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01 [As It Is] Temporary Work Apps Gain Popularity During
the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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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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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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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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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workers 13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6 and 1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7 apps 12 n.应用程序，应用软件；应用服务

8 is 1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 of 1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0 work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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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i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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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they 10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3 ar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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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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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hav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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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h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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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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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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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could 7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20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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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with 7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2 stint 6 [stint] n.节约；定额，定量 vt.节省；限制 vi.紧缩，节省

23 app 5 [æp] abbr.应用（Application）；穿甲试验（ArmorPiercingProof） n.(App)人名；(英)阿普

24 be 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5 littl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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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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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8 student 5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29 temporary 5 ['tempərəri] adj.暂时的，临时的 n.临时工，临时雇员

30 during 4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31 flexibility 4 [,fleksi'biliti] n.灵活性；弹性；适应性

32 hel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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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job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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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bs 4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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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restaurant 4 ['restərɔŋ, -rɔnt, -rənt] n.餐馆；[经]饭店

37 shor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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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38 similar 4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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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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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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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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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businesses 3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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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aused 3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46 Ellsworth 3 ['elzwə:θ] n.埃尔斯沃斯

47 employment 3 [im'plɔimənt] n.使用；职业；雇用

48 experience 3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49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50 group 3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51 howe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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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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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need 3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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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s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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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term 3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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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these 3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59 wh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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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who 3 pron.谁；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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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Britain 2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63 bu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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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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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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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hipotle 2 n.干红辣椒，烟味辣椒，墨西哥风味快速便餐

67 college 2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68 computer 2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69 coronavirus 2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70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71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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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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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mployers 2 [ɪmp'lɔɪəz] 用人单位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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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few 2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76 f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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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gabrielle 2 n. 加布里埃尔(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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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go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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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Gregory 2 ['gregəri] n.格雷戈里（男子名，古代罗马教皇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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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greig 2 ['ɡəeɪɡ] n. 绸坯；坯绸; 坯布；本色布 adj. 灰褐色的

82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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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84 industries 2 ['ɪndəstri] n. 工业；产业；行业；勤勉；勤劳

85 isolate 2 ['aisəleit, -lit] vt.使隔离；使孤立；使绝缘 n.[生物]隔离种群 vi.隔离；孤立 adj.隔离的；孤立的

86 labor 2 ['leibə] n.劳动；工作；劳工；分娩 vi.劳动；努力；苦干 vt.详细分析；使厌烦 n.(Labor)人名；(德、塞、法)拉博尔；(英)
拉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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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needs 2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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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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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operations 2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92 otherwise 2 adv.否则；另外；在其他方面 adj.另外的；其他方面的；原本，本来 conj.其他；如果不；然后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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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paid 2 [peid] adj.付清的；已付的 vt.支付（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付清

95 pair 2 [pεə] n.一对，一双，一副 vt.把…组成一对 n.(Pair)人名；(英、法)佩尔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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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permanent 2 adj.永久的，永恒的；不变的 n.烫发（等于permanentwave）

98 popular 2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99 require 2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100 schedule 2 ['ʃədju:əl, -dʒu:əl, 'skedʒu:əl, -dʒuəl] vt.安排，计划；编制目录；将……列入计划表 n.时间表；计划表；一览表

101 shortages 2 ['ʃɔː tɪdʒɪz] 缺陷

102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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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stachel 2 n. 施塔赫尔

105 started 2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6 States 2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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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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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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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times 2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111 training 2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112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113 uses 2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114 virtual 2 adj.[计]虚拟的；实质上的，事实上的（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

115 walker 2 ['wɔ:kə] n.步行者；散步者；参加竞走者 n.(Walker)人名；(德、西、芬、瑞典)瓦尔克；(英)沃克

116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17 week 2 [wi:k] n.周，星期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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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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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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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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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adv 1 ['ædvɜːb] abbr. 副词（=adv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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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aimed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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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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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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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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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barriers 1 ['bæriəz] 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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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34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135 ben 1 [ben] n.本（男子名）；（苏格兰）内室

136 benefits 1 ['benɪfɪt] n. 利益；津贴；义演；保险金；借助 vt. 有益于；得益

137 bet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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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139 brother 1 ['brʌðə] n.兄弟；同事；战友 int.我的老兄！ n.(Brother)人名；(英)布拉泽

140 busy 1 ['bizi] adj.忙碌的；热闹的；正被占用的 vt.使忙于 n.(Busy)人名；(匈)布希；(法)比西

141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142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3 chase 1 [tʃeis] vt.追逐；追捕；试图赢得；雕镂 vi.追逐；追赶；奔跑 n.追逐；追赶；追击 n.(Chase)人名；(英)蔡斯；(法)沙斯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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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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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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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connect 1 [kə'nekt] vt.连接；联合；关连 vi.连接，连结；联合

149 continuous 1 [kən'tinjuəs] adj.连续的，持续的；继续的；连绵不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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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152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153 current 1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
特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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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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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decrease 1 [di'kri:s, 'di:-, 'di:kri:s, di'k-] n.减少，减小；减少量 vi.减少，减小 vt.减少，减小

157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58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159 ease 1 [i:z] vt.减轻，缓和；使安心 n.轻松，舒适；安逸，悠闲 vi.减轻，缓和；放松；灵活地移动

160 eased 1 [iː zd] adj. 放松的 动词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61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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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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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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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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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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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168 everything 1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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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existing 1 [ig'zistiŋ] adj.目前的；现存的 v.存在（exist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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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ploded 1 [ik'spləudid] adj.爆炸了的；分解的；被破除的 v.爆炸（explode的过去分词）

172 fall 1 [fɔ:l] vi.落下；变成；来临；减弱 n.下降；秋天；瀑布 vt.砍倒；击倒 adj.秋天的 n.(Fall)人名；(法、芬、瑞典)法尔；(英、
匈)福尔；(阿拉伯)法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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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fiona 1 n.菲奥纳（女子名）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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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flexible 1 ['fleksibl] adj.灵活的；柔韧的；易弯曲的

177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78 function 1 ['fʌŋkʃən] n.功能；[数]函数；职责；盛大的集会 vi.运行；活动；行使职责

179 gain 1 [gein] n.增加；利润；收获 vt.获得；增加；赚到 vi.增加；获利 n.(Gain)人名；(英、匈、法)盖恩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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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Greater 1 ['greitə] adj.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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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84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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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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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helping 1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189 hourly 1 ['auəli] adv.每小时地；频繁地，随时 adj.每小时的，以钟点计算的；频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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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housing 1 ['hausiŋ] n.房屋；住房供给；[机]外壳；遮盖物；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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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94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95 increa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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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97 institute 1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198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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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Jacob 1 ['dʒeikəb] n.雅各（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布（男子名）

201 jamal 1 n.贾马尔（男子名）

202 jpmorgan 1 n. 摩根大通（公司名）

203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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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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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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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08 likes 1 n.好恶；爱好的事物 v.喜欢；愿意（lik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Likes)人名；(英)莱克斯

209 limited 1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210 link 1 [liŋk] n.[计]链环，环节；联系，关系 vt.连接，连结；联合，结合 vi.连接起来；联系在一起；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
(Link)人名；(英、德、塞、捷、匈、瑞典)林克

211 London 1 ['lʌndən] n.伦敦

212 long 1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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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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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lo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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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lower 1 ['ləuə] vt.减弱，减少；放下，降下；贬低 vi.降低；减弱；跌落 adj.下游的；下级的；下等的 n.(Lower)人名；(英、意)洛
厄

216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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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marketplaces 1 ['mɑːkɪtpleɪsɪz] 集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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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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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minutes 1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223 moment 1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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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must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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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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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necessarily 1 ['nesəsərəli, ,nesə'serəli] adv.必要地；必定地，必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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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newer 1 [n'juːər] adj. 较新的 形容词new的比较级.

231 normally 1 ['nɔ:məli] adv.正常地；通常地，一般地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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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occurring 1 [ə'kə:riŋ] n.事件；事故；事变

234 offered 1 ['ɒfəd] v. 提供；奉献；提议 vbl. 提供；奉献；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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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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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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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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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partly 1 ['pɑ:tli] adv.部分地；在一定程度上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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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performs 1 英 [pə'fɔː m] 美 [pər'fɔː rm] v. 执行；履行；表演；运转；举行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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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periods 1 ['pɪrɪədz] n.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

246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247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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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pl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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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popularity 1 [,pɔpju'lærəti] n.普及，流行；名气；受大众欢迎

250 predict 1 [pri'dikt] vt.预报，预言；预知 vi.作出预言；作预料，作预报

251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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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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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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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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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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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257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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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received 1 [ri'si:vd] adj.被一般承认的；被认为标准的 v.收到；接受；迎接（receive的过去分词）

260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61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62 recovery 1 [ri'kʌvəri] n.恢复，复原；痊愈；重获

263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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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remembered 1 英 [rɪ'membə(r)] 美 [rɪ'membər] v. 记得；想起；记住，铭记；回忆；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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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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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resear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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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restaurants 1 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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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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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273 sa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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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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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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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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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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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279 separate 1 vt.使分离；使分开；使分居 vi.分开；隔开；分居 adj.单独的；分开的；不同的；各自的； n..分开；抽印本

280 serve 1 [sə:v]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n.发球，轮到发
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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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shoes 1 ['ʃuːz] n. 鞋子 名词shoe的复数形式.

283 shortage 1 ['ʃɔ:tidʒ] n.缺乏，缺少；不足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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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sign 1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286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87 skills 1 技能

288 s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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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ol 1 [sɔl] n.溶胶；索尔（秘鲁的货币）；全音阶中的第五音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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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92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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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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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stores 1 [s'tɔː z]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

296 students 1 [st'juːdnts]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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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sumner 1 ['sʌmnə] n.萨姆纳（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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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surprise 1 [sə'praiz] n.惊奇，诧异；突然袭击 vt.使惊奇；奇袭 adj.令人惊讶的

300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01 tells 1 [tel] v. 告诉；吩咐；讲述；表达；辨别；判断；泄露；告发；产生效果

302 temporarily 1 ['tempərərili, ,tempə'rεə-] adv.临时地，临时

303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304 threat 1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305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306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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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turned 1 adj.被转动的；变质的；车削的 v.使变成（turn的过去式）；转动

309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10 uber 1 n.Uber，优步（美国一家科技公司） n.Uber，人名：（德）乌贝尔，（英）尤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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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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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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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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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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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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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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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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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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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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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worker 1 ['wə:kə] n.工人；劳动者；职蚁 n.(Worker)人名；(英)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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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25 young 1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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