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6-14 [Health and Lifestyle] Studies_ Some Cancer Patients
May Not Need Treatments after Surgery 词汇表词汇表

1 abnormal 1 [æb'nɔ:məl] adj.反常的，不规则的；变态的

2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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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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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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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fter 1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6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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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nemia 2 [ə'ni:miə] n.贫血；贫血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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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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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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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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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sco 2 abbr.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SocietyofClinicalOncology）；故障传感控制装置；主发动机自动停车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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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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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17 Australia 1 [ɔ'streiljə] n.澳大利亚，澳洲

18 Australian 1 [ɔ:'streɪljən] adj.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人的 n.澳大利亚人

19 avoid 3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20 axelrod 3 n.(Axelrod)人名；(英、西)阿克塞尔罗德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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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bad 2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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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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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enefit 3 n.利益，好处；救济金 vt.有益于，对…有益 vi.受益，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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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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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its 1 ['bɪts] n. 齿片；位 名词bit的复数形式.

30 blocking 1 ['blɔkiŋ] n.阻塞；封闭；大块 v.阻塞（block的ing形式）

31 bloo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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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od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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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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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reast 5 [brest] n.乳房，胸部；胸怀；心情 vt.以胸对着；与…搏斗

35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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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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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a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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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ancer 27 ['kænsə] n.癌症；恶性肿瘤

39 cancers 1 ['kænsəz] 肿瘤

40 c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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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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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areful 2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42 carla 1 ['kɑ:lə] n.卡拉（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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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ells 2 ['selz] n. 单元；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

45 cen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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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hance 1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47 chemicals 1 ['kemɪklz] n. 化学药品；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

48 chemo 1 ['keməu] n.化疗（等于chemotherapy）；化学疗法

49 chemotherapy 10 [keməu'θerəpi] n.[临床]化学疗法

50 clinical 1 ['klinikəl] adj.临床的；诊所的

51 Cohen 2 ['kəuən] 科恩（姓氏）

52 col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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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ome 1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54 comfortably 1 ['kʌmfətəbli] adv.舒服地；安乐地；充裕地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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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ommon 2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57 commonly 1 ['kɔmənli] adv.一般地；通常地；普通地

58 compare 1 n.比较 vt.比拟，喻为；[语]构成 vi.相比，匹敌；比较，区别；比拟（常与to连用） n.(Compare)人名；(意)孔帕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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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omparison 2 [kəm'pærisən] n.比较；对照；比喻；比较关系

61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62 confidence 1 ['kɔnfidəns] n.信心；信任；秘密 adj.（美）诈骗的；骗得信任的

63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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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66 cured 1 ['kjʊəd] adj. 治愈的 动词cu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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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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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death 1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70 Deborah 1 ['debərə] n.黛博拉（女子名）

71 deciding 1 [di'saidiŋ] adj.决定性的；无疑的 v.决定（decide的现在分词）

72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73 decisions 1 [dɪ'sɪʒn] n. 决定；决心；判决

74 described 2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5 detect 1 [di'tekt] vt.察觉；发现；探测

76 detected 1 [dɪ'tektɪd] adj. 检测到的 动词det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7 develops 1 [dɪ'veləp] v. 发展；发育；开发；冲洗(照片)

78 did 3 [did] v.做（do的过去式）

79 difference 1 n.差异；不同；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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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discover 1 [dis'kʌvə] vt.发现；发觉 vi.发现

82 discussed 1 [dɪs'kʌst] adj. 被讨论的；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3 disease 2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84 DNA 2 [,di:,en'ei] abbr.脱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acid）；（美国）国防部核子局（DefenseNuclearAgency）

85 doctors 4 英 ['dɒktə(r)] 美 ['dɑːktər] n. 博士；医生 v. 篡改，伪造；阉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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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d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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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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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dr 5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89 drugs 1 [drʌgz] n.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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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ffects 4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92 England 1 n.英格兰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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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qually 1 ['i:kwəli] adv.同样地；相等地，平等地；公平地

95 estimate 1 ['estimeit] vi.估计，估价 n.估计，估价；判断，看法 vt.估计，估量；判断，评价

96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97 ev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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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verett 1 ['evərit] n.埃弗雷特（男子名）

99 explore 1 [ik'splɔ:] vt.探索；探测；探险 vi.探索；探测；探险

100 fast 1 [fɑ:st, fæst] adj.快速的，迅速的；紧的，稳固的 adv.迅速地；紧紧地；彻底地 vi.禁食，斋戒 n.斋戒；绝食 n.(Fast)人名；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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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103 feels 1 [fiː l] v. 感觉；觉得；触摸；摸起来；认为；摸索 n. 感觉；触觉

104 fewer 2 ['fju:ə] adj.较少的 pron.较少数 int.较少数

105 financed 1 ['faɪnæns] n. 金融；财政；资金 vt. 给 ... 提供资金；负担经费

106 fi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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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findings 3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108 fi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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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10 for 11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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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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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fred 1 [fred] abbr.快速随机询问显示（FastRandomEnquiryDisplay）

114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115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16 further 1 ['fə:ðə] adv.进一步地；而且；更远地 adj.更远的；深一层的 vt.促进，助长；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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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gentler 1 adj.优雅的，温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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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121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122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123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124 go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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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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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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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groups 2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28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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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grows 1 英 [ɡrəʊ] 美 [ɡroʊ] v. 增加；生长；变成；种植；逐渐开始

130 guided 2 ['gaidid] adj.有指导的；有向导的 v.指导（guide的过去分词）

131 ha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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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Hamilton 1 ['hæmiltən] n.汉密尔顿（男子名）；哈密尔顿（美国城市名）

133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134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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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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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having 2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137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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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heart 1 [hɑ:t] n.心脏；感情；勇气；心形；要点 vt.鼓励；铭记 vi.结心 n.(Heart)人名；(英)哈特

140 hel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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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helpful 1 ['helpful] adj.有帮助的；有益的

142 hidden 1 ['hidən] adj.隐藏的 v.隐藏，躲藏（hide的过去分词） n.(Hidden)人名；(英)希登

143 historical 1 [his'tɔrikəl] adj.历史的；史学的；基于史实的

144 hormone 2 ['hɔ:məun] n.[生理]激素，荷尔蒙

145 Hutchinson 1 n.哈钦森（英国植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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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improvement 1 n.改进，改善；提高

148 in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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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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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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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involved 3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3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4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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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Jeanne 1 [dʒi:n] n.珍妮（女子名，等于Joanna）

156 john 2 [dʒɔn] n.厕所

157 Johnson 1 ['dʒɔnsən] n.约翰逊（姓氏）

158 journal 1 ['dʒə:nəl] n.日报，杂志；日记；分类账

159 ki 1 abbr.基里巴斯（Kiribati） n.(Ki)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纪；(印尼)基

160 known 2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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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led 2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63 l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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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let 1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165 levels 1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66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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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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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70 low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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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lump 1 [lʌmp] n.块，块状；肿块；瘤；很多；笨人 vt.混在一起；使成块状；忍耐；笨重地移动 vi.结块 adj.成团的；总共的 a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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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非常

172 lumpectomy 1 [,lʌm'pektəmi] n.乳房肿瘤切除术

173 maccallum 1 n. 麦卡勒姆

174 mad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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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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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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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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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ma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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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81 mcmaster 1 n.麦克马斯特；麦克马斯特大学 n.(McMaster)人名；(英)麦克马斯特

182 meanwhile 1 ['mi:nwail] adv.同时，其间 n.其间，其时

183 medical 2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184 medicine 1 ['medisin] n.药；医学；内科；巫术 vt.用药物治疗；给…用药

185 meeting 1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186 Melbourne 1 ['melbən] n.墨尔本（澳大利亚一座城市）

187 memory 1 ['meməri] n.记忆，记忆力；内存，[计]存储器；回忆 n.(Memory)人名；(英)梅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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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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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natural 1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191 nausea 2 ['nɔ:ziə, -siə, -ʃə, -ʒə] n.恶心，晕船；极端的憎恶

192 nearby 1 ['niə'bai] adj.附近的，邻近的 adv.在附近 prep.在…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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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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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nonprofit 1 adj.非盈利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197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198 not 1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99 notice 1 ['nəutis] n.通知，布告；注意；公告 vt.通知；注意到；留心 vi.引起注意

200 NYU 1 abbr. 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

201 of 3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02 Older 1 ['əʊldər] adj. 年长的

203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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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oncology 1 [ɔŋ'kɔlədʒi] n.[肿瘤]肿瘤学

205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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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Ontario 1 n.安大略省（加拿大省份） n.安大略湖（北美五大湖之一） n.安大略市（美国加州南部城市）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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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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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patients 18 ['peɪʃənts] n.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

210 p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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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perc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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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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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per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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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peter 1 vt.逐渐消失；耗尽 vi.使…精疲力竭 n.麻醉品；保险箱 n.彼得(男子名)

215 pills 1 [pɪl] n. 药丸；药片 v. 服用药丸；把 ... 制成药丸；<俚>投票反对

216 population 1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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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predict 1 [pri'dikt] vt.预报，预言；预知 vi.作出预言；作预料，作预报

218 presence 1 ['prezəns] n.存在；出席；参加；风度；仪态

219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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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problems 3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222 produced 1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223 protein 1 ['prəuti:n, -ti:in] n.蛋白质；朊 adj.蛋白质的

224 published 1 ['pʌblɪʃ] v. 出版；发行；公开发表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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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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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radiation 7 n.辐射；放射物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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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30 recently 2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31 red 1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232 relapse 2 [ri:'leæps, ri'læps, 'ri:læps] vi.故态复萌；旧病复发；再度堕落；再陷邪道 n.复发，再发；故态复萌；回复原状

233 remaining 2 [rɪ'meɪnɪŋ] adj. 剩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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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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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researc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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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researchers 2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238 rest 1 [rest] vt.使休息，使轻松；把…寄托于 n.休息，静止；休息时间；剩余部分；支架 vi.休息；静止；依赖；安置 n.(Rest)人
名；(英、德、俄、捷、荷)雷斯特

239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40 return 2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241 reviewed 1 [rɪ'vju ]ː n. 复习；回顾；检讨；评审 vt. 检阅；评论；温习；检讨 vi. 写评论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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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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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afely 1 ['seifli] adv.安全地 稳定地

245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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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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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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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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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scientists 1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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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see 1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252 shorter 1 ['ʃɔ:tə] adj.较短的；更短的；更矮的（short的比较级） n.(Shorter)人名；(英)肖特

253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54 side 4 [said] n.方面；侧面；旁边 vi.支持；赞助；偏袒 adj.旁的，侧的 vt.同意，支持 n.(Side)人名；(英)赛德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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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57 skin 1 [skin] n.皮肤；外皮 vt.剥皮 vi.愈合；长皮

258 skip 1 [skip] vi.跳跃；跳绳；遗漏；跳读 vt.跳过；遗漏 n.跳跃；跳读 n.(Skip)人名；(英)斯基普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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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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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英)斯莫尔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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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society 1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262 s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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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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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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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specially 1 ['speʃəli] adv.特别地；专门地

266 spread 1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267 stacey 1 ['steisi] n.史黛丝（女子名）

268 stage 1 [steidʒ] n.阶段；舞台；戏剧；驿站 vt.举行；上演；筹划 vi.举行；适于上演；乘驿车旅行 n.(Stage)人名；(英)斯特奇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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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stomach 1 ['stʌmək] n.胃；腹部；胃口 vt.忍受；吃下 vi.忍受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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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tudied 1 ['stʌdid] adj.有计划的；故意的 v.学习（study的过去式）

273 studies 2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274 study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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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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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such 3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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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suggests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279 surgery 9 ['sə:dʒəri] n.外科；外科手术；手术室；诊疗室

280 surgical 1 ['sə:dʒikəl] adj.外科的；手术上的 n.外科手术；外科病房

281 taste 1 [teist] n.味道；品味；审美 vt.尝；体验 vi.尝起来；有…的味道 n.(Taste)人名；(法)塔斯特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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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terms 1 [tə:mz] n.地位，关系；[法]条款；术语；措辞；价钱（term的复数形式） v.把…称为（term的三单形式）

284 test 7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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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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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the 5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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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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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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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92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93 think 2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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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though 1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296 tie 3 [tai] vt.系；约束；打结；与…成平局 vi.打结；不分胜负；被用带（或绳子等）系住 n.领带；平局；鞋带；领结；不分胜负
n.(Tie)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治；(英)泰伊；(柬)狄

297 timothy 1 ['timəθi] n.[植]梯牧草

298 tired 1 ['taiəd] adj.疲倦的；厌倦的，厌烦的 v.疲倦；对…腻烦（tire的过去分词形式）

299 tiredness 1 ['taiədnis] n.疲劳；疲倦

300 tissue 2 n.组织；纸巾；薄纱；一套 vt.饰以薄纱；用化妆纸揩去

301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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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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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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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treatment 4 ['tri:tmənt] n.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305 treatments 2 ['triː tmənts] n. 治疗；疗法（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

306 truly 1 ['tru:li] adv.真实地，不假；真诚地 n.(Truly)人名；(英)特鲁利

307 tumor 3 ['tju:mə] n.肿瘤；肿块；赘生物

308 tumors 1 肿瘤

309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10 type 1 [taip] n.类型，品种；模范；样式 vt.打字；测定（血等）类型 vi.打字 n.(Type)人名；(英)泰普

311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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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unlikely 1 [,ʌn'laikli] adj.不太可能的；没希望的 adv.未必

314 unnecessary 1 [,ʌn'nesəsəri] adj.不必要的；多余的，无用的

315 unneeded 1 [ʌn'niː dɪd] adj. 不需要的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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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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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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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useful 1 ['ju:sful] adj.有用的，有益的；有帮助的

320 usual 1 ['ju:ʒuəl] adj.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321 ve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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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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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vokes 1 n. 沃克斯

324 vomit 1 ['vɔmit] vt.吐出；使……呕吐 vi.呕吐；吐出 n.呕吐；呕吐物；催吐剂

325 wall 1 [wɔ:l] n.墙壁，围墙；似墙之物 vt.用墙围住，围以墙 adj.墙壁的 n.(Wall)人名；(英)沃尔；(德、芬、捷、瑞典)瓦尔

326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27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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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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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weak 1 [wi:k] adj.[经]疲软的；虚弱的；无力的；不牢固的

331 w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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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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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whelan 2 n. 惠兰

334 wh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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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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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337 which 5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38 who 2 pron.谁；什么人

339 whom 1 [hu:m, 弱 hum] pron.谁（who的宾格）

340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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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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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women 4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344 wor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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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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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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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you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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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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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