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1-12 [As It Is] In Time of Inflation, Argentine Artist Paints on
Money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1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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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i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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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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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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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inflation 5 [in'fleiʃən] n.膨胀；通货膨胀；夸张；自命不凡

7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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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nd 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9 bill 4 [bil] n.[法]法案；广告；账单；[金融]票据；钞票；清单 vt.宣布；开账单；用海报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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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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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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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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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Diaz 3 n.迪亚兹（男子名）

16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7 peso 3 ['peisəu] n.比索（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和菲律宾的货币单位）；美元 n.(Peso)人名；(西、意、芬)佩索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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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t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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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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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ffects 2 [ə'fekt] vt. 影响；感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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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4 Argentina 2 [,ɑ:dʒən'ti:nə] n.阿根廷（位于拉丁美洲）

25 artist 2 ['ɑ:tist] n.艺术家；美术家（尤指画家）；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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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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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john 2 [dʒɔn] n.厕所

29 k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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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loss 2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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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33 paint 2 vt.油漆；绘画；装饰；涂色于；描绘；（用语言，文字等）描写；擦脂粉等 vi.油漆；描绘；绘画；化妆 n.油漆；颜
料，涂料；绘画作品；胭脂等化妆品；色彩，装饰 n.潘（人名）

34 paints 2 [peɪnts] n. 颜料；油漆 名词paint的复数形式.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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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37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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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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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t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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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ultimately 2 ['ʌltimətli] adv.最后；根本；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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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43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44 worth 2 [wə:θ] adj.值…的 n.价值；财产 n.(Worth)人名；(英)沃思；(德)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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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adv 1 ['ædvɜːb] abbr. 副词（=adverb）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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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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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Argentine 1 ['ɑ:dʒəntain; -ti:n] adj.阿根廷的；银的 n.阿根廷人；银

50 Argentinian 1 [,a:dʒən'tiniən] adj.阿根廷的；阿根廷人的 n.阿根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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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art 1 n.（包括雕塑、绘画、音乐等的）艺术，美术；美术（作）品；艺品（作）品；（表演）艺术；技术，技巧； adj.艺术
的；艺术品的；具有艺术性的 v.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过时用法

53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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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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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basic 1 ['beisik] adj.基本的；基础的 n.基础；要素

56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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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59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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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62 corbalan 1 科尔巴朗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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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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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risis 1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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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denominate 1 [di'nɔmineit, di'nɔminit] vt.为…命名；把…称作… adj.有特定名称的

69 denominated 1 英 [dɪ'nɒmɪneɪt] 美 [dɪ'nɑːmɪneɪt] v. 命名；称…为

70 dollar 1 ['dɔlə] n.美元 n.(Dollar)人名；(英)多拉尔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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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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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pressed 1 [ɪk'spres] n. 快车；快递；专使 adj. 明确的；急速的；直接的 adv. 用快递 vt. 表达；表示；挤压出；快递

74 feature 1 ['fi:tʃə] n.特色，特征；容貌；特写或专题节目 vi.起重要作用 vt.特写；以…为特色；由…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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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guillermo 1 n. 吉列尔莫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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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79 ideas 1 观念

80 images 1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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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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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83 javier 1 n. 哈维尔

84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85 la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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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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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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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lifting 1 ['liftiŋ] adj.举起的，起重的 n.举起，起重；提高，上升 v.举起，抬起（lif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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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lionel 1 ['laiənəl] n.莱昂内尔（男子名）

91 lived 1 [livd, 'laivd] adj.有生命的 v.居住（live的过去分词）；活着；度过；以…为生

92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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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95 markets 1 英 ['mɑːkɪt] 美 ['mɑ rːkɪt] n. 市场；集市 v. 销售；推销；买卖

96 me 1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97 messi 1 梅西

98 monetary 1 ['mʌnitəri] adj.货币的；财政的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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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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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neared 1 英 [nɪə(r)] 美 [nɪr] adj. 近的；近似的；亲近的；吝啬的 adv. 在附近；不久以后；几乎；[罕]吝啬地 prep. 附近；接近；临
近；大约；(质量、大小等)相仿；濒临 v. 接近；靠近

102 northern 1 ['nɔ:ðən] adj.北部的；北方的 n.北部方言

103 officially 1 [ə'fiʃəli] adv.正式地；官方地；作为公务员

104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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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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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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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painted 1 ['peintid] adj.描画的；着色的；刷上油漆的 v.油漆（pai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Painted)人名；(瑞典)帕因特德

109 pictures 1 ['pɪktʃəz] n.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

110 population 1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111 poverty 1 ['pɔvəti] n.贫困；困难；缺少；低劣

112 pow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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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private 1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
的，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114 pull 1 [pul] vt.拉；拔；拖 vi.拉，拖；拔 n.拉，拉绳；拉力，牵引力；拖 n.(Pull)人名；(法)皮尔；(德、瑞典)普尔

115 purchasing 1 n.[贸易]采购（purchase的ing形式）；购买

116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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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Salta 1 ['sæltə; 'sɔ:-] n.萨尔塔省（阿根廷西北部省份）

119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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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sells 1 [sel] v. 出售；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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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sergio 1 塞尔希奥

124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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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soccer 1 ['sɔkə] n.英式足球，足球

126 star 1 [stɑ:] n.星，恒星；明星；星形物 vt.用星号标于；由…主演，由…担任主角 vi.担任主角 adj.明星的，主角的；星形的 n.
(Star)人名；(瑞典)斯塔尔；(德)施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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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sums 1 [sʌm] n. 金额；总数；要点 v. 概括；总结；归纳；总计

129 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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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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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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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ly 1 ['təutəli] adv.完全地

134 unit 1 ['ju:nit] n.单位，单元；装置；[军]部队；部件

135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136 us 1 pron.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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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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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w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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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w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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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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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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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144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145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46 yearly 1 ['jə:li, 'jiə-] adj.每年的 adv.每年；一年一次 n.年刊；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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