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明星们的离奇遭遇 



1 

2 

3 

Warm-up 

Texts&Notes 

Application 

生活中的意外伤害 

离奇   崇拜   拼搏   聚精会神  防守  阴谋   

遮挡   防御   残酷   南辕北辙  谴责  辩解 

 老虎伍兹的离奇车祸 



导入 Warm-up  

请对照图片熟悉下列名称，并想一想哪些可能给人类带来意外伤害 

猫头鹰 māotóuyīng 高尔夫 gāo’ěrfū 警示牌 jǐngshì pái 

熨衣板 yùn yī bǎn 黄牌 huángpái 电钻 diàn zuàn 



  
生词 1 

离奇 

冲击 

拼搏 

聚精会神 

防守 

líqí 

chōngjī 

pīnbó 

jùjīng-huìshén 

fángshǒu 

这件案子非常离奇，我们要好好地分析研究。 

岩石在海浪的冲击下变得十分光滑。 

我国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奋力拼搏。 

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 

这支足球队的弱点是后卫防守不严。 

崇拜 chóngbài 小明非常崇拜罗纳尔多。 

阴谋 

当场 

yīnmóu 

dāngchǎng 

他的阴谋被大家识破了。 

中奖的人当场兑现了奖金。 

进攻 jìngōng 足球比赛,进攻与防守同等重要。 



  
生词 2 

事件 

遮挡 

shìjiàn 

zhēdǎng 

恐怖事件的发生使大家整天生活在紧张害怕的感觉中。 

高大浓密的树冠遮挡住了烈日的阳光。 

裁判 cáipàn 在赛场上，足球运动员应服从裁判的判决。 

中断 

防御 

南辕北辙 

注重 

刹车 

zhōngduàn 

shā chē 

fángyù 

nányuán-běizhé 

zhùzhòng 

我们和姑妈家的联系已经中断好多年了。 

幸亏司机刹车及时，避免了一起交通事故。 

我们要加固堤防，防御洪水的袭击。 

两个人在创作方法上南辕北辙。 

一个公司应注重企业形象。 

胜负 shèngfù 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还难分胜负。 



      我们之所以         体育明星，是因为他们是奋力         的

象征。比赛并不只注重         ，我们更看重的是运动员们在         

_______奖牌时表现出来的永不放弃的精神和良好的         。 

胜负 心态 拼搏 冲击 崇拜 

  
填空 



课文-1 

     每次看到我吗崇拜的体育明星在赛场上冲击奖牌，大家都深信，他

们身上的每一处伤疤都是奋力拼搏的标记。可是你知道吗，明星们受伤，

有时竟也荒谬得不可思议。 

    曾经有一名足球门将正在比赛中聚精会神地防守，突然，一只狗以火

箭般的速度冲了进来，横着冲向他的膝盖，然后向他发起进攻。人们惊呆

了，这是阴谋，还是离奇的巧合？经久不愈，最后竟因此告别了他心爱的

职业。 



课文-2 

       南美足球赛场上的猫头鹰事件，赛后成了头条新闻。事情是这样的

，球赛进行得正激烈时，一只很可能是因受伤而“迫降”球场的猫头鹰

遮挡住了球员的视线，主裁判处于保护动物的目的，决定中断比赛，可

是一名球员已经刹不住车，一只大脚踢向了毫无防御的猫头鹰。可怜的

猫头鹰，抢救两天后不治身亡。没想到一场道德讨论就此开始：有人认

为想赢球也不能置猫头鹰的生命于不顾，这种只想赢球的心态和比赛精

神南辕北辙。一时间，只注重胜负，却将猫头鹰残酷“射杀”致死的行

为是否应该被原谅，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问答 

3.  “猫头鹰事件”中，那位球员作出了什么样的不理智行为？ 

1.  运动员的伤疤预示着什么？ 

2.  第一个故事中，守门员是怎么受伤的？ 

4.  “猫头鹰事件”发生后，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 



问答 

动物造成的伤害 
1. 狗造成的伤害 

2. 猫头鹰事件 



1、想赢球也不能置猫头鹰的生命于不顾。 

（即使想赢球，也不能置猫头鹰的生命于不顾。） 

2、她一回来我就告诉你。 

（只要她一回来，我就告诉你。） 

3、站住！不站住就开枪了。 

（站住！你要是不站住，我就开枪了。） 

紧缩句 

紧缩句是用单句的形式表达复句的内容。紧缩句看起来像单句，实际上
是复句，只是已经取消了一般复句间的语音停顿、关键词语甚至某些成
分。例如： 

  
语言点 



  
练一练 

1. 即使得罪她，咱也不怕。 
                                                                              。 

3. 如果你不喜欢，咱们就不买。 

                                                                                。 

2. 就算你不说，我也能知道。 

                                                                               。 

将下列复句改为紧缩句 



特意 

副词，表示专门为了某一件事。例如： 

  
语言点 

1、一次赛前热身，主办方特意做了警示牌，警告运动员不要 

      在球门里训练。 

2、那一年我出差去天津，特意绕道北京，去了趟圆明园。 

3、城市生活的忙乱、嘈杂使人们渴望安静，因此地处边城的 

      我的故乡就成了人们特意要来的旅游胜地了。 



  
练一练 

完成句子 

1. 为了完成这次采访，                                              。（查阅） 

3. 这是                              ，知道你欢乐地方睡不好觉。（准备） 

2. 在动笔写这本书之前，                                           。（调查） 



  
生词 3 

验证 

防治 

萌芽 

荒谬 

yànzhèng 

fángzhì 

méngyá 

huāngmiù 

后来的事实验证了他的推断是正确的。 

珍惜水资源，保护水环境，防治水污染。 

温暖的春风吹拂着大地，农民播下的种子正在萌芽。 

不以事实为依据的推测往往是荒谬的。 

扭转 niǔzhuǎn 任何人都扭转不了历史车轮的前进方向。 

先前 

前提 

交代 

陈旧 

xiānqián 

chénjiù 

qiántí 

jiāodài 

我们学校现在的条件比先前好多了。 

这张报纸已经发黄，显得很陈旧了。 

保持友谊的前提条件是互相信任和互相尊重。 

他把整个事情都交代清楚了。 



  
生词 4 

追究 

基因 

zhuījiū 

jīyīn 

生产中出了事故，要追究领导者的责任。 

据说，喜不喜欢吃香菜是由基因决定的。 

遗传 yíchuán 有些疾病是会遗传给子孙的。 

预料 

隐患 

预兆 

案例 

零星 

消除 

yùliào 

xiāochú 

yǐnhuàn 

yùzhào 

ànlì 

língxīng 

这个结果谁也没有预料到。 

轻松的娱乐活动可以消除疲劳。 

我们要想办法消除影响身体健康的隐患。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这本书里所讲的都是可怕的真实案例。 

草丛间零星地点缀着一些小花。 

挽救 wǎnjiù 医生正在与时间赛跑，极力挽救病人的生命。 



  
生词 5 

细致 

依赖 

切实 

不言而喻 

xìzhì 

bùyán’éryù 

yīlài 

qièshí 

玉石雕刻是一项细致的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 

他终于考上大学，高兴的心情，自是不言而喻了。 

她不喜欢依赖别人，自己的事情总是自己做。 

他提出的这个办法，是切实可行的。 

协助 xiézhù 在大家的协助下，他圆满完成了任务。 

人为 

前景 

临床 

器材 qìcái 

rénwéi 

qiánjǐng 

línchuáng 

我们学校的体育器材特别齐全。 

很明显，这些破坏都是人为造成的。 

我们的事业前景极为广阔。 

该药品已经进入临床实验阶段。 



  
生词复习 

1. 不用说（大家）都明白                   ___________ 

2. 发生问题/失败后，寻找负责任的人或方面  ___________ 

3. 去除危险或者隐患等                     ___________ 

4. 真的，不骗人，实践证明可以的           ___________ 

5. 实际发生的（用来做分析）的例子         ___________ 

6. 数量不多，频率不大出现的（事情）       ___________ 

7. 从危险的境地中救回来                   ___________ 



  
生词复习 

1. 人少起起伏伏，很多事情是很难以_______,我们只需要好好生活， 

   不愧于心。 

2. 现在就业形势不好，很多大学生毕业后依然______家里的支持维持 

   生活。 

3. 浩沙健身馆添置了许多新的健身______,先生有没有兴趣体验一下？ 

4. 据调查，这次加州的森林大火很可能是_____纵火产生的。 

5. 人工智能的运用_______非常广阔，现在很多科技公司都在积极开发 

   相关技术。 

6. 这个药物______实验效果非常好，副作用小，很快就会商业化。 



1. 以前我和他在一个单位共事，后来他跳槽走了。（先前） 

                                               。 

2. 他为学校做出的贡献不用说，大家心里都清楚。（不言而喻） 

                                               。 

3. 成年以后要独立生活，不能再依靠父母了。（依赖） 

                                               。 

  
生词复习 



        今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令人         的消息。

有关科学家经研究发现，对病人进行持续跟踪监测，可以

预测病人发病的时机，消除疾病         ，         患

者生命。这就可以变         为主动，把疾病消灭在         

状态。 

萌芽 挽救 振奋 隐患 被动 

  
练一练 



课文-3 

      做进一步讨论之前，有一个前提必须交代清楚：每一次疾病的发生

都不是偶然的，追究原因，无非是基因、遗传、环境、生活习惯等。虽非

偶然，却无法预料，因此，传统医疗只能帮你治病。如果能找出病因呢？

消除隐患就成为了可能，“健康大数据”就是要做这件事。比如心脏病，

病人发病常常是有预兆的，如果对患者的心跳数据有足够长时间的持续积

累，就可能预测病人发病的时机；对于心脏病突发致死的案例，如果能提

前24小时监测到零星先兆，甚至可以挽救患者的生命。 



课文-4 

     利用大数据对一个病种进行细致的监测，意义是不言而喻

的。中国血压有问题的人不在少数，其中高血压患者有1亿人，

潜在患者还有1亿人，如果这2亿人都能通过“高血压手表”或

者什么先进器材进行监测，对他们的健康进行人为管理，将会

是非常有前景的尝试。  



课文-5 

        在未来医疗模式中，临床会尽量减少对人的依赖，因为医生是切切实

实的稀缺资源，大数据的优越之处就在于，能够大大提高医生的工作效率，将

医生的能量发挥到最大。因为大数据的健康维护不是得了病之后再采集数据，

而是平时就在一些特殊设备的协调下，把人所有的生理数据攒起来，对其进行

分析处理后，发给医生，远程医疗服务将会变得可行而且优质。实事求是地讲

，即便仅仅做到这一点，大数据为人类做出的贡献也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期盼。 

       展望未来，大数据将会走进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有人这样定位大数据时

代的意义：“拥有知识曾意味着掌握过去，现在它更意味着预测未来。” 



问答 

3. 健康大数据要做的是一件怎么样的事？ 

1. 疾病产生的因素有那些？ 

2. 传统医疗有什么不足之处？ 

4. 对于高血压患者，健康大数据有什么方法帮助他们？ 

5. 大数据在临床医疗有什么运用？ 

6. 大数据时代的意义是什么？ 



问答 

大数据如何连接未来？ 

1.消除疾病隐患 

2.对病种进行细致的监测 

3.临床减少对人的依赖 

大数据时代有何意义？ 预测未来 



大大、远远 

Adj. “大大”程度很深或数量很大，后加双音节动词、动词短语，书面

语。“远远”重叠后基本意思不变。“大大、远远”后都可以加“地”。 

  
语言点 

1、大数据的优越之处就在于，能够大大（地）提高医生的 

      工作效率，将医生的能量发挥到最大。 

2、实事求是地讲，即使仅仅做到这一点，大数据为人类做出 

      的贡献也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期盼。 

3、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认真读书，因为你现在的知识、能力都 

      远远不能胜任你理想中的工作。 



  
练一练 

完成句子 

1. 散步时，身体挺直，胳膊自由摆动，能使肺的换气量                                            

______________。 

3. 随着经济的发展，来往物资的运输量                                

，这条道路原有的运输能力已                                满

足需求。 

2. 我们之间的共同点                                   分歧，

我相信我们这次合作一定能够成功。 



万分 十分 

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感到万分/十分惊讶。 

都表示程度深，“非常”的意思。 

① 心情万分悲痛。（√） 

② 天气万分寒冷。（×） 

（“万分”只能修饰表示心理状态的形容词或动词。） 

① 心情万分悲痛。（√） 

② 天气万分寒冷。（√） 

（“十分”没有这样的限制。） 

“对你的帮助我万分感激”与“对你的帮助我十分感激”相比，前者所表达的程度更深。 
 

（“万分”表示的程度比“十分”更深。） 

  
语言点 



判断正误 

1. 把你这么珍贵的结婚纪念物弄丢了，我十分过意不去。 

2. 听到老板点到自己的名字，他万分紧张地看了我一眼。 

3. 这里的风景万分优美，令人流连忘返。 

4. 远古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万分和谐。 

  
练习 



  
练习 

   该公司之所以取得如此         的成就，最重要的是与相

关机构建立了         合作伙伴关系，         了过去单打

独斗的局面，在各方面人才的         下，制定         可

行的方案。 

切实 卓越 协助 战略 扭转 



1. 词汇：熟悉下列近义词 

货币 钱 

注射 打针 

倔强 顽固 

仁慈 善良 

愚昧 愚笨 

补偿 偿还 

光荣 骄傲 

殴打 揍 

  
扩展 



巴结 讨好 

复兴 兴盛 

机动 灵活 

检讨 检查 

间谍 特工 

本人 自己 

变质 腐烂 

哆嗦 发抖 

  
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