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1-05 [Health and Lifestyle] Football Player's Cardiac Arrest_
'A Teachable Moment'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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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ccount 1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3 activity 2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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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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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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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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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djust 1 [ə'dʒʌst] vt.调整，使…适合；校准 vi.调整，校准；适应

9 adjusted 1 [ə'dʒʌstid] adj.调整过的，调节了的 v.调整；校正（adjust的过去分词）

10 affected 1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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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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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man 1 ['eimən] n.哈曼（波斯王亚哈随鲁的宰相，阴谋杀死所有犹太人，等于Hama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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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7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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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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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21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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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rizona 1 [,æri'zəunə] n.美国亚利桑那州

23 arrest 7 [ə'rest] vt.逮捕；阻止；吸引 n.逮捕；监禁 n.(Arrest)人名；(德)阿雷斯特

24 arrests 1 [ə'rest] vt. 逮捕；拘留 n. 逮捕；拘留

25 arrhythmia 1 [ə'riðmiə] n.心律不齐，[内科]心律失常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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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 association 2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29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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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hlete 3 ['æθli:t] n.运动员，体育家；身强力壮的人

31 attack 1 [ə'tæk] n.攻击；抨击；疾病发作 vt.攻击；抨击；动手干 vi.攻击；腐蚀 n.(Attack)人名；(瑞典)阿塔克

32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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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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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eating 2 ['bi:tiŋ] n.打；[纸]打浆；敲打；失败 v.打（beat的ing形式）

36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37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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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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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41 bengals 4 ['benɡælz] 孟加拉棉,孟加拉薄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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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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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bills 3 [bɪls] n. 账单；纸钞；汇票；法案 名词bill的复数形式.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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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blow 1 [bləu] n.吹；打击；殴打 vi.风吹；喘气 vt.风吹 n.(Blow)人名；(英)布洛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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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brain 3 [brein] n.头脑，智力；脑袋 vt.猛击…的头部 n.(Brain)人名；(英)布雷恩

49 br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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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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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brother 1 ['brʌðə] n.兄弟；同事；战友 int.我的老兄！ n.(Brother)人名；(英)布拉泽

52 buffalo 3 n.[畜牧][脊椎]水牛；[脊椎]野牛（产于北美）；水陆两用坦克 n.(Buffalo)人名；(英)布法罗 vt.威胁;欺骗;迷惑

53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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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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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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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57 campaign 2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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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ardiac 8 n.强心剂；强胃剂 adj.心脏的；心脏病的；贲门的

60 cardinals 1 n. 红衣主教；红雀（cardinal的复数形式）

61 cardio 1 n.有氧运动 pref.表示心

62 cardiology 1 [,kɑ:di'ɔlədʒi] n.[内科]心脏病学

63 caring 1 ['kεəriŋ] adj.有同情心的；表示或感到关怀或关心的 v.关心；照顾（care的现在分词）

64 catching 1 ['kætʃiŋ] adj.传染性的；有魅力的 v.抓住（catch的ing形式）

65 Caty 1 卡蒂

66 cause 3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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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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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cen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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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hest 2 [tʃest] n.胸，胸部；衣柜；箱子；金库

71 chief 1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72 Christmas 1 n.圣诞节；圣诞节期间

73 Cincinnati 2 [,sinsi'næti] n.辛辛那提（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

74 collapsed 1 [kə'læpzd] adj. 倒塌的

75 collapsing 1 [kə'læpsɪŋ] n. 毁坏(压扁；折叠；伸缩)

76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77 comment 3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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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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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commotio 4 [kə'məʊtiː əʊ] 震荡

81 condition 4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82 consciousness 1 ['kɔnʃəsnis] n.意识；知觉；觉悟；感觉

83 cordis 4 adj.心脏的 n.(Cordis)人名；(英、意、葡)科尔迪斯

84 correct 1 [kə'rekt] vt.改正；告诫 vi.调整；纠正错误 adj.正确的；恰当的；端正的

85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86 CPR 3 英 [ˌsiː piː 'ɑ (ːr)] 美 [ˌsiː piː 'ɑ rː] n. 心脏复苏术；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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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cried 1 [kraid] v.哭泣；喊叫（cry的过去分词）

88 critical 2 ['kritikəl] adj.鉴定的；[核]临界的；批评的，爱挑剔的；危险的；决定性的；评论的

89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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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damar 3 ['dæmə] n.硬树胶；达玛树脂 n.(Damar)人名；(德、法、土)达马尔

92 danger 2 ['deindʒə] n.危险；危险物，威胁 n.(Danger)人名；(法)当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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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deep 2 [di:p] n.深处；深渊 adj.深的；低沉的；深奥的 adv.深入地；深深地；迟 n.(Deep)人名；(英)迪普

95 defensive 1 [di'fensiv] adj.自卫的；防御用的 n.防御；守势

96 depends 1 [dɪ'pend] vi. 依赖；依靠；取决于

97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8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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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directly 1 [英 [də̍ rektli] 美 [dɪˈrɛktli, daɪ-]] adv.直接地；立即；马上；正好地；坦率地 conj.一…就

101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102 disabled 1 [dis'eibld] adj.残废的，有缺陷的 v.使…失去能力（disabl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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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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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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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donated 1 英 [dəʊ'neɪt] 美 ['doʊneɪt] v. 捐赠；捐献

107 donation 2 [dəu'neiʃən] n.捐款，捐赠物；捐赠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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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dr 4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110 drugs 1 [drʌgz] n.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

111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112 each 2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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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15 electric 1 [i'lektrik] adj.电的；电动的；发电的；导电的；令人震惊的 n.电；电气车辆；带电体

116 emergency 1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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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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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120 excitement 1 [ik'saitmənt] n.兴奋；刺激；令人兴奋的事物

121 exists 1 [ɪɡ'zɪst] v. 存在；生存；活着

122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佩

123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24 extremely 3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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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feinberg 1 n. 范伯格

127 field 3 ['fi:ld] n.领域；牧场；旷野；战场；运动场 vi.担任场外队员 adj.扫描场；田赛的；野生的 vt.把暴晒于场上；使上场 n.
(Field)人名；(英、法、德、葡)菲尔德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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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flow 1 [fləu] vi.流动，涌流；川流不息；飘扬 vt.淹没，溢过 n.流动；流量；涨潮，泛滥 n.(Flow)人名；(英)弗洛

130 following 2 ['fɔləuiŋ] adj.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n.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v.跟随；沿行（follow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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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football 6 ['fut,bɔ:l] n.足球，橄榄球 vi.踢足球；打橄榄球

132 for 1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33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34 game 5 [geim] n.游戏；比赛 adj.勇敢的 vi.赌博 n.(Game)人名；(英)盖姆；(法)加姆；(西)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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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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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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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139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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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142 Hamlin 18 ['hæmlin] n.哈姆林（姓氏）；哈姆林（英国传感器制造公司）

143 happen 2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44 happened 3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5 happens 3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146 har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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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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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hat 1 [hæt] n.帽子 vt.给……戴上帽子 vi.供应帽子；制造帽子 n.(Hat)人名；(中)核(广东话·威妥玛)

149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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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h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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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he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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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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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hear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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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heartbeat 3 ['hɑ:tbi:t] n.心跳；情感

156 helmet 2 ['helmit] n.钢盔，头盔 n.(Helmet)人名；(德)黑尔梅特

157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58 higgins 3 n.希金斯（姓氏）

159 him 1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160 his 7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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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hit 3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163 hometown 1 ['həum'taun] n.家乡；故乡

164 honest 1 ['ɔnist] adj.诚实的，实在的；可靠的；坦率的

165 Hopkins 1 ['hɔpkinz] n.霍普金（姓氏）

166 hospitals 1 ['hɒspɪtlz]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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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hurt 1 [hə:t] vt.使受伤；损害；使疼痛；使痛心 vi.感到疼痛；有坏处；带来痛苦 n.痛苦；危害；痛苦的原因 adj.受伤的；痛苦
的；受损的 n.(Hurt)人名；(德、匈、捷)胡特；(英)赫特

169 idiom 1 ['idiəm] n.成语，习语；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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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immediately 1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172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73 i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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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incident 3 ['insidənt] n.事件，事变；插曲 adj.[光]入射的；附带的；易发生的，伴随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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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76 injured 1 ['indʒəd] adj.受伤的；受损害的

177 injury 1 ['indʒəri] n.伤害，损害；受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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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is 2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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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82 Jessup 3 n. 杰瑟普(目前国际上规模最大的模拟法庭竞赛)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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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85 lack 1 [læk] vt.缺乏；不足；没有；需要 vi.缺乏；不足；没有 n.缺乏；不足 n.(Lack)人名；(老)拉；(英、法、意、葡、匈)拉
克；(匈)洛克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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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league 1 [li:g] n.联盟；社团；范畴 vt.使…结盟；与…联合 vi.团结；结盟 n.(League)人名；(英)利格

188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189 learned 1 ['lə:nid] adj.博学的；有学问的；学术上的 n.(Learned)人名；(英)勒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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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lesson 1 ['lesən] n.教训；课 vt.教训；上课

192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93 link 2 [liŋk] n.[计]链环，环节；联系，关系 vt.连接，连结；联合，结合 vi.连接起来；联系在一起；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
(Link)人名；(英、德、塞、捷、匈、瑞典)林克

194 listed 1 ['listid] adj.列出的；表列的；已登录的 v.列出；登记（list的过去分词）

195 lose 1 [lu:z] vt.浪费；使沉溺于；使迷路；遗失；错过 vi.失败；受损失 n.(Lose)人名；(英)洛斯；(德)洛泽

196 loyal 1 ['lɔiəl] adj.忠诚的，忠心的；忠贞的 n.效忠的臣民；忠实信徒 n.(Loyal)人名；(英、德、西、匈、法)洛亚尔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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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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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mark 1 n.标志；马克；符号；痕迹；分数 vi.作记号 vt..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n..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200 McKee 1 n. 麦基

201 measure 1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202 medical 6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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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Michigan 1 ['miʃigən] n.美国密歇根州；密歇根

205 million 1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206 moment 3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207 Monday 2 ['mʌndi] n.星期一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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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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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211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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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night 2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214 norm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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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northwestern 1 [,nɔ:θ'westən] adj.来自西北的；西北方的；在西北部的

216 not 6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17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18 of 1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19 officer 1 ['ɔfisə, 'ɔ:-] n.军官，警官；公务员，政府官员；船长 vt.指挥 n.(Officer)人名；(英)奥菲瑟

220 OK 1 ['əu'kei, ,əu'kei, 'əukei] adj.好的；不错的 adv.行；很好 int.好；可以 vt.对…表示同意 n.同意

221 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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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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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organizing 1 v.组织（organize的ing形式）；使有机化 n.组织 adj.组织上的

224 organs 1 n.[生物]器官；机构；风琴（organ的复数）

225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26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227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228 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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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oxygen 1 ['ɔksidʒən] n.[化学]氧气，[化学]氧

230 pass 1 [pɑ:s, pæs] n.及格；经过；护照；途径；传球 vi.经过；传递；变化；终止 vt.通过；经过；传递 n.(Pass)人名；(英、法、
德、俄)帕斯

231 passman 1 ['pɑ:smæn, 'pæs] n.普通及格学生

232 Pennsylvania 1 [,pensil'veinjə] n.宾夕法尼亚州（美国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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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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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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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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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Pittsburgh 1 ['pitsbə:g] n.匹兹堡（美国一座城市）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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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play 2 [plei] vt.游戏；扮演；演奏；播放；同…比赛 vi.演奏；玩耍；上演；参加比赛 n.游戏；比赛；剧本 n.(Play)人名；(法、瑞
典)普莱

240 player 7 n.运动员，比赛者；游戏者，做游戏的人；演奏者，表演者；演员；播放器

241 players 2 n.队员，参与者；玩家（player的复数形式）；迷你音碟机，雷射唱盘（player的复数形式）

242 playing 1 ['pleiiŋ] n.比赛；演奏 v.玩耍（play的ing形式）

243 please 1 [pli:z] vt.使喜欢；使高兴，使满意 vi.讨人喜欢；令人高兴 int.请（礼貌用语）

244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45 position 1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246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47 prayed 1 [preɪ] v. 祈祷；请求；恳求；祈求

248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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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probably 1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250 professional 1 [prə'feʃənəl] adj.专业的；职业的；职业性的 n.专业人员；职业运动员

251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252 protects 1 [prə'tekt] v. 保护；投保

253 public 1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254 pulmonary 1 ['pʌlmənəri, 'pul-] adj.肺的；有肺的；肺状的

255 pumping 1 ['pʌmpiŋ] n.[机]抽吸；脉动；抽气效应 v.抽水（pump的ing形式）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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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quick 1 [kwik] n.核心；伤口的嫩肉 adj.快的；迅速的，敏捷的；灵敏的 adv.迅速地，快 n.(Quick)人名；(英、德、瑞典、芬)奎
克

258 quickly 2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59 rare 2 adj.稀有的；稀薄的；半熟的 adj.杰出的；极度的；非常好的 adv.非常；极其 vi.用后腿站起；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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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rarely 1 ['rεəli] adv.很少地；难得；罕有地

261 reasons 1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262 receiving 1 [ri'si:viŋ] adj.接受的 n.接受 v.接收（receive的ing形式）

263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264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265 report 1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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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reportedly 1 [ri'pɔ:tidli] adv.据报道；据传闻

268 resear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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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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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restart 1 [,ri:'stɑ:t, 'ri:stɑ:t] vi.[计]重新启动；重新开始 vt.[计]重新启动；重新开始 n.重新开始；返聘

271 restored 1 [rɪ'stɔː d] adj. 恢复的

272 resuscitation 1 [ri,sʌsi'teiʃən] n.复苏；复兴；复活

273 retu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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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right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275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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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rocks 1 n.[岩]岩石，岩礁；岩石礁石（rock复数形式） v.轻轻摇摆；发抖；演唱摇滚乐（rock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Rocks)
人名；(英、德)罗克斯

278 rod 1 n.棒；惩罚；枝条；权力 n.(Rod)人名；(英、法、德、捷、希)罗德；(阿拉伯)鲁德；(老)罗

279 rodger 1 ['rɔdʒə] n.罗杰（男子名，等于Roger）

280 running 1 ['rʌniŋ] n.运转；赛跑；流出 adj.连续的；流动的；跑着的；运转着的 v.跑；运转（run的ing形式）；行驶 n.(Running)
人名；(英)朗宁

281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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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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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84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85 season 1 ['si:zən] n.时期；季节；赛季 vt.给…调味；使适应 vi.变得成熟；变干燥

286 sedated 2 [sɪ'deɪt] adj. 安静的；镇静的 vt. 使安静；使镇静

287 sedation 1 [si'deiʃən] n.镇静；镇静作用；镇静状态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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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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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severe 1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291 shake 1 vt.动摇；摇动；震动；握手 vi.动摇；摇动；发抖 n.摇动；哆嗦

292 sharp 1 adj.急剧的；锋利的；强烈的；敏捷的；刺耳的 adv.急剧地；锐利地；突然地 n.尖头 vt.磨快；把音调升高 vi.升音演奏
n.(Sharp)人名；(英)夏普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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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shock 1 [ʃɔk] n.休克；震惊；震动；打击；禾束堆 vt.使休克；使震惊；使震动；使受电击；把…堆成禾束堆 vi.感到震惊；受到
震动；堆成禾束堆 adj.浓密的；蓬乱的 n.(Shock)人名；(英)肖克

295 shoulder 1 ['ʃəuldə] n.肩，肩膀；肩部 vt.肩负，承担 vi.用肩推挤，用肩顶

296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297 sleep 1 [sli:p] vi.睡，睡觉 n.睡眠 n.(Sleep)人名；(英)斯利普

298 smile 1 [smail] vi.微笑 n.微笑；笑容；喜色 vt.微笑着表示 n.(Smile)人名；(塞)斯米莱

299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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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son 1 [sʌn] n.儿子；孩子（对年轻人的称呼）；男性后裔 n.(Son)人名；(土、老、柬)松；(法、罗)索恩；(日)存(名)；(日)孙
(姓)；(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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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302 southwestern 1 [,sauθ'westən] adj.西南部的；向西南的；来自西南的

303 specialist 1 ['speʃəlist] n.专家；专门医师 adj.专家的；专业的

304 sports 2 n.运动；运动会（sport的复数）；（报纸）体育版面；突变；娱乐 adj.运动的；适用于运动的 v.娱乐；戏弄（sport的
第三人称单数）

305 starting 1 ['stɑ tː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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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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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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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stood 2 [stud] v.站立（sta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10 stopping 2 ['stɔpiŋ] n.停止；制止；填塞物 v.停止；妨碍（stop的ing形式）

311 stops 3 英 [stɒp] 美 [stɑːp] v. 停止；阻止；停留 n. 停止；逗留；车站

312 sto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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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sudden 3 ['sʌdən] adj.突然的，意外的；快速的 n.突然发生的事

314 suffered 2 ['sʌfəd] v. 遭受，允许，宽恕（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15 survival 1 [sə'vaivəl] n.幸存，残存；幸存者，残存物

316 survive 1 [sə'vaiv] vt.幸存；生还；幸免于；比...活得长 vi.幸存；活下来

317 survivors 1 [sə'vaɪvəz] 幸存者（survivor的复数）

318 suspended 1 [sə'spendid] adj.悬浮的；暂停的，缓期的（宣判）

319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20 tackled 1 ['tækl] v. 处理；对付；阻截(对方球员)；与…交涉 n. 滑车；用具；铲球；(美式足球)拦截手

321 tackles 1 ['tækl] v. 处理；对付；阻截(对方球员)；与…交涉 n. 滑车；用具；铲球；(美式足球)拦截手

322 tackling 1 ['tækliŋ] n.装备，用具；扭住 v.处理；抓住（tackl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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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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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teachable 3 ['ti:tʃəbl] adj.可教的；驯良的

326 team 3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327 teammate 1 ['ti:mmeit] n.队友，同队队员

328 teams 1 [tiː m] n. 队；组 v. 使相配；使合作；结成一队 adj. 团队的

329 tee 1 [ti:] n.球座；字母T；T形物 adj.T字形的 vt.搁在球座上 vi.放球于球座上

330 television 1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331 texas 1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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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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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the 4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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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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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then 3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338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39 thi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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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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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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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343 to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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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45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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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toy 2 [tɔi] n.玩具；小装饰品；不值钱的东西 vi.玩弄；调情；随随便便地对待 adj.作为玩具的；玩物似的 n.(Toy)人名；(英、土)
托伊；(法)图瓦

347 trained 1 [treɪnd] adj.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48 treated 1 [triː tɪd] v. 对待；招待；治疗 vbl. 对待；招待；治疗

349 treatment 1 ['tri:tmənt] n.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350 twitter 1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351 uncommon 1 [,ʌn'kɔmən] adj.不寻常的；罕有的 adv.非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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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university 4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354 unusually 1 [ʌn'ju:ʒuəli] adv.非常；异乎寻常地；显著地

355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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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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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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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ut 1 [ʌt] abbr.美国犹他州（Utah）；超声试验（UltrasonicTest）；停歇时间（UnemployedTime） n.(Ut)人名；(越)吾；(柬)乌

359 versus 1 ['və:səs] prep.对；与...相对；对抗

360 violent 1 ['vaiələnt] adj.暴力的；猛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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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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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64 watt 1 [wɔt] n.瓦特 n.(Watt)人名；(英、葡)瓦特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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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367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368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369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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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whe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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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72 while 2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373 who 2 pron.谁；什么人

374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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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worker 1 ['wə:kə] n.工人；劳动者；职蚁 n.(Worker)人名；(英)沃克

377 workers 1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378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79 wrong 1 adv.错误地；邪恶地，不正当地 n.坏事；不公正 adj.错误的；失常的；不适当的 vt.委屈；无理地对待；诽谤 n.(Wrong)
人名；(英)朗

380 wrote 3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81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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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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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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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your 3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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