥的；用于养肥禽畜的 v.养肥（fatten的ing形式）

229 Federal 1 ['fedərəl] adj.联邦的；同盟的 n.北部联邦同盟盟员；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230 feel 1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231 flickinger 1 n. 弗利金杰

232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233 footwear 1 ['futwεə] n.鞋类

234 fresh 1 [freʃ] adj.新鲜的；清新的；淡水的；无经验的 n.开始；新生；泛滥 adv.刚刚，才；最新地

235 fuel 1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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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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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George 1 [dʒɔ:dʒ] n.乔治（男子名）；自动操纵装置；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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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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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243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244 holding 1 ['həuldiŋ] n.举办；支持 v.召开；担任（hold的ing形式）；握住 n.(Holding)人名；(英)霍尔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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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247 hundred 1 ['hʌndrəd] n.一百；许多 adj.一百的；许多的 num.百；百个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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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Illinois 1 [,ili'nɔi(z)] n.伊利诺斯州（美国州名）

250 income 1 ['inkʌm] n.收入，收益；所得

251 increases 1 [ɪn'kriː s] v. 增加；提高 n. 增加；增强；提高

252 inflation 1 [in'fleiʃən] n.膨胀；通货膨胀；夸张；自命不凡

253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254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55 jo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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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jobs 1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257 Jonathan 1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258 June 1 n.六月；琼（人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年轻气盛的六月”）

259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0 ketchup 1 n.番茄酱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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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knew 1 [nju:, nu:] v.知道；认识；记得（know的过去式） n.(Knew)人名；(英)纽

263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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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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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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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268 legs 1 ['leɡz] n.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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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limits 1 ['lɪmɪts] n.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

271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272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273 lowering 1 ['lauəriŋ] adj.使低劣的；昏暗的；减少体力的

274 luxury 1 ['lʌkʃəri, 'lʌgʒəri] n.奢侈，奢华；奢侈品；享受 adj.奢侈的

275 lvmh 1 abbr. 路易威登（法国知名奢侈品集团，Louis Vuitton Moet Hennessy）

276 mail 1 [meil] n.邮件；邮政，邮递；盔甲 vt.邮寄；给…穿盔甲 vi.邮寄；寄出 n.(Mail)人名；(法)马伊

277 materi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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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meant 1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279 Michael 1 ['maikəl] n.迈克尔（男子名）

280 Michigan 1 ['miʃigən] n.美国密歇根州；密歇根

281 might 1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282 mm 1 [əm] abbr.毫米（millimeter） n.缅甸的域名

283 monogram 1 ['mɔnəgræm] n.交织文字；将姓名的首字母组成的组合图案 vt.把交织字母印绣刻于

284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85 moves 1 [muːv] n.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

286 movie 1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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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289 Nielsen 1 n.尼耳森（人名）

290 nielson 1 n. 尼尔森

291 northwestern 1 [,nɔ:θ'westən] adj.来自西北的；西北方的；在西北部的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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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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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295 orders 1 英 ['ɔːdə(r)] 美 ['ɔːrdə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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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outdoor 1 ['əutdɔ:] adj.户外的；露天的；野外的（等于out-of-door）

297 owner 1 ['əunə] n.[经]所有者；物主

298 package 1 ['pækidʒ] n.包，包裹；套装软件，[计]程序包 adj.一揽子的 vt.打包；将…包装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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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parents 1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301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302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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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personal 1 ['pə:sənl] adj.个人的；身体的；亲自的 n.人事消息栏；人称代名词

305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306 piotr 1 彼得

307 placed 1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8 pocket 1 ['pɔkit] n.口袋；钱；容器 vt.隐藏；忍受；将…放入衣袋 vi.形成袋或囊 adj.小型的，袖珍的；金钱上的

309 pockets 1 英 ['pɒkɪt] 美 ['pɑːkɪt] n. 口袋；袋子；球袋；钱；小块地方；在...掌握之中；保障金 adj. 小型的；孤立的；局部的 v.
装…在口袋里；私吞；击(球)落袋

310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311 predictable 1 [pri'diktəbl] adj.可预言的

312 pressure 1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313 priced 1 [praist] adj.[物价]附有定价的 v.给…定价（price的过去分词）

314 pricing 1 ['praɪsɪŋ] n. 定价 动词price的现在分词形式.

315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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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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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program 1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319 pushed 1 [puʃt] adj.处于窘境的；为难的；推挤现象的 v.推；挤；逼迫（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20 putting 1 ['putiŋ] n.投掷；（高尔夫球）打球入洞 v.放置（put的ing形式）；轻击球；使球入洞的轻击（putt的ing形式）

321 raise 1 [reiz] vt.提高；筹集；养育；升起 vi.上升 n.高地；上升；加薪 n.(Raise)人名；(英)雷兹

322 Rao 1 abbr.右前斜位（rightanterioroblique） n.(Rao)人名；(英、德、意、塞、印、孟、印尼、巴基)拉奥

323 receiving 1 [ri'si:viŋ] adj.接受的 n.接受 v.接收（receive的ing形式）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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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resource 1 [ri'sɔ:s, -'zɔ:s, 'ri:s-, 'ri:z-] n.资源，财力；办法；智谋

326 restaurants 1 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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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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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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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risen 1 ['rizən] adj.升起的 v.升高；站起来；反抗（rise的过去分词）



331 rising 1 ['raiziŋ] n.上升；起床；造反 adj.上升的；上涨的；新兴的 adv.接近 v.上升（rise的ing形式） n.(Rising)人名；(瑞典)里
辛；(英)赖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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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saving 1 ['seiviŋ] n.节约；挽救；存款 adj.节约的；挽救的；补偿的；保留的 prep.考虑到；除...之外 n.(Saving)人名；(瑞典)萨温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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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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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337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338 sense 1 n.感觉，功能；观念；道理；理智 vt.感觉到；检测 n.森斯（人名）

339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340 separately 1 ['sepəritli] adv.分别地；分离地；个别地

341 servi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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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sewn 1 [səun] v.缝纫，缝上；装订（sew的过去分词）

343 shand 1 n. 尚德

344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345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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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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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349 sneakers 1 ['sni:kəz] n.胶底运动鞋（sneaker的复数形式）

350 sold 1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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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353 spend 1 [spend] vt.度过，消磨（时光）；花费；浪费；用尽 vi.花钱；用尽，耗尽 n.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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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staying 1 英 ['steɪɪŋ] 美 ['steɪŋ] n. 拉线(撑；刚性结合)；停留 动词stay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

356 stop 1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357 strange 1 [streindʒ] adj.奇怪的；陌生的；外行的 adv.奇怪地；陌生地，冷淡地 n.(Strange)人名；(英)斯特兰奇；(瑞典、塞)斯特
朗格

358 strategic 1 [strə'ti:dʒik] adj.战略上的，战略的

359 suppliers 1 n. 供应商；供应者

360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361 TENS 1 十位

362 theaters 1 n. 影剧院，剧院（theater复数）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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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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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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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throw 1 [θrəu] vt.投；抛；掷 vi.抛；投掷 n.投掷；冒险

368 travel 1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369 unable 1 [ʌn'eibl] adj.不会的，不能的；[劳经]无能力的；不能胜任的

370 unwilling 1 [,ʌn'wiliŋ] adj.不愿意的；不情愿的；勉强的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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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73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74 utilizes 1 ['ju tːəlaɪz] vt. <美>利用或使用 =utilise（英）

375 very 1 ['veri] adj.恰好是，正是；甚至；十足的；特有的 adv.非常，很；完全 n.(Very)人名；(英)维里

376 waist 1 [weist] n.腰，腰部

377 waste 1 [weist] n.浪费；废物；荒地；损耗；地面风化物 vt.浪费；消耗；使荒芜 vi.浪费；变消瘦；挥霍钱财 adj.废弃的；多余
的；荒芜的

378 wear 1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379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380 welcome 1 ['welkəm] adj.受欢迎的 n.欢迎 vt.欢迎 int.欢迎 n.(Welcome)人名；(英)韦尔科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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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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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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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Wisconsin 1 [wis'kɔnsin] n.威斯康星州（美国州名）

385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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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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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