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8-31 [Health and Lifestyle] How to Survive When You Lose
Money 词频表词频表

1 to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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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he 3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 you 2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4 in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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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money 20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6 is 1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 of 1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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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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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i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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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or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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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your 1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13 and 1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4 be 8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5 people 8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6 thi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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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if 7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8 need 7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9 not 7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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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som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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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3 mak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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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sh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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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b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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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perts 5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27 how 5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28 important 5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29 income 5 ['inkʌm] n.收入，收益；所得

30 lent 5 v.借给；贷款（l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1 migh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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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plan 5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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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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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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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could 4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37 d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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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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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ve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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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going 4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40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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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low 4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人
名；(英、德)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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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spending 4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44 whe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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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wor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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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amount 3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47 amounts 3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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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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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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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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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ommunity 3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53 countries 3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54 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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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arned 3 ['ɜːnd] adj. 挣得的；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6 earnings 3 ['ə:niŋz] n.收入

57 extra 3 ['ekstrə] adv.特别地，非常；另外 n.临时演员；号外；额外的事物；上等产品 adj.额外的，另外收费的；特大的

58 food 3 [fu:d] n.食物；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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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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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know 3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62 loss 3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63 save 3 vt.节省；保存；储蓄；解救 vi.节省；挽救 prep.除...之外 n.救援 n.(Save)人名；(法)萨夫；(意、保、西、罗、塞、瑞典)萨
薇(女名)，萨韦

64 sm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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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thakor 3 n. 撒克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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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there 3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68 things 3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69 wages 3 ['weɪdʒɪz] n. 工资；报酬；代价 名词wage的复数；动词wage的第三人称单数.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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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ways 3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72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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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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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accept 2 [ək'sept] vt.接受；承认；承担；承兑；容纳 vi.承认；同意；承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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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77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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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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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based 2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81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82 budget 2 ['bʌdʒit] n.预算，预算费 vt.安排，预定；把…编入预算 vi.编预算，做预算 adj.廉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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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buying 2 n.买进 v.购买；获得；收买（buy的ing形式）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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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consider 2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87 cook 2 [kuk] vt.烹调，煮 vi.烹调，做菜 n.厨师，厨子 n.(Cook)人名；(英、印)库克

88 d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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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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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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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tc 2 adv.等等，及其他

92 f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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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founder 2 ['faundə] vi.失败；沉没；倒塌；变跛 vt.破坏；使摔倒；垮掉 n.创始人；建立者；翻沙工

94 Gallup 2 ['gæləp] n.盖洛普（姓氏）；盖洛普（GeorgeHorace，1901-美国统计学家，盖洛普民意测验的创始人）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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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97 hit 2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98 h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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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includes 2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00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01 investments 2 [ɪn'vestmənts]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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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lifestyle 2 ['laifstail] n.生活方式 保健的

104 loo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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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looking 2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06 lo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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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los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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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matteo 2 n. 马泰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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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meal 2 [mi:l] n.一餐，一顿饭；膳食 vi.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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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others 2 pron.其他人

113 perhaps 2 adv.或许；（表示不确定）也许；（用于粗略的估计）或许；（表示勉强同意或其实不赞成）也许；可能 n.假定；
猜想；未定之事

114 phone 2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115 possible 2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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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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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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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research 2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120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21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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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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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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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sharing 2 英 ['ʃeərɪŋ] 美 ['ʃerɪŋ] n. 共享；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

124 situation 2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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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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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suggest 2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128 suggests 2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129 survive 2 [sə'vaiv] vt.幸存；生还；幸免于；比...活得长 vi.幸存；活下来

130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31 tight 2 [tait] adj.紧的；密封的；绷紧的；麻烦的；严厉的；没空的；吝啬的 adv.紧紧地；彻底地 n.(Tight)人名；(英)泰特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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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try 2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134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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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VOA 2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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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whi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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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women 2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139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140 worldwide 2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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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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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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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admit 1 [əd'mit] vt.承认；准许进入；可容纳 vi.承认；容许

146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47 ahead 1 adj.向前；在前的；领先 adv.向前地；领先地；在（某人或某事物的）前面；预先；在将来，为未来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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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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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51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52 aside 1 [ə'said] adv.离开，撇开；在旁边 n.旁白；私语，悄悄话；离题的话 prep.在…旁边

153 ask 1 [ɑ:sk, æsk] vt.问，询问；要求；需要；邀请；讨价 vi.问，询问；要求 n.(Ask)人名；(芬、瑞典)阿斯克

154 Athena 1 [ə'θi:nə] n.雅典娜（智慧与技艺的女神）

155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156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57 bhalla 1 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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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bills 1 [bɪls] n. 账单；纸钞；汇票；法案 名词bill的复数形式.

160 book 1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161 books 1 ['bʊks] n. 帐目；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

162 borrow 1 ['bɔrəu] vi.借；借用；从其他语言中引入 vt.借；借用 n.(Borrow)人名；(英)博罗

163 breakfast 1 ['brekfəst] n.早餐；早饭 vi.吃早餐 vt.为…供应早餐

164 bus 1 [bʌs] n.公共汽车 乘公共汽车

165 cable 1 n.缆绳；电缆；海底电报 vt.打电报 vi.打海底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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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changes 1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168 charity 1 ['tʃærəti] n.慈善；施舍；慈善团体；宽容；施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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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childcare 1 英 ['tʃaɪldkeə(r)] 美 ['tʃaɪldker] n. 幼托

170 clothing 1 ['kləuðiŋ] n.（总称）[服装]服装；帆装 v.覆盖（clothe的ing形式）；给…穿衣

171 coffee 1 ['kɔfi] n.咖啡；咖啡豆；咖啡色 n.(Coffee)人名；(英)科菲

172 containers 1 [kən'teɪnəs] n.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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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cost 1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175 costly 1 ['kɔstli] adj.昂贵的；代价高的 n.(Costly)人名；(英)科斯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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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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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79 c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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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cu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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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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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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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dealing 1 ['di:liŋ] n.交易；行为

184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185 difficulty 1 ['difikəlti] n.困难，困境

186 dinner 1 ['dinə] n.晚餐，晚宴；宴会；正餐 n.(Dinner)人名；(法)迪内

187 directly 1 [英 [də̍ rektli] 美 [dɪˈrɛktli, daɪ-]] adv.直接地；立即；马上；正好地；坦率地 conj.一…就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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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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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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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arning 1 n.收入；所赚的钱 v.赚得(earn的现在分词)；挣钱；生（利）；获（利）

193 easy 1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194 eat 1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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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mergency 1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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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99 exact 1 adj.准确的，精密的；精确的 vt.要求；强求；急需 vi.勒索钱财

200 examples 1 [ɪɡ'zɑːmplz] n.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

201 expense 1 [ik'spens] n.损失，代价；消费；开支 vt.向…收取费用 vi.被花掉

202 expenses 1 [ɪks'pensɪz] n. 费用；开支 名词expense的复数形式.

203 extras 1 ['ekstrəz] n. 附加物；号外；额外的人手；上品 名词extra的复数形式.

204 feelings 1 ['fiː lɪŋs] n.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

205 finally 1 ['fainəli] adv.最后；终于；决定性地

206 financial 1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207 financially 1 [fai'nænʃəli] adv.财政上；金融上

208 fit 1 ['fit] vt.安装；使……适应；使……合身；与……相符 vi.符合，配合；适合；合身 adj.健康的；合适的；恰当的；准备好的
n.合身；发作；痉挛 n.(Fit)人名；(捷、罗)菲特

209 fre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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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freezing 1 ['fri:ziŋ] adj.冰冻的；严寒的；冷冻用的

211 fruits 1 [f'ru tːs] n. 成果 名词fruit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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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gather 1 ['gæðə] vt.收集；收割；使…聚集；使…皱起 vi.聚集；化脓；皱起 n.聚集；衣褶；收获量 n.(Gather)人名；(德)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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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215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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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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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219 h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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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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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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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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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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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help 1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普

226 herbs 1 [hɜːbs] n. 草本植物 名词herb的复数形式.

227 hide 1 [haid] vt.隐藏；隐瞒；鞭打 vi.隐藏 n.躲藏；兽皮；躲藏处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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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highest 1 ['haiist] adj.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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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ideas 1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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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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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industries 1 ['ɪndəstri] n. 工业；产业；行业；勤勉；勤劳

235 inexpensive 1 [,inik'spensiv] adj.便宜的

236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237 international 1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238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239 items 1 ['aɪtəm] n. 项目；条款；一件商品（或物品）；一则或一条新闻 adv. 也

240 jobs 1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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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kimberly 1 n. 金伯利; 金伯莉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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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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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Latina 1 [lə'tinə] n.拉蒂纳（意大利地名）；拉蒂娜（女子名）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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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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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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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library 1 ['laibrəri] n.图书馆，藏书室；文库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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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list 1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252 little 1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253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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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losses 1 ['lɒsɪz] n. 损耗 名词loss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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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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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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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lowest 1 ['ləuist] adj.最低的；最小的（low的最高级）；最底下的

259 lunch 1 n.午餐 vt.吃午餐；供给午餐 vi.吃午餐；供给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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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manage 1 vt.管理；经营；控制；设法 vi.处理；应付过去

262 manisha 1 马尼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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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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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meat 1 [mi:t] n.肉，肉类（食用）

266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67 monthly 1 ['mʌnθli] adj.每月的，每月一次的；有效期为一个月的 n.月刊 adv.每月，每月一次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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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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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movies 1 [muːvɪz] n. 电影；电影业；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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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necessary 1 ['nesisəri]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必需品 n.(Necessary)人名；(英)内塞瑟里

273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74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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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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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nita 1 n. 尼特(Juanita 的昵称)(f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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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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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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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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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only 1 ['əunli] adv.只，仅仅；不料 adj.唯一的，仅有的；最合适的 conj.但是；不过；可是

285 Oregon 1 ['ɔrigən; -gɔn] n.俄勒冈州（美国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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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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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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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oxfam 1 ['ɔksfæm] abbr.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ordCommitteeforFamineRelief）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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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Palmer 1 ['pɑ:mə] n.朝圣者；变戏法的人；毛虫（尤指北美的小舌麦蛾幼虫） n.(Palmer)人名；(英、德、挪)帕尔默；(法)帕尔梅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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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paying 1 ['pei'ŋ] adj.支付的；赢利的；合算的 n.支付；填缝；放送绳链 v.支付；报答（pay的ing形式）

294 percentages 1 [pə'sentɪdʒɪz] n. 百分比；百分率 名词percentage的复数形式.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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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pick 1 [pik] vi.挑选；采摘；挖 vt.拾取；精选；采摘；掘 n.选择；鹤嘴锄；挖；掩护 n.(Pick)人名；(英、法、德、捷、匈、瑞
典)皮克

297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98 Portland 1 ['pɔ:tlənd; 'pəu-] n.波特兰（美国奥勒冈州最大的城市）

299 possibly 1 ['pɔsəbli] adv.可能地；也许；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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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301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302 questioned 1 ['kwestʃən] n. 问题；疑问 v. 询问；怀疑

303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304 ran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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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ranged 1 v.排列；把…分类；射程为…（range的过去分词）

306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307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308 reduction 1 n.减少；下降；缩小；还原反应

309 represented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310 researchers 1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311 restaurant 1 ['restərɔŋ, -rɔnt, -rənt] n.餐馆；[经]饭店

312 retai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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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rides 1 [raɪd] v. 骑；乘 n. 交通工具；骑；乘车；搭便车

314 riding 1 ['raidiŋ] n.骑马；骑术 v.骑；乘坐（ride的现在分词） n.(Riding)人名；(英)赖丁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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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sale 1 [seil] n.销售；出售；拍卖；销售额；廉价出售 n.(Sale)人名；(意、塞、瑞典)萨莱；(英、萨摩)塞尔；(法)萨尔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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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saw 1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319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320 self 1 [self] n.自己，自我；本质；私心 adj.同一的 vt.使自花授精；使近亲繁殖 vi.自花授精 n.(Self)人名；(英)塞尔夫

321 selling 1 ['seliŋ] n.销售；出售 v.出售（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 n.(Selling)人名；(英、德、瑞典)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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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324 shared 1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25 shopping 1 ['ʃɔpiŋ] n.购物，买东西 v.购物（shop的ing形式）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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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spaces 1 n. 空格；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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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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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332 stick 1 vt.刺，戳；伸出；粘贴 vi.坚持；伸出；粘住 n.棍；手杖；呆头呆脑的人 n.(Stick)人名；(芬)斯蒂克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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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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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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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suggested 1 [sə'dʒestɪd] adj. 建议的；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37 suggestion 1 [səg'dʒestʃən] n.建议；示意；微量，细微的迹象

338 suggestions 1 n. 意见；示意 名词suggestion的复数形式.

339 supply 1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340 survey 1 [sə:'vei, 'sə:vei, sə-] n.调查；测量；审视；纵览 vt.调查；勘测；俯瞰 vi.测量土地

341 Switzerland 1 ['switsələnd] n.瑞士（欧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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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temporary 1 ['tempərəri] adj.暂时的，临时的 n.临时工，临时雇员

344 Thailand 1 ['tailænd; -lənd] n.泰国（东南亚国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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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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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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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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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49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350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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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53 tourism 1 ['tuərizəm] n.旅游业；游览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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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transportation 1 [,trænspə'teiʃən,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系统；运输工具；流放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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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troubles 1 英 ['trʌbl] 美 ['trʌbəl] n. 困难；烦恼；麻烦 v. 使烦恼；麻烦；苦恼；费神

358 true 1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359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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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update 1 [ʌp'deit, 'ʌpdeit] vt.更新；校正，修正；使现代化 n.更新；现代化

362 updating 1 [ʌp'deɪtɪŋ] adj. 更新的 动词update的现在分词形式.

363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364 usual 1 ['ju:ʒuəl] adj.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365 valentine 1 ['væləntain] n.情人；情人节礼物

366 vegetables 1 ['vedʒɪtəblz] 蔬菜,vegetable的复数形式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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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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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70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371 week 1 [wi:k] n.周，星期

372 weekly 1 ['wi:kli] adj.每周的；周刊的；一周一次的 n.周刊 adv.每周一次；逐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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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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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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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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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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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worse 1 [wə:s, 'wə:s] adj.更坏的；更差的；更恶劣的（bad的比较级）；（病情）更重的（ill的比较级） adv.更糟；更坏；更恶劣
地；更坏地 n.更坏的事；更恶劣的事

379 worth 1 [wə:θ] adj.值…的 n.价值；财产 n.(Worth)人名；(英)沃思；(德)沃特

380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81 yourself 1 [jɔ:'self, juə-, jə-] pron.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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