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11 [As It Is] Why US Consumers Pay Such High Prices for
Prescription Drugs 词汇表词汇表

1 AARP 1 n. Apple Talk地址转换协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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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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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bove 1 [ə'bʌv] prep.超过；在……上面；在……之上 adv.在上面；在上文 adj.上文的 n.上文

5 accept 1 [ək'sept] vt.接受；承认；承担；承兑；容纳 vi.承认；同意；承兑

6 access 2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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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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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ddition 2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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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llowing 1 [ə'laʊ] vt. 允许；让某人得到；留出；同意（法律） vi. (for)考虑到；允许

12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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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15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6 americans 10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17 amount 2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8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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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nn 1 [æn] n.安（女子名）

21 anticoagulant 1 [,æntikəu'ægjulənt] n.[助剂]抗凝剂 adj.抗凝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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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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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rthritis 1 [ɑ:'θraitis] n.[外科]关节炎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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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27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28 asks 1 英 [ɑːsk] 美 [æsk] v. 询问；请求；邀请；要求；开价；期待

29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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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ugust 1 ['ɔː gəst]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n.八月（简写为Aug） n.(August)人名；(法、葡、西、俄、罗、英、德、瑞典、挪)奥
古斯特

31 authority 1 [ɔ:'θɔrəti] n.权威；权力；当局

32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3 become 2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34 begin 1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35 behind 1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36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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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iden 1 n. 拜登(姓氏)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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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lood 1 [blʌd] n.血，血液；血统 vt.从…抽血；使先取得经验 n.(Blood)人名；(英、西)布拉德

41 bring 2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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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bringing 1 [briŋ] vt.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43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44 budg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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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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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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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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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alled 1 [kɔː l] vt. 呼叫；打电话；把 ...称为 n. 打电话；访问；召唤；呼叫；把 ... 看作 vi. 呼叫；(短暂的)拜访

49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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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are 4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52 causes 1 [kɔː zɪz] n. 原因，理由；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

53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54 claims 1 [kleɪm] n. 要求；要求权；主张；断言；声称；要求物 vt. 要求；请求；主张；声称；断言

55 climate 1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56 clots 1 英 [klɒt] 美 [klɑ tː] n. 凝块；一群；<非正式>笨蛋 v. 凝结；阻塞

57 combat 1 ['kɔmbæt, kəm'bæt] vt.反对；与…战斗 vi.战斗；搏斗 n.战斗；争论 adj.战斗的；为…斗争的 n.(Combat)人名；(法)孔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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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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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ompanies 7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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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63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64 congress 4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65 congressional 1 [kən'greʃənəl] adj.国会的；会议的；议会的

66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67 consumers 1 [kən'sjuːməs] n. 顾客 名词consumer的复数形式.

68 continues 1 [kən'tɪnju ]ː v. 继续；连续；维持；持续

69 controlling 1 [kən'trəuliŋ] n.控制 v.控制；管理（control的ing形式）；验证

70 corporation 1 n.公司；法人（团体）；社团；市政当局

71 cos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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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costly 2 ['kɔstli] adj.昂贵的；代价高的 n.(Costly)人名；(英)科斯特利

73 costs 2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74 countries 4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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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coverage 1 n.覆盖，覆盖范围；新闻报道

77 covered 3 ['kʌvəd] adj.覆盖了的；隐蔽着的；有屋顶的 v.覆盖；包括；掩护（cover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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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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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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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democratic 1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83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84 designed 1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85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86 development 1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87 dictate 2 [dik'teit, 'dikteit] vt.命令；口述；使听写 vi.口述；听写 n.命令；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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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89 difficulty 1 ['difikəlti] n.困难，困境

90 discussion 1 [dis'kʌʃən] n.讨论，议论

91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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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doct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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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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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drug 14 [drʌg] n.药；毒品；麻醉药；滞销货 vt.使服麻醉药；使服毒品；掺麻醉药于 vi.吸毒 n.(Drug)人名；(罗)德鲁格

96 drugs 10 [drʌgz] n.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

97 each 3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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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ffects 1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100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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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nvironment 1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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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105 exaggerate 1 [ig'zædʒəreit] vt.使扩大；使增大 vi.夸大；夸张

106 exaggerated 1 [ig'zædʒəreitid] adj.夸张的，言过其实的 v.夸张，夸大（exaggerate的过去式）

107 exaggerating 1 [ɪɡ'zædʒəreɪt] vt. 夸张；夸大；对...言过其实 vi. 夸张；夸大其词

108 f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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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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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111 fami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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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far 2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113 Feder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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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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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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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finding 1 ['faindiŋ] n.发现；裁决；发现物 v.找到；感到（find的ing形式）；遇到

117 firms 1 英 [fɜːm] 美 [fɜ rːm] n. 公司；商行 adj. 坚定的；结实的；坚固的；严格的 v. (使)变得坚实；确定 adv. 稳固地；坚定地

118 first 1 [fə:st] adv.第一；首先；优先；宁愿 n.第一；开始；冠军 adj.第一的；基本的；最早的 num.第一 n.(First)人名；(英)弗斯
特；(捷)菲尔斯特

119 for 2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20 for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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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forced 1 adj.被迫的；强迫的；用力的；不自然的 v.强迫（force的过去式）

122 forming 1 ['fɔː mɪŋ] n. 形成(成形法；模锻) v.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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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foundation 1 [faun'deiʃən] n.基础；地基；基金会；根据；创立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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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fund 1 [fʌnd] n.基金；资金；存款 vt.投资；资助 n.(Fund)人名；(德)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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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garver 1 n. 加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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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31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32 government 3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33 governments 1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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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gustafsson 2 古斯塔夫松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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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38 harm 1 [hɑ:m] n.伤害；损害 vt.伤害；危害；损害 n.(Harm)人名；(德)哈尔姆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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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head 2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141 health 5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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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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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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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higher 2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146 hoped 1 英 [həʊpt] 美 [hoʊpt] adj. 希望的；盼望的 动词ho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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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howe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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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50 improvement 1 n.改进，改善；提高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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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53 industry 3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54 insurance 6 [in'ʃuərəns] n.保险；保险费；保险契约；赔偿金

155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6 i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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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jenkins 1 ['dʒeŋkinz] n.詹金斯（姓氏）

158 jo 1 [dʒəu] abbr.乔（女子名，等于Joseph，Josephine）

159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160 joints 1 [dʒɔɪnt] adj. 联合的；共同的；连带的；合资的 n. 关节；接头；接合处；接缝；夜总会 v. 贴合；连接

161 Kaiser 1 ['kaizə] n.（德国）皇帝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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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164 lawmakers 1 n.立法者(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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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leaves 1 [li:vz] n.树叶；花瓣（leaf的复数） v.离开（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

167 legislation 1 [,ledʒis'leiʃən] n.立法；法律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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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lid 1 [lid] n.盖子；眼睑；限制 vt.给…盖盖子 n.(Lid)人名；(捷、挪)利德

170 lifesaving 1 ['laif,seiviŋ] adj.救命的；救生用的 n.救生

171 limit 1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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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looked 1 [lʊkt]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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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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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175 lovisa 1 n. 洛维萨(在芬兰；东经 26º15' 北纬 60º27')

176 low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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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made 2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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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many 8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80 mark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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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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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medicare 12 ['medi'kεə] n.（美、加）医疗保险（等于medicare）

183 medication 3 [,medi'keiʃən] n.药物；药物治疗；药物处理

184 medications 5 [medɪ'keɪʃnz] 药物

185 medicine 2 ['medisin] n.药；医学；内科；巫术 vt.用药物治疗；给…用药

186 medicines 1 ['medsnz] 药品

187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188 message 1 ['mesidʒ] n.消息；差使；启示；预言；广告词 vi.报信，报告；[通信]报文 vt.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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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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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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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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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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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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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negotiate 7 [ni'gəuʃieit, -si-] vt.谈判，商议；转让；越过 vi.谈判，交涉

197 new 4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98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99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00 number 3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201 of 2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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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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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officials 2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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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Older 5 ['əʊldər] adj. 年长的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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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o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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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organization 4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211 other 5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12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13 out 1 [aut] adv.出现；在外；出局；出声地；不流行地 adj.外面的；出局的；下台的 n.出局 prep.向；离去 vi.出来；暴露 vt.使熄
灭；驱逐

214 o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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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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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painful 2 ['peinfl] adj.痛苦的；疼痛的；令人不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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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passed 1 [pa:st] adj.已经通过的；已经过去的；已被传递的 v.通过；传递（pass的过去分词）；超过

218 patients 4 ['peɪʃənts] n.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

219 pa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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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pay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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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22 percen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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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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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permit 3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225 permitting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226 phrma 2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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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pl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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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pointed 1 ['pɔintid] adj.尖的；突出的；锐利的；率直的 v.指出；瞄准（point的过去式）

230 politicians 1 [pɒlɪ'tɪʃnz] 政治家

231 poorly 1 ['puəli, 'pɔ:-] adv.贫穷地；贫乏地；不充分地 adj.身体不舒服的；心情恶劣的

232 pow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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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powerful 2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234 prescription 6 [pris'kripʃən] n.药方；指示；惯例 adj.凭处方方可购买的

235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36 prevents 1 [prɪ'vent] v. 预防；防止，阻止；挡住

237 prices 9 [praɪs] n. 价格；代价；价值 v. 给…定价；估价；贴价格标签；比较价格

238 pricing 1 ['praɪsɪŋ] n. 定价 动词price的现在分词形式.

239 priv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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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products 1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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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profits 1 n.[会计]收益，红利；盈利（profit的复数）

243 progra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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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proposal 6 [prəu'pəuzəl] n.提议，建议；求婚

245 proposed 2 英 [prəʊ'pəʊzd] 美 [prə'poʊzd] adj. 被提议的

246 putting 1 ['putiŋ] n.投掷；（高尔夫球）打球入洞 v.放置（put的ing形式）；轻击球；使球入洞的轻击（putt的ing形式）

247 rand 1 [rænd] n.兰特（南非的货币单位）；边缘；垫皮，衬底（鞋后根与鞋底中间的） n.(Rand)人名；(英、德、俄、瑞典)兰德

248 rather 1 ['rɑ:ðə, 'ræ-] adv.宁可，宁愿；相当 int.当然啦（回答问题时用） n.(Rather)人名；(英)拉瑟

249 reacted 1 [ri'ækt] v. 反应；反攻

250 real 1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251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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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reducing 1 英 [rɪ'djuːsɪŋ] 美 [rɪ'duːsɪŋ] n. 减低；还原；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254 releas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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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relief 2 n.救济；减轻，解除；安慰；浮雕

256 removal 1 [ri'mu:vəl] n.免职；移动；排除；搬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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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reporter 1 [ri'pɔ:tə] n.记者

259 representatives 1 [reprɪ'zentətɪvz] n. 众议院议员；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

260 represents 2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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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resear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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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63 rheumatoid 1 ['ru:mətɔid, 'ru-] adj.患风湿症的；风湿症的

264 rob 1 [rɔb] vt.抢劫；使…丧失；非法剥夺 vi.抢劫；掠夺

265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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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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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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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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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70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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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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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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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eniors 2 ['siː njəz] n. 上级；老人 名词senior的复数形式.

275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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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hand 2 n. 尚德

278 sharing 1 英 ['ʃeərɪŋ] 美 ['ʃerɪŋ] n. 共享；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

279 s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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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281 single 1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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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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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285 sold 1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286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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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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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someth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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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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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spending 3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291 stands 1 [stænd] v. 站立；忍受；位于；停滞 n. 站立；货摊；停顿；看台

292 state 1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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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Stat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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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Stephen 1 ['sti:vən] n.斯蒂芬（男子名）

296 stiff 1 adj.呆板的；坚硬的；僵硬的；严厉的；拘谨的；稠的；（价格）高昂的；（酒）烈性的 adv.极其；僵硬地；彻底地 n.
死尸；令人讨厌者；流通票据；劳动者 vt.诈骗；失信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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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struggled 1 ['strʌgəld] adj.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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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stud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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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subsidizing 1 ['sʌbsɪdaɪz] vt. 给与补助金或奖助金；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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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substance 1 ['sʌbstəns] n.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303 success 1 [sək'ses] n.成功，成就；胜利；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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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supporters 1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306 susan 2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307 swollen 1 ['swəulən] adj.肿胀的，浮肿的；浮夸的；激动兴奋的

308 system 3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09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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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th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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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tha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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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the 6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14 thei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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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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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therapies 1 ['θerəpi] n. 疗法；治疗

317 therapy 1 ['θerəpi] n.治疗，疗法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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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20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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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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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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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to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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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to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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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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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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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ubl 2 (=undifferentiated B-cell lymphoma) 未分化B细胞淋巴瘤

331 under 2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332 unhappily 1 [ʌn'hæpili] adv.不幸地；遗憾地

333 unhappy 1 [,ʌn'hæpi] adj.不快乐的；不幸福的；不适当的

334 united 3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335 unpleasant 1 [,ʌn'plezənt] adj.讨厌的；使人不愉快的

336 u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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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us 3 pron.我们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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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40 vaccines 1 疫苗程序

341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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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vice 1 [vais] n.恶习；缺点；[机]老虎钳；卖淫 prep.代替 vt.钳住 adj.副的；代替的 n.(Vice)人名；(塞)维采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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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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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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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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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Washington 2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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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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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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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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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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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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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355 win 1 vt.赢得；在…中获胜 vi.赢；获胜；成功 n.赢；胜利 n.(Win)人名；(德、荷、缅)温；(英)温(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

356 with 8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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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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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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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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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would 8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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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written 1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365 year 3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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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years 5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68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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