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6-15 [As It Is] What Is a 'Bear Market'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marke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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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nd 1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4 to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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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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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bear 10 vt.结果实，开花（正式） vt.忍受；承受；具有；支撑 n.熊 n.(Bear)人名；(英)贝尔

7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 percen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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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t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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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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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of 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2 stock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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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for 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4 from 7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5 investors 7 [ɪn'vestəz] 投资者

16 rates 7 [reɪt] n. 比率；速度；价格；费用；等级 v. 认为；估价；定等级；值得；怒斥；责骂

17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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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9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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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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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hig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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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index 5 ['indeks] n.指标；指数；索引；指针 vi.做索引 vt.指出；编入索引中

23 interest 5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24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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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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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whe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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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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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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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d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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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conomy 4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31 Federa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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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if 4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33 inflation 4 [in'fleiʃən] n.膨胀；通货膨胀；夸张；自命不凡

34 money 4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35 mo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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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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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prices 4 [praɪs] n. 价格；代价；价值 v. 给…定价；估价；贴价格标签；比较价格

37 reserve 4 n.储备，储存；自然保护区；预备队；缄默；[金融]储备金 vt.储备；保留；预约 vi.预订 n.(Reserve)人名；(法)勒塞尔
夫

38 average 3 n.平均；平均数；海损 adj.平均的；普通的；通常的 vt.算出…的平均数；将…平均分配；使…平衡 vi.平均为；呈中
间色

39 bank 3 [bæŋk] n.银行；岸；浅滩；储库 vt.将…存入银行；倾斜转弯 vi.堆积；倾斜转弯 n.(Bank)人名；(英、德、俄)班克；(法、
匈)邦克

40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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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entral 3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42 could 3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43 dow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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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during 3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45 ev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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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la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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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markets 3 英 ['mɑːkɪt] 美 ['mɑ rːkɪt] n. 市场；集市 v. 销售；推销；买卖

48 month 3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49 months 3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50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51 perio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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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point 3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53 recession 3 [ri'seʃən] n.衰退；不景气；后退；凹处

54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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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since 3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56 stocks 3 [stɒks] 股票

57 too 3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58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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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Banks 2 [bæŋks] n.班克斯（姓氏）

61 bears 2 [beəz] n. 熊；卖空者 名词bear的复数形式. 动词bear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62 below 2 [bi'ləu] adv.在下面，在较低处；在本页下面 prep.在…下面 n.(Below)人名；(英、德、芬、瑞典)贝洛

63 bitcoin 2 点对点（peer-to-peer）基于网络的匿名数字货币

64 borrow 2 ['bɔrəu] vi.借；借用；从其他语言中引入 vt.借；借用 n.(Borrow)人名；(英)博罗

65 break 2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晓；
（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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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all 2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68 china 2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69 continued 2 [kən'tinju:d] adj.继续的；持久的 v.继续；逗留；维持原状（continue的过去分词）

70 control 2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71 decreased 2 [dɪ'kriː s] v. 减少；减小；降低 n. 减少；降低

72 does 2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73 downturn 2 ['dauntə:n] n.衰退（经济方面）；低迷时期

74 ended 2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75 expe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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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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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fell 2 [fel] adj.凶猛的；毁灭性的 vt.砍伐；打倒；击倒 n.[林]一季所伐的木材；折缝；兽皮 v.掉下；摔倒；下垂；变坏（fall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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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式） n.(Fell)人名；(英、法、德)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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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generally 2 ['dʒenərəli] adv.通常；普遍地，一般地

80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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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highest 2 ['haiist] adj.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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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including 2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84 indexes 2 ['ɪndɪsiː z] n. 索引；指数；系数 名词index的复数形式.

85 investment 2 [in'vestmənt] n.投资；投入；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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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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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lo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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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major 2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90 march 2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威；
进行曲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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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Monday 2 ['mʌndi] n.星期一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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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pressure 2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95 profits 2 n.[会计]收益，红利；盈利（profit的复数）

96 rate 2 [reit] n.比率，率；速度；价格；等级 vt.认为；估价；责骂 vi.责骂；被评价 n.(Rate)人名；(法、塞)拉特

97 recent 2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98 ris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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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slowdown 2 ['sləudaun] n.减速；怠工；降低速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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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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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stovall 2 n. 斯托瓦尔

103 taken 2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104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05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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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Ukraine 2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107 war 2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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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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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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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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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13 you 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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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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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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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dvisory 1 [əd'vaizəri] adj.咨询的；顾问的；劝告的 n.报告；公告

119 affect 1 [ə'fekt, 'æfekt] vt.影响；感染；感动；假装 vi.倾向；喜欢 n.情感；引起感情的因素

120 affects 1 [ə'fekt] vt. 影响；感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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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22 alex 1 ['æliks] n.亚历克斯（男子名）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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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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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Asia 1 ['eiʃə] n.亚洲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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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129 back 1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
后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130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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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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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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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135 bull 1 [bul] n.公牛；看好股市者；粗壮如牛的人；胡说八道；印玺 adj.大型的；公牛似的；雄性的 vt.企图抬高证券价格；吓
唬；强力实现 vi.价格上涨；走运；猛推；吹牛 n.(Bull)人名；(英、葡、瑞典、芬、挪、德)布尔

136 bulls 1 [bʊl] n. 公牛；股市看涨的人；<俚>警察 n. 荒谬的话 n. 教皇诏书 adj. 公牛的；鲁莽的

137 businesses 1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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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bu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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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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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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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choe 1 n. 崔

143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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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comp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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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concerned 1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147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148 controls 1 英 [kən'trəʊls] 美 [kən'troʊls] n. 控制器；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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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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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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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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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decline 1 [di'klain] n.下降；衰退；斜面 vi.下降；衰落；谢绝 vt.谢绝；婉拒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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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detrick 1 n. 德特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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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dow 1 [dau] n.美国陶氏；美国陶氏化学；道琼斯平均指数 n.(Dow)人名；(英)道；(东南亚国家华语)涛

159 downward 1 ['daunwəd] adj.向下的，下降的 adv.向下

160 drive 1 [draiv] vi.开车；猛击；飞跑 vt.推动，发动（机器等）；驾驶（马车，汽车等）；驱赶 n.驱动器；驾车；[心理]内驱力，
推进力；快车道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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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163 England 1 n.英格兰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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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qual 1 ['i:kwəl] adj.平等的；相等的；胜任的 vt.等于；比得上 n.对手；匹敌；同辈；相等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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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67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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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plained 1 [ɪksp'leɪnd] v. 解释；说明 vbl. 解释；说明

170 faceboo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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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faith 1 [feiθ] n.信仰；信念；信任；忠实 n.(Faith)人名；(匈)福伊特；(英)费思，费丝(女名)；(瑞典)法伊特

172 Falls 1 [fɔ:ls] n.[水文]瀑布；陨石 v.下降（fall的第三人称单数） n.(Falls)人名；(英)福尔斯

173 fewer 1 ['fju:ə] adj.较少的 pron.较少数 int.较少数

174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75 form 1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176 forward 1 ['fɔ:wəd] adj.向前的；早的；迅速的 adv.向前地；向将来 vt.促进；转寄；运送 n.前锋 n.(Forward)人名；(英)福沃德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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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gained 1 [geɪnd] adj.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79 gains 1 ['ɡeɪnz] n. 收益 名词gain的复数形式.

180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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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goods 1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183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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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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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hibernates 1 英 ['haɪbəneɪt] 美 ['haɪbərneɪt] vi. 冬眠；蛰伏；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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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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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income 1 ['inkʌm] n.收入，收益；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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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increasing 1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192 industrial 1 [in'dʌstriəl] adj.工业的，产业的；从事工业的；供工业用的；来自勤劳的 n.工业股票；工业工人

193 influences 1 ['ɪnfluəns] v. 影响；感染；<美俚>在(饮料)中加烈酒 n. 影响力；影响；权势；势力；有影响的人(或事物)

194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195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196 Jones 1 [dʒəunz] n.琼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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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99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200 lasted 1 ['lɑːstɪd] adj. 持续的 动词la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01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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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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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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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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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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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longest 1 ['lɔŋgist, 'lɔ:ŋ-] adj.最长的 n.(Longest)人名；(英)朗格斯特

208 loo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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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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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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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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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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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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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LPL 1 n. 激光-抽运-激光(不漏光的放气窗；长脉冲激光)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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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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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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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measure 1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218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219 nasdaq 1 ['næz,dæk] abbr.全国证券交易商自动报价系统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ofSecuritiesDealersAutomatedQuotation）

220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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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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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oil 1 [ɔil] n.油；石油；油画颜料 vt.加油；涂油；使融化 vi.融化；加燃油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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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27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28 page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杰；(法)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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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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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peak 1 [pi:k] n.山峰；最高点；顶点；帽舌 vt.使达到最高点；使竖起 vi.消瘦；到达最高点；变憔悴 adj.最高的；最大值的 n.
(Peak)人名；(英)皮克

232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33 points 1 [英[pɒɪnts] 美[pɔints]] n.点；目的（point的复数）；见解 v.指引；瞄准（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 n.(Points)人名；(英)波因
茨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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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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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pri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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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profit 1 ['prɔfit] n.利润；利益 vi.获利；有益 vt.有益于 n.(Profit)人名；(法)普罗菲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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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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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raises 1 ['reɪzɪz] n. 加薪；增加 名词raise的复数形式.

242 raising 1 ['reiziŋ] n.高地；提高；举；浮雕装饰 v.饲养；升起；举起（raise的ing形式）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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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represent 1 [,repri'zent] vt.代表；表现；描绘；回忆；再赠送 vi.代表；提出异议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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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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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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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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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250 Ryan 1 瑞恩；瑞安（人名）

251 Sam 1 n.萨姆（男子名）

252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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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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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section 1 n.截面；部分；部门；地区；章节 vi.被切割成片；被分成部分 vt.把…分段；将…切片；对…进行划分

255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56 signaled 1 ['sɪɡnəl] n. 信号；标志 v. (发信号)通知、表示 adj. 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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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sleep 1 [sli:p] vi.睡，睡觉 n.睡眠 n.(Sleep)人名；(英)斯利普

259 slow 1 [sləu] adj.慢的；减速的；迟钝的 vi.变慢；变萧条 vt.放慢；阻碍 adv.慢慢地；迟缓地 n.(Slow)人名；(英)斯洛

260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61 stan 1 [stæn] n.斯坦（男子名） n.铁杆粉丝

262 still 1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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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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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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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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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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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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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70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271 trough 1 [trɔf, trɔ:f] n.水槽，水槽；低谷期；饲料槽；低气压

272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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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us 1 pron.我们

275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76 value 1 ['vælju:] n.值；价值；价格；重要性；确切涵义 vt.评价；重视；估价

277 veiga 1 贝加

278 visit 1 ['vizit] n.访问；参观；逗留 vt.访问；参观；视察 vi.访问；暂住；闲谈 n.(Visit)人名；(老)维西；(泰)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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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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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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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we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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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284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285 whole 1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286 winter 1 ['wintə] n.冬季；年岁；萧条期 vi.过冬 adj.冬天的；越冬的 n.(Winter)人名；(英、德、匈、罗、捷、西、芬、瑞典、法)
温特

287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88 withdrawing 1 [wið'drɔiŋ] v.取出；拆下；后退；回收（withdraw的现在分词）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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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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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92 worried 1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293 worrying 1 ['wʌriiŋ, -'wə:-] adj.令人担心的；烦恼的 v.担心（worry的ing形式）

294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295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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