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4-30 [As It Is] Wild Horses Die from Unknown Disease 词汇词汇
表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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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ctivists 1 ['æktɪvɪsts] 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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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7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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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0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1 ancestors 1 ['ænsestəz] n. 祖先；前辈 名词ancestor的复数形式.

12 and 1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3 animals 13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14 announcement 2 [ə'naunsmənt] n.公告；宣告；发表；通告

15 ar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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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7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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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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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utumn 1 ['ɔ:təm] n.秋天；成熟期；渐衰期，凋落期 adj.秋天的，秋季的 n.(Autumn)人名；(英)奥特姆

21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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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24 been 3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25 being 5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26 biology 1 [bai'ɔlədʒi] n.（一个地区全部的）生物；生物学

27 blanco 1 ['blæŋkəu] n.布兰可擦白剂 vt.用布兰可擦白剂擦 n.(Blanco)人名；(英、德、西、意、葡、法)布兰科

28 BLM 7 [化] 双层脂膜; 黑脂膜

29 blocked 1 [blɔkt] adj.堵塞的；被封锁的 v.阻塞（block的过去分词）

30 blo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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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od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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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reathing 2 ['bri:ðiŋ] n.呼吸；瞬间；微风 adj.呼吸的；逼真的 v.呼吸（breathe的现在分词）

33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34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35 bureau 1 ['bjuərəu] n.局，处；衣柜；办公桌 n.(Bureau)人名；(法)比罗

36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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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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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ampaign 1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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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anon 2 n.标准；教规；正典圣经；教士

41 capable 1 ['keipəbl] adj.能干的，能胜任的；有才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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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arefully 1 ['kɛəfəli] adv.小心地

43 chest 1 [tʃest] n.胸，胸部；衣柜；箱子；金库

44 city 2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45 coffman 1 n. 科夫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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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ollects 1 [kə'lekt] v. 收集；聚集；募捐；运走；使（自己）镇定

48 Colorado 1 [,kʌlə'rɑ:dəu] n.（美）科罗拉多；（美）科罗拉多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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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ongestion 2 n.拥挤；拥塞；淤血

51 contagious 2 [kən'teidʒəs] adj.感染性的；会蔓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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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54 corral 1 [kɔ:'rɑ:l] n.畜栏；环形车阵 vt.把…关进畜栏；捕捉；把…布成车阵 n.(Corral)人名；(法、西、葡)科拉尔

55 county 1 ['kaunti] n.郡，县

56 damage 1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57 dangerous 1 ['deindʒərəs] adj.危险的 危险地

58 dead 1 [ded] adj.无生命的；呆板的；废弃了的 adv.完全地 n.死者

59 deadly 1 ['dedli] adj.致命的；非常的；死一般的 adv.非常；如死一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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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deaths 2 ['deθs] 死亡人口

62 Denver 1 ['denvə] n.丹佛（地名，美国城市）

63 destructive 1 [di'strʌktiv] adj.破坏的；毁灭性的；有害的，消极的

64 die 1 [dai] vi.死亡；凋零；熄灭 vt.死，死于… n.冲模，钢模；骰子 n.(Die)人名；(西)迭；(阿拉伯)迪埃

65 direct 1 [di'rekt, dai-] adj.直接的；直系的；亲身的；恰好的 vt.管理；指挥；导演；指向 vi.指导；指挥 adv.直接地；正好；按直系
关系

66 disease 4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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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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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71 eat 2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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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nter 1 ['entə] vt.进入；开始；参加 vi.参加，登场；进去 n.[计]输入；回车 n.(Enter)人名；(英)恩特

74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75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76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77 examined 1 [ɪg'zæmɪnd] adj. 检查过的；诊察过的；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8 expect 1 [ik'spekt] vt.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期待；预期

79 exposed 1 [ik'spəuzd] adj.暴露的，无掩蔽的 v.暴露，揭露（expose的过去分词）

80 facility 4 [fə'siliti] n.设施；设备；容易；灵巧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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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fatal 2 ['feitl] adj.致命的；重大的；毁灭性的；命中注定的 n.(Fatal)人名；(葡、芬)法塔尔

83 Feder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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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fluid 1 ['flu(:)id] adj.流动的；流畅的；不固定的 n.流体；液体

85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86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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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freed 1 [f'riː d] adj. 释放的 动词fre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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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genus 1 ['dʒi:nəs] n.类，种；[生物]属

90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91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92 group 3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93 h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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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hall 3 n.过道，门厅，走廊；会堂；食堂；学生宿舍；大厅，前厅；娱乐中心，会所 n.（土）哈勒（人名）；（德、波、丹、
芬、瑞典）哈尔（人名）；（英）霍尔（人名）；（法）阿尔（人名）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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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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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healthy 1 ['helθi] adj.健康的，健全的；有益于健康的

98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99 highly 1 ['haili] adv.高度地；非常；非常赞许地

100 holding 2 ['həuldiŋ] n.举办；支持 v.召开；担任（hold的ing形式）；握住 n.(Holding)人名；(英)霍尔丁

101 horse 2 n.马；骑兵；脚架；海洛因 vt.使骑马；系马于；捉弄 vi.骑马；作弄人 n.(Horse)人名；(瑞典)霍尔瑟

102 horses 9 ['hɔː sɪz] n. 马（名词horse的复数形式） v. 骑马；捉弄（动词hors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03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04 i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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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6 independent 1 [,indi'pendənt] adj.独立的；单独的；无党派的；不受约束的 n.独立自主者；无党派者

107 infected 2 [in'fektid] adj.被感染的 v.传染（infect的过去分词）

108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09 inhumane 1 [,imhju:'mein] adj.残忍的；无人情味的

110 investigating 1 [ɪn'vestɪɡeɪt] v. 调查；研究

111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2 issue 1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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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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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john 2 [dʒɔn] n.厕所

116 keith 1 [ki:θ] n.基思（男子名）

117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8 killed 1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119 kilometers 1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120 laboratories 1 英 [lə'bɒrətri] 美 ['læbrətɔː ri] n. 实验室

121 land 1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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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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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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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leave 1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126 left 1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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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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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ma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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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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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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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management 1 ['mænidʒmənt] n.管理；管理人员；管理部门；操纵；经营手段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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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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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medical 1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135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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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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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mucus 1 ['mju:kəs] n.粘液；黏液

138 must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139 native 2 ['neitiv] adj.本国的；土著的；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天赋的 n.本地人；土产；当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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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neighboring 1 ['neibəriŋ] adj.邻近的；附近的（等于neighbouring） v.与…为邻；位于附近（neighbor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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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numb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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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of 2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45 officials 3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46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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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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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149 o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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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organs 1 n.[生物]器官；机构；风琴（organ的复数）

151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52 outbreaks 1 暴发

153 path 1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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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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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157 plants 3 [p'lɑːnts] n. 植物花卉；工厂（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 v. 种植；设立；建立；安插；栽赃（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
式）

158 posted 1 英 ['pəʊstɪd] 美 ['poʊstɪd] adj. 有职位的；消息灵通的；发布的 动词po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9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160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161 quarantine 1 ['kwɔrənti:n] vt.检疫；隔离；使隔离 n.检疫；隔离；检疫期；封锁 vi.实行隔离

162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163 relating 1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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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respiratory 2 ['respərətəri, ri'spaiə-] adj.呼吸的

166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167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68 Rio 1 ['ri:əu] n.里约（巴西共和国的旧首都）

169 roundups 3 n.聚拢( roundup的名词复数 ); 赶拢; 搜捕; 综述

170 Roy 2 [rɔi] n.罗伊（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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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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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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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sample 1 ['sɑ:mpl, 'sæ-] vt.取样；尝试；抽样检查 n.样品；样本；例子 adj.试样的，样品的；作为例子的 n.(Sample)人名；(英)桑
普尔

174 samples 1 ['sɑːmplz] n. 采样；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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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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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seem 1 [si:m] vi.似乎；像是；装作 n.(Seem)人名；(英)西姆

178 settlement 1 ['setlmənt] n.解决，处理；[会计]结算；沉降；殖民

179 sick 1 adj.厌恶的；病态的；不舒服；渴望的；恶心的；生病的 n.病人 n.(Sick)人名；(德、西)西克 vt.使狗去咬；呕吐；追击

180 sickened 1 ['sɪkən] v. 患病；生病；恶心；使厌倦

181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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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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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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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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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188 southwest 1 [,sauθ'west] n.西南方 adj.西南的 adv.往西南；来自西南

189 species 2 ['spi:ʃi:z, -si:z] n.[生物]物种；种类 adj.物种上的

190 specific 1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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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spreading 1 ['spredɪŋ] n.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

193 sta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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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statement 2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195 Sta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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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steven 1 ['sti:vən] n.史蒂文（男子名）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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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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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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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suffering 1 ['sʌfəriŋ] n.受难；苦楚 adj.受苦的；患病的 v.受苦；蒙受（suffer的ing形式）

201 supplies 1 [səp'laɪz] n. 物资；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

202 suzanne 1 [su:'zæn] n. 苏珊娜（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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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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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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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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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the 3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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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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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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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tissue 1 n.组织；纸巾；薄纱；一套 vt.饰以薄纱；用化妆纸揩去

214 t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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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16 transported 1 v.[植]运输；搬运（transport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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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transports 1 英 ['trænspɔː t] 美 ['trænspɔː rt] n. 运输；心醉 v. 运输；传播；流放；激动

218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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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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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unknown 3 ['ʌn'nəun] adj.未知的；陌生的，默默无闻的 n.未知数；未知的事物，默默无闻的人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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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Utah 1 ['ju:tɑ:] n.美国犹他州

225 veterinarians 1 [vetə'rɪneəriənz] 兽医

226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27 water 1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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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230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231 week 2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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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west 1 [west] n.西；西方；西部 adj.西方的；朝西的 adv.在西方；向西方；自西方 n.(West)人名；(英、德、芬、瑞典)韦斯特

234 western 1 ['westən] adj.西方的，西部的；有西方特征的 n.西方人；西部片，西部小说 n.(Western)人名；(英)韦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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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wild 7 [waild] adj.野生的；野蛮的；狂热的；荒凉的 n.荒野 adv.疯狂地；胡乱地 n.(Wild)人名；(英)怀尔德；(法、德、葡、捷、
匈)维尔德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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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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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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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young 1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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