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31 [Health and Lifestyle] When Should People Get a Colon
Cancer Exam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cancer 23 ['kænsə] n.癌症；恶性肿瘤

3 colon 18 ['kəulən] n.[解剖]结肠；冒号（用于引语、说明、例证等之前）；科郎（哥斯达黎加货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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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to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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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i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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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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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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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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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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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ople 7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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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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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hav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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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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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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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force 5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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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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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screening 5 ['skri:niŋ] n.筛选；放映；[物]屏蔽；审查；防波 v.筛选；拍摄（screen的ing形式）；遮蔽；隔挡 adj.筛选的

22 task 5 [tɑ:sk, tæsk] vt.分派任务 n.工作，作业；任务

23 w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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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ge 4 [eidʒ] n.年龄；时代；寿命，使用年限；阶段 vi.成熟；变老 vt.使成熟；使变老，使上年纪 n.(Age)人名；(瑞典)阿格；(日)
扬(姓)；(西、荷)阿赫

25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6 group 4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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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krist 4 n. 克里斯特

29 medical 4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30 year 4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1 years 4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2 younger 4 ['jʌŋə, 'jʌŋgə] n.年纪较小者；幼辈 adj.较年轻的 n.(Younger)人名；(英)扬格

33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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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dults 3 [æ'dʌlts] n. 成年人；成年动物；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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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disease 3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37 experts 3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38 get 3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39 getting 3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40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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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n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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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patients 3 ['peɪʃənts] n.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

43 preventive 3 [pri'ventiv, pri:-] n.预防药；预防法 adj.预防的，防止的

44 rat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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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risk 3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46 services 3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47 tests 3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48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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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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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your 3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51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52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53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54 bod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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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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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data 2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57 doctor 2 vt.修理；篡改，伪造；为…治病；授以博士学位 n.医生；博士 vi.就医；行医

58 doctors 2 英 ['dɒktə(r)] 美 ['dɑːktər] n. 博士；医生 v. 篡改，伪造；阉割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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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arlier 2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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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very 2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63 evidence 2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64 family 2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65 five 2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66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67 inside 2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68 invasive 2 [in'veisiv] adj.侵略性的；攻击性的

69 john 2 [dʒɔn] n.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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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old 2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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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polyps 2 息肉

74 recent 2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75 recommend 2 [,rekə'mend] vt.推荐，介绍；劝告；使受欢迎；托付 vi.推荐；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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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sa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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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screened 2 ['skriː nd] adj. 遮蔽的；筛过的；上映的 动词screen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形式.

79 screenings 2 ['skriː nɪŋz] n. 筛屑；筛后残余的物

80 should 2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81 society 2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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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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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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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stool 2 [stu:l] n.凳子；粪便；厕所 vi.长新枝；分檗 vt.引诱，诱捕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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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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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tested 2 ['testid] adj.经受过考验的；经验定的 v.考验（test的过去分词）；测验

88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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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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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treatment 2 ['tri:tmənt] n.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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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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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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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who 2 pron.谁；什么人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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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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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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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adding 1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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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ages 1 [eɪdʒ] n. 年龄；时代；时期；长时间 v. （使）变老；（使）陈化

102 aggressive 1 [ə'gresiv] adj.侵略性的；好斗的；有进取心的；有闯劲的

103 alex 1 ['æliks] n.亚历克斯（男子名）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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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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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Anderson 1 ['ændəsn] n.安德森市（美国印第安纳州）；安德森（男子名）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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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aver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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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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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basically 1 ['beisikəli] adv.主要地，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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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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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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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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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careful 1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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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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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center 1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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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choice 1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122 collected 1 [kə'lektid] adj.镇定的；收集成的 v.收集；聚集（collect的过去式）

123 colonoscopy 1 [,kəulə'nɔskəpi] n.结肠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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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commonwealth 1 ['kɔmənwelθ] n.联邦；共和国；国民整体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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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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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128 cords 1 [kɔː dz] n. 灯芯绒裤 名词cord的复数形式.

129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130 cutting 1 ['kʌtiŋ] n.[机]切断；剪辑；开凿 adj.锋利的；严寒的；尖酸刻薄的 v.削减（cut的ing形式）；采伐；切开 n.(Cutting)人
名；(英)卡廷

131 date 1 [deit] n.日期；约会；年代；枣椰子 vi.过时；注明日期；始于（某一历史时期） vt.确定…年代；和…约会 n.(Date)人名；
(日)伊达(姓)；(英)戴特

132 deaths 1 ['deθs] 死亡人口

133 depends 1 [dɪ'pend] vi. 依赖；依靠；取决于

134 difference 1 n.差异；不同；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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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disorders 1 英 [dɪs'ɔː də(r)] 美 [dɪs'ɔː rdər] n. 混乱；杂乱；不适；失调；疾病 vt. 扰乱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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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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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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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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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ntry 1 ['entri] n.进入；入口；条目；登记；报关手续；对土地的侵占

143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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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m 1 [ig'zæm] n.考试；测验

146 examination 1 [ig,zæmi'neiʃən] n.考试；检查；查问

147 exams 1 [ɪɡ'zæmz] examinations 考试

148 facts 1 n. 事实 名词fact的复数形式.

149 falling 1 ['fɔ:liŋ] adj.下降的；落下的 n.下降；落下；陷落 v.落下（fall的ing形式） n.(Falling)人名；(瑞典)法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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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formerly 1 ['fɔ:məli] adv.以前；原来

152 genetic 1 [dʒi'netik] adj.遗传的；基因的；起源的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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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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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grows 1 英 [ɡrəʊ] 美 [ɡroʊ] v. 增加；生长；变成；种植；逐渐开始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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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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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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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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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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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62 Houston 1 ['hju:stən] n.休斯顿（美国得克萨斯州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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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165 identify 1 vt.确定；鉴定；识别，辨认出；使参与；把…看成一样vi.确定；认同；一致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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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68 instrument 1 ['instrumənt, 'instrə-, -ment] n.仪器；工具；乐器；手段；器械

169 intestine 1 [in'testin] adj.内部的；国内的 n.肠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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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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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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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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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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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leading 1 ['li:diŋ] adj.领导的；主要的 n.领导；铅板；行距 v.领导（lead的ing形式）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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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loading 1 ['ləudiŋ] n.装载；装货；装载的货 v.装载，装填，担负（load的ing形式）；装入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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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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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lowered 1 ['laʊəd] adj. 降低的 动词low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81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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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Marion 1 ['mɛəriən] n.马里恩（男子名）

184 marker 1 ['mɑ:kər] n.记分员；书签；标识物；作记号的人 n.(Marker)人名；(英、德、法、塞、瑞典)马克

185 mass 1 n.块，团；群众，民众；大量，众多；质量 adj.群众的，民众的；大规模的，集中的 vi.聚集起来，聚集 vt.使集合

186 md 1 abbr.总经理（ManagingDirector）；美国马里兰州（Maryland）；迷你光碟（minidisk）；医务部（MedicalDepartment）；
DOS命令：建立一个新的子目录；肌肉萎缩症（musculardystrophy）

187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88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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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nancy 1 ['nænsi] adj.女性化的；同性恋的 n.女性化的男人

191 nationwide 1 ['neiʃənwaid] adj.全国范围的；全国性的 adv.在全国

192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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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95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96 offer 1 [ˈɒfə] vt.提供；出价；试图 n.提议；出价；意图；录取通知书 vi.提议；出现；献祭；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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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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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option 1 ['ɔpʃən] n.[计]选项；选择权；买卖的特权

200 options 1 ['ɒpʃnz] 选择；选择权,名词option的复数形式

201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02 part 1 n.部分；角色；零件；一些；片段 vt.分离；分配；分开 vi.断裂；分手 adv.部分地 adj.部分的 n.(Part)人名；(英、瑞典)帕
特；(泰)巴；(法)帕尔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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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perc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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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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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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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polyp 1 ['pɔlip] n.息肉；珊瑚虫；水螅虫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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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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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proposal 1 [prəu'pəuzəl] n.提议，建议；求婚

212 recommendations 1 建议

213 recommended 1 [rekə'mendɪd] adj. 被推荐的 动词recomm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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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recommending 1 [ˌrekə'mend] vt. 推荐；建议；劝告；使受欢迎；使可取

215 rectal 1 ['rektəl] adj.直肠的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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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renault 1 [rə'nəu] n.雷诺（姓氏）；法国雷诺公司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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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requires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220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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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risks 1 [rɪsk] n. 危险；风险；投资报酬的风险 vt. 冒 ... 的危险；承受...的风险

223 Robert 1 ['rɔbət] n.罗伯特（男子名）

224 screen 1 [skri:n] n.屏，幕；屏风 vt.筛；拍摄；放映；掩蔽 vi.拍电影 n.(Screen)人名；(英)斯克林

225 screens 1 [skriː nz] n. 屏幕 名词screen的复数形式.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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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228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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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230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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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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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smith 1 [smiθ] n.铁匠；锻工；制作者 vt.锻制 vi.锻打金属；当锻工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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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37 spoke 1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238 stages 1 [steɪdʒ] n. 舞台；戏剧；阶段；步骤；行程 v. 上演；举行；组织；筹划；使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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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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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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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ubstance 1 ['sʌbstəns] n.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244 suggest 1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245 suggesting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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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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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symptom 1 ['simptəm] n.[临床]症状；征兆

249 symptoms 1 ['sɪmptəmz] n. 症候 名词symptom的复数形式.

250 ter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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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test 1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252 testing 1 ['testiŋ] n.[试验]测试 adj.试验的；棘手的 v.测验；考查；受考验（test的ing形式）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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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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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56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257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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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treat 1 [tri:t] vt.治疗；对待；探讨；视为 vi.探讨；请客；协商 n.请客；款待 n.(Treat)人名；(英)特里特

259 treatments 1 ['triː tmənts] n. 治疗；疗法（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

260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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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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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us 1 pron.我们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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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66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267 Virginia 1 [və(:)'dʒinjə] n.弗吉尼亚（女子名）；弗吉尼亚州 adj.弗吉尼亚州的

268 vocal 1 adj.歌唱的；声音的，有声的 adj.直言不讳的 n.声乐作品；元音 n.Vocal)人名；(西)博卡尔

269 volunteer 1 [,vɔlən'tiə] n.志愿者；志愿兵 adj.志愿的 vi.自愿 vt.自愿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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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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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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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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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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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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