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 者 序

我们许多人都学了很多年的英语，在那些年里，也的确从老

师那儿学了不少东西，但到了应用的时候，还是发现说不顺，写

不好，读不快。因为我们跟老师所学的多是英语“学问”或知识，

而实际运用所需的多是英语“技艺”或技能。掌握技能真的不能

光靠老师教，主要得靠自己练。而且很多重要的英语技能，由于

种种局限，老师是没法教的。

那么出国能不能解决问题呢？我原以为只要到英语国家住上

一段时间，英语自然就会好。等我真的在那里长住，才发现不是

那么一回事。很多十年前从国内大学毕业的文人，在那里成了文

盲，而最近十年出国的留学生，一半以上直到成为“海归”还没

有过英语关，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

都批评国内的英语教学不如国外，其实国内和国外的英语

教学有不同的任务，两者不好比。国内教的英语叫“外语”，供

在国内使用；国外教的英语叫“第二语言”，供在英语国家使用。

只要是在中国长大的，不管到哪个英语国家的哪所学校留学，要

真正学好英语，在接受国外“直接教学”的同时，还是离不开国

内“认知教学”的基础。 因此，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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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习英语的基本道理是相同的。

五年前，新西兰中文《先驱报》约我介绍自己的英语学习心

得，这可能不是因为我的英语好（在那里英语很好的人常常是不

搭理中文报纸的），而是因为我比别人乐于分享。还有，可能因为

我不会掩藏自己作为一名英语学习者的笨拙和浅陋，更不会装专

家。我把自己的心得一点点写出来，成功的、失败的，都写了，

包括自己常犯的英语“低级错误”。奇怪的是，尽管我在专栏中不

停地暴露自己的“低级错误”，我还是成了奥克兰不少华人心目中

的“英语专家”。很多人给我发电子邮件，要我答疑解惑。在超市、

饭店，经常有热情的陌生人对我说“您的文章我每期都看”之类

的话。屡屡有人请我担任重要场合的英文翻译，还有人请我做美

食杂志的英文顾问……我没有想到，一个英语学习专栏会在一个

英语国家的读者群中如此有人气。

后来我发现，专栏中的绝大部分文章更适合国内的英语学

习者，因为我的英语主要是在国内学的，我跟大家有着相似的经

历，我理解大家的困惑和纠结。这本书记录了我自己多年苦练英

语的过程，里面几乎全是关于我蹒跚学步和摸爬滚打的记忆。这

种记忆相信大家都有，它是我们中国亿万英语学习者群体记忆的

一部分。章子怡初学英语时分不清 potato 和 tomato，我们感同

身受；我们都时常把 he 说成 she，把 she 说成 he。这正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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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学英语的真实状态。

我们的共同状态还包括：我们都太惧怕失败了。很多人不

开口说、不动手写，都是因为惧怕出洋相，惧怕犯错误，惧怕失

败。我自认没有过人的语言天赋，起点也并不比别人高，而现在

能在英语学习上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功”，我将之归功于我的勇

气。我不怕出洋相，不怕犯错误，不怕失败。

我原来就不怕，出国以后就更不能怕了，纯英语的环境给了

我更多的压力和动力，让我越挫越勇，勇往直前。同时，新的环

境也给了我更多的触动和灵感，让我想跟国内的朋友们分享。正

如我前面说过的，这本书是关于我学习过程中各种窘迫和洋相的

记录，而所谓的“妙招”，字字句句都是我在跌倒中摸索出的经

验和教训。相信不管您即将赴英语国家学习、工作、居住，或是

在备战国内外的各类英语考试，或只是一名业余的英语爱好者，

都能从中获益。除了“妙招”，我更想与您分享的，还有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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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One 英语口语中的常见错误

    2 “高级学生”犯的“低级错误”——容易混淆的常用词

    5 “拧巴”的 yes 和 no——中英文从不同角度表达肯定

    8 a, an, the——三个冠词引发的混乱

  11 别让“OK”不 OK

  14 英语会话中的六种“常见病”

 

 Part Two  英语口语中的心理因素

  18 凭借生活本能学说英语

  21 转入“说英语功能模式”

  24 征服洋考场的助力器——非语言因素

  28 傻瓜才自卑

  31 老外也怕“学术英语”

  34 “内向”自有内向的力道

  37 用英文做 presentation？没有讲稿莫上台！

 Part Three 英语口语中的文化因素

  42 你知道 Movember 吗？

  45 第一次“活见鬼”—— Halloween

  48 说吧，说“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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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记住洋人名——小事不可小视

  54 干脆别说“Oh, my God!”

  57 三人在超市，必有我师

  60 一不留神就 rude 了

  63 再也不在 party 上做哑巴

  67 “Excuse me, Sir!”也不能放心用？

 

 Part Four   英语口语的表达和交际

  72 银行卡被 ATM 吞了

  75 为“回国”准备英语？够稀罕！

  78  “中国制造”： Long time no see

  81 搭讪小洋人儿——你懂 baby talk 吗？

  84 conversation openers：搭讪老外有方法

  87 听话听音：It’s time to say goodbye

  90 欲速则不达，有话慢慢说

  93 “Can I have a little too much coffee?”——我和印度人比英语

  96 那么多的“got”是从哪来的？

  99 “文盲英语”：gonna 和 wanna 

102 疼了，不喊“哎哟！”喊“Ouch!” 

105 Make a toast：想好祝词再举杯

108 How do you do?——像一个传说

111 救急不救穷的“填空词”

114 别太开门见山了，何不搭搭“小话儿”？

118 可以说的秘密：用英文打电话原来这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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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fingers crossed：中指扣食指，好运快来到！ 

125 vague language：难得“模糊” 

129 so to speak：我最难掌握的插入语 

132 请客与 go Dutch 不可兼得  

135 别老“我认为”——What do you think?

 Part Five 英语的词汇和语法 

140 “承办方”怎么成了“送葬者”？ 

143 不知道 toffee ？真是有眼不识“太妃”!

146 晕，tops 居然是形容词！ 

149 “M 楼”是几楼？

152 三聚氰胺——谁沾谁就“没了命”！

155 虚虚实实的 hope 和 wish

159 洋名多多的“猪流感”

162 短语动词——望文生义要不得

165 惊掉下巴：小心夫人和狗！

168 事与愿违的结果：end up

171 “How to say 味精 in English?” 

174 有眼不识“pay tribute to”

178 短信英语：让我欢喜让我忧

181 In a street? On a street? ——街“里”街“上”两茫茫 

184 out of the question：“没问题”还是“不可能”？

187 I’m leaving tomorrow——到底是现在还是明天？

190 I am right, aren’t I? ——“我”咋成了复数呢？ 

193 I’m loving it!——这些广告语真是太有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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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你我有别——If I were you… 

199 idiom 和 slang：一雅一俗

202 玩笑的临别赠言——Don’t do anything I wouldn’t do

205 英文日记：时态让我犯过难 

208 别吃哑巴亏：自信表达你的 concerns 和 complaints 

212 Please be reassured! ——请放心好啦！ 

216 The letter of two sorries：看美国人如何道歉 

220 formal? informal? 两者皆重要！

 Part Six  英语写作和阅读

224 语病“特色门诊”：英文搜索引擎

227 不要太 depend on “It depends...”

230 长句和短句的“短”与“长”

233 我做 2010 年全国高考英语作文题

237 没想到我吃亏在写字慢

240 在线翻译 PK 传统词典

243 天天和英文词典照个面

246 还是趁早弄本英英词典

249 背诵《私人谈话》

252 读英文报纸的一点体会

 Part Seven   英语听力和翻译

256 看英文电影，还是听英文广播？

259 偶尔不妨“不懂装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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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another language：也许他说的不是英语

265 凡事预则立——听力考试中的“预测”

268 “不折腾”折腾坏了翻译高手

271 怕和老外一起吃饭

 Part Eight 我的方法论

276 英语作文：“涂鸦”也是好办法

280 我们为什么恨英语？？？

283 成也语法，败也语法

286 带点口音好像不是大问题

289 出国未必过得了语言关 

292 留学雷人事儿：回国学英语！ 

295 英语写作：我们的强项和弱项

298 自己的电话号码，你能说利索吗？

301 训练英语思维，自己说来自己听

304 英语网聊，你肯定行！

308 英语梦话，你说过吗？ 

311 我的“方法”我做主

314 如何进行中英文的快速转换？

320 用造句问答法突破口语

324 “听后忘前”怎么办？

328 为什么跟不上录音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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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口语
中的常见

错误

Par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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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老师没教过的英语妙招不喊“哎哟”喊“OUCH”

很多会英语的人说英语时不自信、或索性不说英语，这往往不是因为他们说不好

英语，而是因为他们特别害怕说英语时犯错误。虽然人人都说犯错误不要紧，要大胆

地说，但如果你老是犯错误，特别是犯一些很简单的错误，你就很难心安理得地大胆

开口说。

其实，我们最惧怕犯的错误，就是那些刚说出口就反应过来了的错误，因为“无

知者才无畏”嘛。因此，要克服怕犯错误的心理障碍，首先要克服那些自己其实明白

的、可以不犯的错误。而可以不犯却恰恰经常去犯的错误，不管在自己还是在别人的

眼中，都是“低级错误”，即所谓的 stupid mistakes。这些错误会让我们一言既出后

心中隐隐作痛。

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才会犯这种错误，至少我和我身边的人都犯过而且还在犯

这种错误。犯这种低级错误的人，不乏在英语学习方面已经很有成绩的“高级学生”。

有一天，我太太看了一则消息，如觅知音般地欢天喜地告诉我：“有人说章子怡说

英语时会把 potato 说成 tomato，我也是啊！”我说：“这何足为怪，我也是。”我说

的是真话。即使到今天，教英语几乎成了我的看家本领，每每遇到必须说这两个词当

中的任何一个时，我都要高度警觉，一不小心，就会把土豆说成 tomato。

也许你比章子怡、我太太和我要聪明得多，potato 和 tomato 在你的口中从来都

是井水不犯河水，但我还是不太相信你从来没有一不小心把 kitchen 说成 chicken，

或者把 chicken 说成 kitchen。说我英语出类拔萃的人日见其多，但我每每要说

—容易混淆的常用词

“高级学生” 犯的 “低级错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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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口语中的
常见错误

Part One

chicken 或 kitchen 时， 还 是

要 格 外 小 心。因 为 格 外 小

心，难免要放慢语速。外

人不知我为何到此放慢语

速乃至停顿，以为是抑扬

顿挫之顿，岂知我是为一

个低级错误所严重困扰着。

直到现在，我还是闹不清

为什么很多人（没有统计过，姑

且 作 此 推 断）会 把 potato 说

成 tomato， 把 kitchen 说 成

chicken。我推测原因大致有

三。首先，两个单词的字母重

叠 率 极 高，tomato 和 potato

的 字 母 重 叠 率 高 达 5/6，chicken

和 kitchen 的字母重叠率高达 5/7。其次，两个单词的意义基本属于同类。tomato

和 potato 都属于蔬菜水果类，而 chicken（如果指“鸡肉”的话）和 kitchen 也常

常在同样的场合被提起。再次，两个单词的中英文发音相似，英文 tomato 的发音 

/t@'mA:t@u/ 和中文“土豆”的发音 /tudou/ 有点儿像，而 chicken 和 kitchen 的发音

有点儿像。

以上两对词还算有点儿难度，三个方面的原因同时作用，所以说到它们时张冠李

戴是可以理解的。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经常在 he 和 she 上犯错误。我经常在把

he 说成 she 之后，因为紧张又把 she 说成 he。he 和 she，就像为限速而设的路障，

经常让我慢下来，大大影响我说英语的快乐感。这个 he 和 she，已经成了水桶理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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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老师没教过的英语妙招不喊“哎哟”喊“OUCH”

（一个木水桶的装水量取决于最差、最短的那块木板）中最短的那块木板，使得我时

时感到自己的英语口语水平永远处于“学海无涯苦作舟”的境地。

不要以为我在杜撰或故意放大这些错误，刻意地自我贬损对我没有什么好处，我

只是终于忍不住把自己心知肚明但从未与外人道的东西说出来罢了。

[参考答案]

1. 因为在中文口语中，“他”和“她”的发音是没有区别

的。要克服此毛病，请经常练习快速地说这两句话：

My father is a teacher, and he likes reading. My mother 

is a librarian, and she likes reading too. 

2. b

1. 为什么中国人在说英语时容易将 he 和 she 混淆？
 如何克服这一毛病？

2. 从括号里选择适当的词填空。
 Almost all companies promote a new product by announcing 

a special sale or a  gift. 
  （a. complementary;      b. complimentary）

英语闯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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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口语中的
常见错误

Part One

懂 yes 和 no，会说 yes 和 no，是我在英语学习经历中自己能够感觉到的不小

进步。

我曾经一度听不懂 yes 和 no。说听不懂，当然不是指浑然不知，而是指一时听

不懂，没有及时反应过来 yes 或 no 所指的到底是肯定还是否定。在和老外会话的时

候，我也经常在该说 yes 的时候说 no，在该说 no 的时候说 yes。

有一次，我和别人聊天，聊到我如何讨厌好为人师、好提建议的人在我面前晃

悠，然后我说：I’m not stupid!（我不是傻子！）对方立马说：No!

对方此时言 no，我听起来很别扭。第一念以为对方应说的是表附和的 yes，绝对

不是 no，尽管我明白此 no 非彼 no，其含义非

“不对”，而是“不傻”。懂归懂，但这个懂

经过了一个闪电纠错的过程，也许只有零

点几秒，却足以让我难掩狼狈，听起来看上

去都明显有 confused 的迹象。

还有一次，我说 You can’t change the past（人们无法改变过去），然后看看

对方，征询对方的共识。老外不假思索地又是一句“No!”，搞得我心慌慌，揣摩他到

底是同意我的话，还是不同意我的话。等我揣摩出一个结果时，已经略显晚了，对方

已经觉察出我脸上掠过的一缕困惑。

我们知道在有些国家行路驾驶要靠左而非靠右，但要在那里熟练驾驶，必须形成

—中英文从不同角度表达肯定

“拧巴”的 和yes n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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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老师没教过的英语妙招不喊“哎哟”喊“OUCH”

习惯才行，光知道交规根本不算数。所以，别告诉我你对 yes 和 no 两种回答从来没

有混淆过，甚至很有研究。我根本就不相信你能够像老外那样不经大脑过滤就可以将

yes 和 no 听好说好。

“会听就会说”，这话我同意。自从我“听懂”了 yes 和 no，我就情不自禁地积极

地尝试着把 yes 和 no 说对。

说尝试，是因为自己还是难免说错，至少难免企图说错。没说错的情形，大多属

于在明白过来后、说出口之前将错误吞下去。这种藏拙伎俩，别人不知，自己岂能不

知。既然自知，又岂能若无其事。

我是这样说错或差点说错 yes 和 no 的——

老外说：You can’t buy trust.（钱买不到信任。）我居然回应：Yes。知错后

立刻补救，用 yeah、right、exactly 等词含糊带过，希望对方能够理解我只是一片

真心地要附和他，不会觉察到我所犯的错误。

  你可能要辩称“这 yeah 也未必算错”。这不是因为你宽

容，而是因为你可能也有此前科。但我想说的是：在此情此景

中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信心十足地说个“No!”来表示附和呢？

该说 no 的时候不敢斩钉截铁地说 no，就是错。

由于我的积极尝试，我现在不仅能够听懂，而且能够很自

信地用 no 而不是 yes 来附和诸如此类的话了——

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 You can’t hurry love; 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 You don’t want to miss the chance; 

You don’t want to be perfec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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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口语中的
常见错误

Part One

英语秀场

练习下面的对话，注意每个对话中 yes 和 no 的用法。

 1. A: You haven’t seen Kate today, have you? 
 B: No, I’m afraid not.
2. A: It was a good film, wasn’t it?
 B: Yes, it was great.
3. A: Karen plays the piano, doesn’t she?
 B: Well, yes, but not very well.
4. A: You didn’t lock the door, did you?
 B: No, I forgot.
5. A: You are not going out today, are you? 
 B: Yes, I am going out.
6. A: You are not going out today, are you?
 B: No, I am not going out.
7. A: Tim doesn’t look well today, does he?
 B: No, he looks very tired.
8. A: You haven’t got a pen, have you? 
 B: Yes, here you a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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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老师没教过的英语妙招不喊“哎哟”喊“OUCH”

混乱
a, an, the 这三个冠词是最简单不过的英文单词，却也是我们最容易用错的。

老外给我们校对英文时，几乎十次有九次都会在这方面发现错误。我们很难百分之百

确定何时用定冠词 the，何时用不定冠词 a 或 an，何时什么冠词都不用。英语水平如

何，从这三个最简单的单词使用上便可见端倪。

冠词虽易用错，但很重要。下面是 A、B 两个老外警察的对话——

警 察 A: Are you sure this is the man who stole the 

car? ( 你确信这个人就是偷那辆车的人吗？)

警察 B: No. A witness saw a man, but the man we 

arrested is not the one.（不能确信。一个目击者看见一个人，但

是我们逮捕的这个人不是那个人。）

警察 A: Well, he confessed to stealing a car.（不过，他承认偷了一辆车。）

警察 B: That’s true, but was it the car we picked up on Queen 

Street?（不错，但是他偷的那辆车是我们从女王大街上发现的那辆吗？）

这短短的对话，一共 47 个单词，冠词就占了 9 个。以上 9 处，随便用错一处，

这段对话都会立刻令人费解。

—三个冠词引发的混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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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口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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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冠 词 错 误，可 谓 俯 拾 皆 是。经 常 听 到 有 人 说

I got a good news for you。我自己好像有时也这么说。这种

错误嘴上说说无妨，写到纸上就有点那个了。这个“news”，既

不是单数，也不是复数，它是不可数名词，所以我们说 No news 

is good news，而不说 No news are good news，或 No news 

is a good news。我们可以说 some (good) news，a piece of 

news，a news item 等等，就是不能说 a news，a good news。

说起冠词的用法，我们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无不头头是道，可是实际用起来，很少

不出错的。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汉语中没有英语冠词的对应物。“中华人民共和

国”前面不需要加“那个”，而英语中，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前却要加 The。

有些人不承认自己会在区区冠词上犯错，其实大可不必这么爱面子，因为这种

错误连文化水平较高的老外都会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美国航天员尼尔 · 阿姆斯特朗

（Neil Armstrong）踏上月球时说：“This i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and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他想说：“这对一个人来说是一小步，对人类来说是巨大

飞跃。”可是他漏用了一个冠词，把 for a man 说成了 for man。不过，航天员出舱

行走压力不小，犯这点语法错误应该可以原谅。

不错，冠词经常让我们困惑，如果没有冠词，我们会少犯不少语法错误。但是，

如果没有冠词，我们在表达意思时也会立即陷入混乱。请看下面两个句子： 

That is a book you borrowed last month.

That is the book you borrowed last month.

哪一句是正确的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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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老师没教过的英语妙招不喊“哎哟”喊“OUCH”

[参考答案]

1. b, a, c, a

2. d, a

1. 选择括号里的冠词补全下面的句子。
 He said he was  employee at  fast food 

restaurant.   restaurant is at  shopping mall.    
 （a. a;    b. an;    c. the;    d. /）

2. 选择括号里的冠词补全下面的句子。
 I have been living on  Oxford Street for many years, 

and I have never seen  UFO.
 （a. a;    b. an;    c. the;    d. /）

英语闯关

两句都正确。不是因为 a 和 the 可以混用，而是因为两句各表其意。第一句意味着

借了不止一本书，而第二句意味着只借了一本书。可见，冠词虽小却有话语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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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前，我在北京观摩了某语言学校的一节口语课，印象很深：那位老师在一个

小时的英文口语课中一个中文字也没有讲，但是我似乎也没有听到一句完整的英文句

子，因为从头到尾，他用了数不清的 OK。不仅在慌张迟疑、没话可说的时候用，就

连正常停顿的时候也总用，有时候用了一长串 OK，才把一句话说完。无独有偶，不

久前我有机会在上海的一所重点中学聆听了一位英语老师的即席翻译，居然也是句子

虽断 OK 不断。校长惜字如金的极精炼的中文，被那位老师翻成英文后，顿时成了 OK

专卖店，我这个听众都不好意思，不敢抬头看那老师。这一记忆，驱使我要弄明白

OK 的前世和今生，弄明白它何以让很多人挂在嘴边且乐此不疲。

OK 还可写成 okay 或 O.K.。至于这三种写法哪一个更正宗，目前还没有共识，完

全取决于不同报刊杂志的喜爱。

大体上，OK 一词是表示赞成、同意、承认等的较随意的用语。

在描述某物的质量的时候，它表示该物合乎要求，如：

This is okay to send for print. 

或者表示质量可以接受，但并不是非常好，如：

The food was okay. 

用于对话中，它可以表示顺从，如：

Okay，I’ll do that. 

或者表示同意，如：

Okay, that’s good.

或者表示安慰，如：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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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ay, it’s not that bad.

有时也可以表示正式的批准，如：

You are okay to do that.

关于 OK 的起源，各种说法五花八门，却没有一种能够令人信服。虽然说它来自

英语，但进入 21 世纪后，OK 已经成为了全球化的用词，在世界上大多数语言和文化

中扮演角色。当然，我们中文在引入 OK 方面也不甘人后。在中国，很多人将“好了”

一词幽默俏皮地说成“OK 了”。

在英语中，OK 几乎可以用作任何一种词性。

 作名词时，这个词表示批准或同意，如：

Make sure you get the teacher’s okay on that topic. 

 作动词时，具有相似的功能，例如：

Make sure you get the teacher to okay that topic. 

 作形容词或副词时，它有质量足够好但不是特别好的含义，如：

That sandwich was okay.

 OK 如果用作感叹词或插入语，可以代替 all right 或 that’s enough，如：

Okay, I get the point.

 如果用作反问词，看起来像附加问句，而实际上是请求确认，如：

We need to leave by five, okay? 

OK 有时可与 all right 或 satisfactory 相互替换，如：I hope the children 

are okay 可替换为 I hope the children are all right；I think I did OK i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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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m 的意思是 I think I did well, but not too well, on the exam，也

就是说表现是 satisfactory 的。

OK 是一词多能的高频词（high-frequency word），超级能干，不应该被埋没，

该用则用，无可非议。只是凡事有个度，一句话中，用太多的 OK，难免会让这个享

有不凡出镜率的词过度招摇而惹人讨厌。想想看，如果我们在讲中文时，不分青红皂

白，一个劲儿地在句子里加插“好”字，听起来就很难让人感觉 OK 了。

okay 的含义至少包括以下 6 种：
a. all right
b. not very good / of only average standard
c. to acknowledge a question without giving an affirmation
d. (in a sarcastic or questioning tone) indicate the person one is talking 
   to is considered crazy
e. exclamation in place of words like "enough!" or "stop!"
f. a noun or verb meaning approval

请辨别下列句中 okay 的含义分别属于以上 a-f 中的哪一种。
例： I hope the children are okay. [   a    ]
       1. The concert is just okay.  [        ]
      2. — You’re going to give back the money that you stole, right?   
         — Okay. [        ]        
      3. — I really saw a UFO last night!     
         — Okay... [        ]
      4. Now stop it! Okay, folks, stop laughing! [        ]
      5. — Did you get the supervisor’s okay?   
         — Yes, he okayed the proposal. [        ]

英语闯关

[参考答案]

1. b 2. c 3. d 4. e 5. f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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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会话中的六种

看了不少资料，对照检查了自己，觉得自己在和别人用英语交谈时经常不经意地

犯以下这些毛病。

第一个毛病是“我你比”偏高（high I/you ratio）。幼儿园的小

朋友才言必称自己，如“我走，月亮也跟我走”，因为他们还处于严

重的自我中心状态。专家说，在与人沟通中，还是少用“我”

字多用“你”字为好，这样更能吸引听众。不知为什么，一

用英语说话，我就会幼稚很多，带 I 的句子总是比带 you 的句

子多。好不容易说到 you，还是 you know 之类的废话。其实，多用

you 少用 I 并不难。比如，与其说 I am not sure if it is true，还

不如说 Do you think it is true? 再比如，可以把 I am pleased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换成 Thank you for the opportunity...。

第二个毛病是“插话”（interrupting）。我说中文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当然，

不是说插话就一无是处，我认为插话至少能证明自己在注意听着呢，否则怎么插得上

话呢？但是，要改进的是要正确选择插话的时机，在自己张嘴插话前要看清楚别人的

嘴巴已经闭上，至少是别人已经放慢语速，有闭上嘴的迹象。

第三个毛病是“未说先道歉”（apologizing before speaking）。我提出自己

的问题或观点的时候总喜欢“以退为进”，如：This might be a dumb question, 

but...（我要问的这个问题也许愚蠢一点，但⋯⋯）。不错，不光我一个人会这么说

“常见病”

14

正文1-154兰色.indd   14 2012.6.5   3:48:28 PM



英语口语中的
常见错误

Part One

话，但这么说的危害性是对方可能会把我的谦虚当成事实，要知道老外在领会中国式

的谦虚方面还缺乏经验。

第四个毛病是“滥用英语口头语”（speech tics）。tic 是一个医学名词，意思是

“抽搐”，引申为“不自觉的习惯性行为”，进一步引申为“口头语”的意思。hmm, 

um, ah, er, you know, like, sort of, I mean 等等，就是被称作 tics 的口头语。

这些口头语不只我用，很多老外也用，但这不代表这不是毛病。我是想用这些话作填

补沉默空档的材料（speech fillers），但用不着每一两句就来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

是放慢语速，让大脑有空去想下面要讲的东西，以减少空档。

第五个毛病是“廉价的赞同”（cheap compliments）。在英语会话中，为了鼓励

对方，我最不吝啬说的话就是“Exactly!”和“I totally agree!”。其

实很多老外也是这么做的。同样，这并不能说明这种习惯不是毛病。这

种话虽然能表明我们和对方有共同见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但太

容易说这种话，就有一种危险，就是可能会削弱我们的话语权，

给对方一种我们缺乏自己的观点、缺乏自信的印象。这种印象在

有的社交场合是负面的。

第六个毛病是“帮别人完成句子”（finishing others’ sentences）。有这种毛病

跟我从小学时就喜欢接老师的话茬有关，都习惯了。我小时候喜欢这么做，是想让老

师看到我比其他同学听得入神。在英语会话中，我这么做的动机也类似，就是想讨好

对方，想让对方知道我已经完全进入了话题。但是，如果这种行为多了，难保老外不

会以为我不耐烦（impatient）。因此，今后要当心，如果想表现自己听得很入神，只

需说一句 I get your point 就可以了。其实，这句话也不必老说，两人面对面，我

听得入神不入神，对方比我自己还清楚。

以上虽然都是一些小毛病，但需要用心才能克服，在这里列出来警示自己，也供

大家参考。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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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锦囊

读一读，想一想：如何避免滥用英语口头语？

SLOW DOWN to put distance between your 
thoughts and words. 

Maintain EYE CONTACT when talking. When 
you feel yourself heading for a tic（口头
语）, slowly look down. Stay quiet until 
you’ve formulated （构想好）what you 
want to say next, then look up again. 

Try the STOP method — "single thought, 
one person". For each new point you make, 
lock（跟踪，锁定）eyes w ith someone 
differen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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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喊“哎哟”喊“OUCH”

本 

能
凭借生活本能学说英语

在写这篇文字之前，我特意花了一个半天，了解过去十多年中都有什么新的外语

教学理论，唯恐写的又是陈词滥调。结果毫无所获。因为理论虽然令人敬畏，但并

不贴心，我怀疑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为了研究而研

究。所以只好回头扪心自问：我们学说英语，什么最

重要？

那个“宁湿衣，毋乱步”的秀才，如果生活在今

天，不大可能说好英语。为什么？因为说英语需要的是

忘我、无我的境界，而秀才太沉浸于自我，太在意自己

在别人眼中的形象。

说英语不是“火箭科学”（rocket science）那样高级的学问。对大多数人来

说，说英语只是一种和驾车、游泳一样的生存技能（survival skill）而已。不就是

说说话嘛！如果你把它当作学问做，也许几辈子也做不好。如果把它当作一种生存所

必需的原始技能去学，会有效率得多。只有把它看作原始的东西，才能调动人类的原

始本能（human primitive instinct）去学。一旦靠本能，奇迹就不难创造了。这好

比是，本来你跨越不过前面的沟壑，如果背后窜出一只猛虎，向你扑来，你逃命的本

能会帮助你跨过沟壑。

在学说英语的过程中，能够影响你施展本能力量（instinctive power）的不是什

么沟壑，而是你心中的一座无形高墙，你本能的力量被这座看不见的高墙阻隔。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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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墙就是你的自我（ego）。受自我控制的秀才因为时刻想着自己是斯文的读书人，所

以下雨了也不跑。受自我控制的斯文少年，因为怕别人嘲笑自己不太完美的口型和牙

齿，所以要么笑不露齿，要么掩口而笑。这都无关大局，衣服湿了可以晾干，掩口而

笑也不难看。然而，谈到说英语，如果你如此这般地被自我控制，就比较麻烦了。因

为受那个 ego 严重控制的你，老怕别人嘲笑自己不太完美的英语，可能就会日复一日

地欲言又止，小心保持自己不出错误的纪录，同时也只好保持自己不作尝试的纪录。

如果我们真的想说好英语，就一定要勇破高墙，抛开自我；如果我们怜惜尊贵的

自我，那可能只好打消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念头。

到北京的秀水街（Beijing Silk Market）走走，你就能体会 ego 在这里没有一

点踪迹。比起我们很多大学生，这里的摊主（vendors）大多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

可是他们都能比一般的大学生更自信地使用英语——

“Hello, Madam, what can I do for you today?”

“T-shirts! $10.00 each! T-shirts! $10.00 each!”

没有忸怩作态，没有紧张怯场。这是为什么？这就是生活本能完全取代虚妄自我

的写照。

何止是北京秀水街的摊主值得我们学习，全世界都有类似的榜

样。在国外周六或周日的跳蚤市场（flea market），经常见到新移

民用生硬的英语在叫卖，尽管有时候他们会不小心把 one dollar 说

成“一刀”。

相对于他们的英语知识基础，这些人的英语口语是何等优秀。

他们对英语无比真诚，他们真的需要英语，他们真的在运用原始的

生命本能从心底求救于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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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下面用英语讨价还价的句子。

Buyer: How much is the shirt? 
       （请问这衬衫多少钱？）
Seller: Two hundred and ten yuan. 
       （210元。）
Buyer: It is too high. Could you cut it down? 
       （太贵了。能便宜吗？）
Seller: How about two hundred yuan? 
       （200元怎么样？）
Buyer: It is still expensive. Could you sell it 
        at one hundred and ten? 
       （还是贵了。110元能卖吗？）
Seller: Sorry, one hundred and fifty is our lowest 
         price. This shirt is very comfortable and 
         worth this price.
       （不好意思，150元是我们的最低价了！这衬衫  
        穿上很舒服，物有所值。）
Buyer: OK! I will take it. 
       （那好吧！我就要它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这些话还是陈词滥调，至少没有人不知道“说英语不要

怕别人嘲笑”的道理。

英语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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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

我们平时在没有老外的场合说的都是中文。我们讲中文是不需要进入状态的，随

时都可以开讲。说英文则不然，需要进入说英文的“功能模式”（mode）。就算是机

器，由一种语言调换成另一种语言还要按一个功能模式键。那些操双语甚至多语种工

作的人，转换起来似乎气定神闲，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会表演，能够很快地、

彻底地进入角色。

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的华人讲英语时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在一句话

的末尾加上一个“啦”。比如“谢谢！”说成“Thank you 啦！”“不用谢！”说成“No

啦！”有人说这是受马来语的影响，我看没有那么复杂，造成这种“无‘啦’ 不成句”

的主因应该是他们以说中文的架势说英文。这些人说中文时就“啦”字满口，又不愿

认认真真地去说英语，说英语时“啦”字自然也会呼啦啦地迸出来。说英语就是说英

语，要完全进入说英语的状态，要拿出说英语的架势来。

多年前我第一次出国，以为只要是在国外，大家都兴

说英语，结果我操着一口大陆英语普通话向一位上了年纪

的华人问路，没想到被他凶巴巴地质问了一句：“是华人说

什么英文？”这老华侨把我已经进入的说英语的状态破坏

殆尽。从那以后，我就很害怕遇到和我讲英语的华人服务

员，他（她）的脸会让我犹豫半天：说英文还是说中文？

看着他（她）那张和自己同质的中文脸，想到和他（她）说中文会彼此都更省事，我

怎么也进入不了说英语的状态，怎么也说不好英文，甚至有时候会和日本人、韩国人

说
英
语

休
息

说
汉
语

正文1-154兰色.indd   21 2012.6.5   3:48:30 PM



——那些年老师没教过的英语妙招

22

不喊“哎哟”喊“OUCH”

误说起中文。

相信大家虽然不一定有相同的经历，但是一定都有这一共识：我们中国人彼此

之间说英语比和老外说英语要难得多。不要告诉我你特别，中国人和老外你通吃。

我才不相信呢。马来西亚华人中有个英语高手叫张启扬（Eric Chong）。他的母语

是中文，中小学上的都是华校，16 岁后才学习英文。作为一名华校生，却能说一口

非常漂亮的英文，这使他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家喻户晓。新加坡《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赞其为“英语教学摇滚明星”（Malaysia’s English rockstar），北

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于 2003 年初邀请他在北京外文书店作公益讲座（后因 SARS

取消）。这里特意提及他，是因为每当我和他讲英语讲不下去的时候，他总是对我说：

“华人和华人是说不好英语的。”以此来安慰我。

我说这些话，本意不是否定我们中国英语学习者之间相互练

习讲英语，而是想要说明，说英语前迅速转换到说英语的“功

能模式”，进入说英语的“状态”是多么重要。在这个“功能模

式转换”当中，能够有老外的那张脸及其无法输入、输出中文的事实

作为语言切换的提示和驱动力，当然省事。不过没有老外，我们也可以通过假想情景

（imaginary situation）和角色模拟（role-play simulation）来实现“功能模式”

的转换。我们可以假想自己是在一个英语环境中和一个不会说中文的老外说话，或者

会话双方都模拟老外说话。这种假想的情景比起真实英语情景至少有一大好处，就是

不会让人怯场（non-threatening）。用这种办法效果如何，就要看谁能入戏了，正如

本文开头所说，看谁会表演，看谁能够很快地、彻底地进入角色。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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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想你是英语国家某酒店的前台服务员，你的朋友是该酒店的客人，
表演下面的对话。
 
Receptionist: Hello Sir/Madam. Are you checking out now? 
               （您好，先生/女士。您现在退房吗？）
Guest: Yes, sorry. I know I’m a few minutes late. 
       （是的，对不起。我知道我迟了几分钟。）
Receptionist:  That’s no problem. It’s always really busy at checkout 

time anyway. 
               （没关系。反正退房期间总是很忙。）
Guest: Oh, really? The last hotel I stayed in charged me for a 
         late checkout.
        （是吗？我在前一家酒店因退房延迟被加收了房费。）
Receptionist: The hotel isn’t booked this week, so it’s not a  
                problem. How was everything?
                （本周酒店没有接受预订，所以迟一点没有问题。您住

得好吗？）
Guest: The room was great. The bed was really comfortable.
       （房间很好。床很舒服。）
Receptionist: I’m glad you liked it.  Will you be putting this on your 
                credit card?
               （很高兴您喜欢。您用信用卡付款吗？）
Guest: No. I’ll pay cash. （不，我付现金。）
Receptionist: OK. So the total comes to ninety nine dollars and 
                sixty seven cents, including tax. 
               （好的。总共99.67美元，含税。）

英语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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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语言因素

谁都想在英语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但是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体会：怎么学都还是

那样，没多大长进。如果你真的到了这种学习曲线的“高原区”（learning plateau），建

议你先休息一下，放开英语，在一些非英语语言因素上

做点文章。这样，你也许会突然发现

自己的英语能轻而易举地突破瓶颈。

我 考 过 两 次 IELTS， 一 次 是

2001 年，为了移民新西兰，另一

次 是 2006 年，为 了 进 奥 克 兰

大学读书。两次考试，两次

成功经验，每每向后辈兜

售。之所以说是成功经

验，是 因 为 我 认 定 自

己的英语水平只是 7

分而已，但考出的

成 绩 却 是 8 分。

相 比 之 下，有 很

多人英语水平是 7

分，考出来的却只有

6.5 分甚至 6 分。特别是口

语和写作两项最容易出现这样的差异，因为这两项不仅是主观判分，而且我考试的时

候这两项没有半分的说法，不想给 7 分，你只能得 6 分。如果 7 分的你不幸被判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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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你的感觉一定很糟糕，因为得 6 分者之中，不乏实际水平仅值 5 分的幸运儿—

你已经被严重地等而下之了！

我从来没有上过任何考前培训班，甚至一度不知道“机经”为何物，更不认识考

官，但却能让考官给我加分，其中的秘诀就是善用了非语言因素。

先说写作吧。

时间：2001 年 5 月 20 日

地点：马来西亚 吉隆坡（Kuala Lumpur）考场（考场号：MY004）

作文试题：Nowadays, more and more people don’t wear their national 

clothes, and they are forgetting their culture and their history. Some 

think people should wear their traditional clothes everyday.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to this opinion?

因为忙于生存，我平时很少看报纸。说来很巧，考试当天早晨，在吉隆坡的轻快

铁（LRT）上，我在座位上看到一张别人看过丢下的当天的The Star（《星报》），那

是马来西亚最大的主流报纸。我当时眼前一亮，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今天不管写什

么样的英文作文，我一定要引用一下今天报纸上的最新消息或观点，以向阅卷考官释

放一个信息—该考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坚持阅读英文报纸。

首 先 映 入 我 眼 帘 的 是 头 版 的 一 个 醒 目 标 题：New Law: Women to Wear 

Headscarf in Office，说的是马来西亚将实施一项新的法律—在政府任职的妇女

必须戴头巾。我再看下去，就是违反者将可能被判入狱（face jail sentence），这

让我很震惊。

所以在答英语作文试题时，我毫不迟疑地将这条最新消息作为反面例证用上了，

因为我选择的观点是主张人们穿现代服装。相信考官一定对我的作文产生了好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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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好感源于对我在备考的焦虑下仍然“坚持每天”读报的赞赏。考官一定已经这样

推论：既然此人如此热爱读英文报刊，其英文作文当不会太差！所以，考官在 7 分和

8 分之间，选择了给我 8 分。

再说口语。平时，我进肯德基都叫不出要买食品的名称，实在不能称口语好，然

而我照样得 8 分。说起当中的秘诀，还是非语言因素。

时间：2006 年 9 月 16 日

地点：新西兰 奥克兰中心（Auckland Central）考场（考

场号：NZ018）

口语试题：What do you do in your leisure time?（部分）

我当时的口语水平应在 7 分，我自信考官再坏也不可能给我 6 分。但要得 8 分，

就要有“出位”（impressive）表现。所以我大胆使用“先发制人”（preemptive）

战术，先是主动问候考官，夸奖考官，然后频频向考官发问，操控话题。等到考官问

我：What do you do in your leisure time? 我说：I believe a most worth-

while leisure-time activity is reading, and I spend almost every leisure 

minute with newspapers, magazines and books. 

考官接着问：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正中下怀，使我有机会用上当天的英文主流报纸The New 

Zealand Herald（《新西兰先驱报》）的头条。当我反问考官有没有看当天的头条时，

他显得很歉疚。那位考官学者模样，有点腼腆，可能第一次遇到我这种异类考生，有

点手忙脚乱，居然在考试结束后才发现忘了按下录音机的录音键。他额头出汗，请求

我从头再来一次，并连连道歉。我这时心中已经充满 triumphant 的感觉，坚信 8 分

已是我囊中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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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堂

以Time(s)命名的三大著名英文报刊

The Times（英国《泰晤士报》）
  由Johnson Walter创办于1785年，是世界上第一张
以 Times 命名的报纸，并将冠名权出让给世界各地的报
纸，如The New York Times（美国《纽约时报》）、The 
Straits Times（新加坡《海峡时报》）等。发明了今天最
常用的Times Roman英文印刷字体。

The New York Times（美国《纽约时报》）
由Henry Raymond和George Jones创办于1851年，

外号 The Gray Lady（灰贵妇），被誉为the nation’s 
journalistic Bible（美国新闻业的《圣经》）和a national 
newspaper of record（美国档案记录报）。迄今已获普利
策奖（Pulitzer Prizes）逾百个。

Time（美国《时代》周刊）
由Briton Hadden和Henry Luce创办于 1923年。著名

栏目为一年一度的封面故事 Person of the Year (年度人
物）。1999年,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被该刊选为
Person of the Century（世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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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的一个周六，我因为要参加上午十点钟的一个报告会，早晨八点半便来到

了奥克兰大学 Epsom 校区的图书馆。赶到门口才想起，图书馆周六早晨要十点钟才

开门。我便在图书馆门外的露天长椅上坐下，拿出发言稿看。周围静极了，只有满园

绿色和清新的空气围绕着我。不一会儿，我听到两个女子在大声说话，抬头望去，一

个老外，一个亚裔，正从我面前匆匆走过，好像去办什么事情。我没有再去注意，继

续准备我的发言。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天空落下了雨点，我走到旁边餐厅的

屋檐下，继续看我的讲稿。没过几分钟，风雨大作，屋檐下已

不能避雨，我便走进敞着门的学生餐厅。

我正准备落座继续看我的稿子，却发现餐厅里已经坐了三

个人，其中两个是大学生模样的老外，拿着网球拍，另外一个就

是我半个多小时前抬头瞥见的那个和老外大声说话的亚裔女子，她就坐在靠门的座

位上。

因为算是第二次见面，且算同在一个屋檐下，好像还是应该打个招呼。我说：“Hi! 

My name is Qilong. I came here too early. The library will not open 

until 10 o’clock. Do you have classes this morning?”（你好！我的名字叫

其龙。我来得太早了，图书馆到 10 点才开。你今天上午有课吗？）“No. I am a 

cleaner.”（我没有课。我是做清洁的。）她说。

也许是因为十点钟有报告会，我彼时正想找个人说英语，活动活动口腔肌肉，免

得到时候口齿不利索。于是，我主动向面前这个在老外堆里做清洁的亚洲女子做自我

傻瓜才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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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从自己哪一年来到新西兰，到目前从事什么工作，就像雅思口语考试一样，一

丝不苟，和盘托出。一旁那两个拿网球拍的年轻老外也竖起耳朵听，他们似乎对两个

亚洲人在他们面前用英语拉家常饶有兴趣。

就这样，我们当着两个老外的面闲谈起来，不时高谈阔论。不知不觉，过了九点

半，我要赶去 Block U 的报告会现场了，突然想起还没有问这位 cleaning lady 的祖

国。所以我忙问她：“Where are you from?” “You guess. Three times.”她说。

我想了想，从 ROK、Japan，到 Singapore、Thailand，再到 Malaysia，全不对。她

告诉我，她是 4 年前从中国的广东省来的。我当然很惊讶，我没想到她也来自中国，

因为通常我们中国人之间都是头两句讲英语，后面就讲中文了。

“Where are you from?”她问我。“China!”我说。让我更惊讶的是，她一听

说我也来自中国，先是一脸诧异，然后满面歉意地说：“I’m sorry. My English is 

poor!（对不起，我的英文不好！）”似乎还想说：“早知道你也是中国人，我就不在你

面前献丑了。”

我对这位坚持说英语的清洁女工的深深敬意丝毫没有因她突然而至的自卑而减

少。她成了我学习英语的最好榜样。我只是感慨：老外的氛围养成了她随心所欲说英

语的自信，一个中国人却能伤害她说英语的自信。我很想对她说：只要我们不告诉别

人自己英语不好，没有人会注意我们英语不好；在中国人里，没有一个人在英语上不

自卑（就看跟谁比）。“两军相遇勇者胜”，说英语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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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秀场

关于信心的名人名言

  No one can make you feel inferior without your consent. 
Never give it. (Eleanor Roosevelt)

   （没有你的同意，没有人能让你感到自卑。永远都不要同
意。—埃莉诺·罗斯福）
  Whether you think you can or think you can’t — you are 
right.  (Henry Ford)

   （不管你认为你能，还是认为你不能—你都正确。—亨
利·福特）
  Confidence comes not from always being right but from 
not fearing to be wrong. (Peter T. McIntyre)

   （信心并不来自于永远正确，而来自于不惧怕错误。—彼
得·T.麦金太尔）
  Pay no attention to what the critics say. A statue has 
never been erected in honor of a critic. (Jean Sibelius) 

   （不要理会批评者说什么。从来没有一尊雕塑是为批评者树
立的。—琼·西贝利厄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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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英 语 国 家 读 过 PhD 的 人 都 会 对 其 中 的 confirmation 

seminar（ 研 究 计 划 审 查 会 / 开 题 报 告 会 ） 耿 耿 于 怀， 忘 不

掉 external examiner （ 校 外 评 审 委 员 ） 那 刁 钻、 难 缠 的

concerns，忘不掉听众席中频频传来的落井下石的 questions。说

起来有点怪，更让我忘不掉的，却是那些老外 candidates 如临大

敌、紧张异常的神情。我原本认为对我们华人读文科博士来说，

语言才会构成障碍，如果你的英语是母语，根本没有必要紧张。这种认识，使得我对

老外们的 nervousness 感到不可思议，特别是看到他们完全失态时，更感到妙不可

言。我心想：我是因为怕语言跟不上出洋相，所以紧张；尔等母语就是英语，有什么

话就这么说出来，有什么可紧张的呢？

当大家都在热议自己是否能够通过的时候，我悄悄地把主持老师请到一边，认真

地问她：我这些同学们的母语都是英语，况且大多数都已经是大学讲师了，为什么会

在这区区一个小时的 seminar 上紧张呢？听罢我的问题，老师笑了笑，问我是否紧

张，我说我当然紧张，因为我用英语连出口成章都做不到，更遑论还要“舌战群儒”。

老师告诉我，英语是不是母语并不重要，因为“Academic English is nobody’s 

mother language（没有人的母语是学术英语）”。

这句话对我的帮助很大。的确，学术英语、学校英语对老外来说也不是自然而然

就能学会的东西。越是学术性的、非生活化的东西，学习起来，我们英语非母语的学

老外也怕“学术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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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与母语学习者之间的差异就越小。所以，非母语，不应该成为我们用英语攻读学

术课程不可逾越的障碍，更不应该成为读不好学术课程的借口。当然，英语非母语的

人，如果在以英语为媒介语的学术课程中成绩出类拔萃，也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

在学习英语的旅途中，谁都羡慕英语能够达到母语水平的人。（注：本文中的

“母语”（mother tongue）与“第一语言”（first language）同义。）问题是，英

语不是我们的母语，这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只要是成年以后才置身于英语环

境的人，是不可能让自己的英语达到第一语言的水平的。

幸运的是，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强自己所难。如果我们的英语是用来生活的，

则只要能够解决生活问题即可，不用为自己不熟悉的词汇和表达而焦急。如果我们

的英语是用来工作的，则只要能熟练掌握相关专业、相关职业的词汇和表达即可。如

果我们的英语是用于学术研究的，那就更简单了：Academic English is nobody’s 

mother language!

对我们英语非母语的学习者来说，在用英语与人打交道

的词汇、用法当中，应该数与婴幼儿、小学生沟通的词汇最

少，因为我们不曾有过老外保姆，不曾上过老外幼儿园和老

外小学，不曾有过老外玩伴。除此之外，英语非母语这一事

实对我们在英语环境中生活、工作和取得成绩都并不能构成很

大的障碍。

每当我们看到老外写文章、演讲比我们华人强，就会认定这是母语与非母语的差

距。其实未必。很多情况下，那些在运用语言上比我们强的老外，其实也比其他老外

强。关键还是在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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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systems are based 
not just on money, but 
on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status.

The move from a structuralist account in which 
capital is understood to structure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relatively homologous ways to a view of hegemony 
in which power relations are subject to repetition, 
convergence, and rearticulation brought the question 
of temporality into the thinking of structure, and 
marked a shift from a form of Althusserian theory 
that takes structural totalities as theoretical objects 
to one in which the insights into the contingent 
possibility of structure inaugurate a renewed 
conception of hegemony as bound up with the 
contingent sites and strategies of the rearticulation 
of power.

谨防学术英语“学术”过头

  新西兰有一本叫《哲学与文学》（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的学术刊物，每年举办国际“糟糕学术句子大赛”（Bad Writing 
Contest），目的是嘲笑那些“学术”过头、晦涩难懂的行文风
格。参赛的句子均摘自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左下方框中是1998年
的获奖句子，摘自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Judith Butler教授发
表于学术刊物Diacritics的一篇论文。右下方框中是人们能够“猜
出”的意思。

英语秀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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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中，内向的人称为 introvert，外向的人称为 extrovert。an introvert 和

an extrovert，谁更容易学好英语？这是各国英语教学专家研究的课题和英语教师们

屡屡谈及的话题。有定论了吗？没有。

虽然没有定论，但人们还是倾向于认为 Extroverts make 

good language learners （外向的人语言学得好）。包括英

语老师，他们也大都喜欢上课时带头发言，活动中带头参与的

extroverts。不过，英语学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上课发言、参

与活动这些都是台上的功夫，都是看得见的功夫。要真正学好英

语，还要下大量的看不见的台下功夫。

什么样的功夫是看不见的呢？

让我们从英语技能的四大方面 listening, reading, speaking, writing 来看。

先看 listening。这是一个输入英文信息的过程。introverts 和 extroverts，谁

更善于聆听呢？这不好说，但我们好像不能说 introverts 就一定输给 extroverts。

introverts 虽然不太喜欢说，但大多喜欢听，善于捕捉口语中的细微变化。在课堂

上，他们从来不会因为听得不耐烦而打断别人，从而有更多的机会听。introverts 喜

欢静坐聆听，并静思聆听到的内容。所以，在提高听力方面，introverts 不应该受其

性格限制。

再看 reading。这也是一个输入英文信息的过程。introverts 和 extroverts，谁

更善于阅读呢？也不好说，但也不能说 introverts 就一定输给 extroverts。阅读和

思考是不少 introverts 喜爱的生活方式。introverts 虽大多不善于侃侃而谈，却能够

自有内向的力道                                “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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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精会神阅读。不是说 extroverts 读书不专心，只是说在阅读方面，extroverts 与

introverts 相比并不占优势。

再看 speaking。这是一个信息输出的过程。前面已经说过，extroverts 太喜欢

说了，可见 speaking 属于 extroverts。尽管有人指出一些 extroverts 说话的动机

并非为了练习口语，而是为了表现、炫耀自己。甚至有人批评一些 extroverts 在说

英语时有严重的自我中心，破坏了英语会话的 interactive 原则，硬把口语课或英语

角变成了自己的一言堂。但比起那些宁愿选择冷眼旁观的 introverts，extroverts

还是会在口语上有更多收获的，所谓“英语是说出来的”。所以，在提高口语方面，

introverts 肯定不如 extroverts 有优势。

最 后 看 看 writing。 这 也 是 一 个 信 息 输 出 的 过 程。 但 与

speaking 不同，这个输出的过程，是在一个相对安静的条件下进行

的。introverts 对这个条件有习惯性的适应。另外，英语写作的功

夫全在台下，不管是 vocabulary，还是 grammar，还是 points，

都不是在人多的地方学出来的，所以，introverts 的性格，并不影

响英语写作能力的提高。所以，在提高写作方面，introverts 不应

该输给 extroverts。

以上四项比较下来，introverts 只输 speaking 一项。反过来说，extroverts 只

在 speaking 这项上占有性格优势。而我们知道，英语的听、说、读、写四项在英语

学习中都很重要，所以，从英语综合能力来说，introverts 未必就属于劣势的性格群

体。所以，Extroverts make good language learners 这句话还是值得商榷的。

英语学习要多说多练，所以在性格上宜 open 一点，而 extroverts 正好具备这一

特质，如果您是性格外向的人，我恭喜您。但总的来说，我相信英语学习是一个自律

的、内省的、内化的过程，而不是他律的、外省的、外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

Good English learning is invisible（好的英语学习是看不见的）。不能说性格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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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introverts 在英语学习上不如 extrovert 有作为。所以，introverts 没有理由自

卑，更没有理由自暴自弃，内向的性格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我们成为英语高手的进

程。顺便也给 extroverts 一点忠告：speaking 是我们的性格优势，应该发扬光大，

同时如果也能在听、读、写上狠下功夫，我们一定会成为英语全才！

仔细阅读下面的句子。

Introverts draw their energy from themselves, while extroverts are 
motivated to action by being with others. （内向的人从自己身上获得
能量，而外向的人通过与人交往而获得行动的动力。）

The assumption that introverts are shy and socially awkward is 
incorrect; introverts can be and often are confident and assertive.
（关于内向的人害羞、不善社交的臆断是错误的；内向的人能够并常常
坚定而自信。）

Extroverts make up 60% to 75% of the population, and introverts 
make up the remainder. （外向的人占总人口的60%-75%，其余都是
内向的人。）

The high ratio of extroverts to introverts might explain society’s 
preference toward extroverted behavior. （外向性格的人数对内向性
格的人数的高比例，可能是社会偏爱外向性格行为的原因。）

英语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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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这个词近来在国内已经很流行了，用

得最多的可能要数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了，即所

谓 的“PPT 展 示 ”。 当 然，presentation 不 是 非 要 PPT 

slide show 不可。在现代教学中，老师们越来越热衷于

让学生做 presentation，就是要求学生向全班或小组陈

述、展示自己对某个问题的 idea 或汇报自己完成的作业

（assignment），很像我们传统课堂上的“上台发言”，只

是有时候没有“台”而已。留学生从平时上课，到小考大

考，乃至毕业论文答辩，要经历 N 次 presentation。身

经百战后，按理说不应该再惧怕用英语发言了。

我原来正是这么想的。所以，后来遭遇了我 presentation 生涯中的滑铁卢之役

（Battle of Waterloo）。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经历的那次 presentation。

那是一次班级内部的小型汇报会，教授要求每个学生用 30 分钟介绍一下自己的

研究计划（research proposal），其中前 20 分钟为 PowerPoint presentation，后

10 分钟为 question time。我对自己的研究课题很熟悉，自认已经可以按照不同的要

求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甭说 30 分钟，就是 3 个小时也没问题。另外，我相信自己作

为一名教师，在讲台上站 30 分钟的本领还是有的。于是我根本不把这次汇报会当作

一件事情，只做了十几张 PPT 幻灯片，就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按照抽签顺序第一个

信心十足地登台了。

直 到 我 站 到 讲 台 上， 说 完 第 一 句 话“Good morning! The topic of my 

没有讲稿莫上台！   

用英文做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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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today is...”才隐约感觉到有点紧张，因为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头

脑里突然一片空白。打开 PPT 幻灯片的画面，想一边给大家放幻灯片，一边讲解。

可是我突然发现我要说的幻灯片上都有了呀，没有什么需要讲解的，又不愿照着读。

照着读是不行的，但长时间沉默更不行，所以我只能照着读。我越来越紧张，对面墙

上的钟就像停了似的。为了拖延时间，我不仅索性读幻灯片，而且慢慢地读，重复地

读。读完每一张幻灯片后，还强装镇静地问台下“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殊不知这很古怪，因为还没到 10 分钟的答疑时间。我强撑着，读完十几张幻灯片，

时间才过了不到 10 分钟，我就这样提前正式进入 question time。同学一场，大家看

到我已经这么困难了，将心比心，都不想给我提什么问题来为难我。就这样，我在众

人复杂的目光中结束了自己的 presentation。

这是一个如此明显的失败（blatant failure），以至于以委婉（indirect）著称

的老外都情不自禁地过来安慰我，并试图帮助我。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对我说“You 

should prepare a script next time（下次你应该准备一份讲稿）”。听了他们的

话，我心里很不服气：凭什么我就要讲稿，你们就不要？

第二个发言者上台了，她是一名小学校长。只见她从容不迫地拿出一份讲稿，然

后一字一句地、清清楚楚地读她的 script，不时停下来翻开下一张幻灯片。她一边抑

扬顿挫地读，一边与大家交流目光……结束时，大家给了她热烈的掌声。让我惊讶的

是，后来的十多位发言者中，几乎人人都有一个精心准备的 script，不同的是有的人

老老实实地照着读，不作任何掩饰，而有的人则偶尔看一下讲稿，听众感觉不到他依

赖讲稿。

那时我才明白，即使母语是英语的人，对于包含学术内容的

presentation，都是一定要精心准备并备有一份讲稿的。准备讲

稿，不表明水平低；不准备讲稿，也不表明水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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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闯关

以下是一个PowerPoint presentation中前两张幻灯片（slides）
的 presentation script。您能根据这个script设计出两张slides的文字
内容吗？

Slide One
Hello and welcome. My name is Qilong. I’m from China.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this important presentation today. I want to present you 
with som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how community members 
can collaborate with the community recreation board and staff to 
support and model healthy living for our youth.

Slide Two
The presentation today will cover the following components: 
Community recreation as a tobacco use prevention tool; why 
community recreation is so important in the work of tobacco use 
prevention; and what you can do to support this work.

从老外那里得知准备 presentation script 的“正当性”后，我便如法炮制。从

此，我的每一次 presentation 虽不能说都是巨大成功（big success），至少再也不曾

彻底失败（fall through）。

[参考答案]

Slide One: Support and Model Healthy Living 

for Our Youth;  Slide Two:  Community 

rec reat ion and i t s role;  Impor t ance of 

community recreation board; Support  the 

tobacco use prevention.

正文1-154兰色.indd   39 2012.6.5   3:48:37 PM



正文1-154兰色.indd   40 2012.6.5   3:48:37 PM



英语口语中的
心理因素

Part Two

41

英语口语
中的文化

因素

Part Three

正文1-154兰色.indd   41 2012.6.5   3:48:37 PM



——那些年老师没教过的英语妙招

42

不喊“哎哟”喊“OUCH”

有 些 单 词 让 你 学 也 不 是， 不 学 也 不 是。 就 拿 这 个 Movember 来 说， 就 是

unappetizing but not bad enough to be thrown away（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说它“食之无味”，是因为这个单词用途不大，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不具备“不学不

可”的诱人魅力。我是从一位老外同事那儿知道这个词的。他是一个热衷于聚会、假

日、潜水的四十多岁的大男孩。有一天，他邀我参加 Movember

活动。他说整个 11 月份他要留 moustache（胡子），加入为男

性健康募捐的慈善行列。据称，男性健康的最大敌人是 prostate 

cancer（前列腺癌），在新西兰这么一个仅有几百万人口的地方，

每年有将近 3000 人被诊断患上此病，其中 600 人会死于此病。

Movember 就是将 November 中的 n 换成了 moustache 中的 m。

这一“拆字造字”的雕虫小技没什么噱头，英语中用这种方法造出的比 Momember

更妙的词有的是。不过身为一名极不愿死的男性，我深感 Movember 这个主意不错。

于是我接纳了 Movember 这个词，并给它取了一个中文名“男人十一健康月”。

不料，我的另外一位老外同事，让我对 Movember 的激情差点在瞬间熄灭。她说

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词，说这是一个新西兰土话，好像是和一个什么基金会有关。话

说到这里，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会说 Movember 这个词“食之无味”了。

说它“弃之可惜”，是因为毕竟 Movember 和我有缘相识，那么多的人当中，

很少有人知道它，而我就是这很少人中之一位。我看这不是一件坏事。已经偶然结

识了这个词，纵然它土，它没用，但为什么要把它从记忆中抹去呢？对于这种“邂

你知道 吗？

正文1-154兰色.indd   42 2012.6.5   3:48:37 PM



英语口语中的
文化因素

Part Three

43

逅词”（pickup words）我们不应那么功利地选择弃和取，而应该将其看做枯燥而

漫长的英语学习旅程中的奇遇，加以珍惜。这样，你就会 extend your love for 

her to her dog（爱屋及乌），不光能够牢记 Movember，而且一定能够记住有关

联的词，比方说有关“胡子”的一组词。我因为对 Movember 有爱，所以居然耐着

性子把以前不耐烦弄清楚而且怎么也记不住的几个“胡子”查了个明白，并再也没

有忘记过。

现在就说说“胡子”吧。话说在 Movember，男士们留胡子是有讲究的，留的

是 moustache，而不是 beard。在 11 月 1 日那天必须把所有胡子刮干净，然后只让

moustache 长，只蓄 moustache，而不留 beard。

相信混淆 beard 和 moustache 的人大有人在，这不足怪，因为我们有时把胡子

和眉毛都能一把抓了，何况胡子中的两类呢？

简单而言，beard 是“下胡”，moustache 是“上胡”。具体来

说，beard 是长在下巴、面颊下部、脖子上的胡子，而 moustache

是上唇以上的胡子。另外，beard 和 moustache 中，各有一个著

名“品牌”，分别是 goatee（山羊胡子）和 walrus moustache（八字胡）。goatee

是下巴上的一小撮胡子，得名于它与山羊下巴上的胡子之间的惊人相似。walrus 

moustache 中的 walrus 是“海象”，海象嘴上的两撇胡须又粗又浓，且往往向下延

长过嘴部。我们中国人很少有机会看到海象，干脆就让我们称 walrus moustache 为

“八字胡”吧。

我在想：在西方，是不是唇上胡须比唇下胡须更能代表男子汉呢？要不然，为什

么是 Movember 而不是 Bovember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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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秀场

文中提到的“拆字造字”法是英语众多构词法
中的一种，叫blending（拼缀法），与合成法
（compounding）近似，不同的是由拼缀法合成新词
后，原来的词都不再完整。

合成新词后原来的单词均不完整—
motor+hotel → motel （汽车旅馆）
breakfast+lunch → brunch （早午餐）
high+fidelity→Hi-Fi （高保真）
wireless+fidelity → Wi-Fi   （无线保真）
sheep+goat → shoat （有两种意思：一是不到一
岁的断了奶的小猪，一是由山羊和绵羊杂交的混血
羊。后一种意思似乎更名副其实。请注意，为避免
性别歧视，shoat还有一个名字叫geep！）
smoke+fog → smog（烟雾）
spoon+fork → spork （叉勺）
China+English → Chinglish（中式英语）

合成新词后，原来的部分单词不完整—
baby+adult → babydult（孩子般的成人）
mock+cocktail→mocktail （无酒精的鸡尾酒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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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记不起第一次见到 Halloween 这个单词是在何年何月，只记得我是靠“海洛

因”的联想才记住这个感觉很遥远的单词的。但第一次亲眼目睹 Halloween（万圣节

前夜）这一节日，却是在不久前，那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在考场以外用到 Halloween 这

个单词。

书上说，hallow 原本通常用作动词，意思是“使神圣⋯⋯；视⋯⋯为神圣”。

在现代英语中，作名词用的 hallow 指“圣人”，大多出现在复合词 halloween 以及

hallowmas 中。halloween（或 hallowe’en）是古英语 All Hallow Even 的缩写形

式，意思是 All Hallows’ Eve 或 All Saints’ Eve。Hallowmas 指 Halloween 的后

一天，是 Hallows’ mass 的缩写形式，也被称作 All Hallows’ Day 或 All Saints’ 

Day。每年的 10 月 31 日是万圣节前夜（万圣夜）。每当万圣夜到来，孩子们都会穿

第一次

   

“活见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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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五颜六色的化装服，戴上千奇百怪的鬼面具，提着一盏“杰克灯”走家串户，向大

人们索要礼物。因为它是“鬼节”，我在国内对它不感冒，总觉得对这种节日，能避

则避之。可今番在国外“活的”万圣节送上门来，倒觉是眼福了。

10 月 31 日晚饭后，家里不寻常地响起敲门声，打开落地窗帘，怪异的情景先是

让我大吃一惊，然后我猛然反应过来：“Halloween?!”几个画了鬼妆的小孩直点头。

他们人手一个袋子。我慌了手脚，到处找 sweets（糖果，美国人叫 candies）。

看到这群小孩，我乐不可支，有一种“有朋自远方来”的惬意。我不知道此时此刻该

和他们说什么，是说“Happy Halloween!”，还是说“Merry Halloween!”，还是什么

都不能说？这几个小孩年龄很小，怯生生的，一句话也没说，收到糖果就忙着去赶下

一户。

第二批孩子来了，其中一个冲着我喊：“Happy Halloween!”这让我疑窦顿开，

方知虽是鬼节，人也可以一同 happy。

第三批孩子来了，年龄大得多，其中一个戴着 vampire mask（吸血鬼面具）

的孩子冲着我说“Trick or treat!”（不招待就捣蛋！），这让我极为兴奋。虽说

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组织儿童 trick-or-treating 慈善募捐，还是有太过

严肃的老外不客气地称这种行为是 extortion（敲竹杠）。所以要不是想学英文，我绝

对不会在作 trick-or-treating 行为之 trick-or-treater 面前，露出如此欢颜。欢颜

归欢颜，我却不知道如何回应小吸血鬼的那句“Trick or treat!”，是说“Treat!”，

还是说“Come in!”，还是有其他什么规定用语，我全然不知。所以只好依着自己的

想法说：“Please don’t trick. Of course I’ll treat you guys!”

到这里，我才深感自己的英语文化极度营养不良，连在家里接待老外小朋友，

都问题多多。其实，只要我平时花一点时间或兴致看点英文电视剧，绝不至于在这

种家喻户晓的节日场合不知所云。万圣节前夜这一短暂的时刻，暴露了我潜伏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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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nglish cultural deficiency （英语文化缺失症）。我曾藐视从生活中学习英语

的方法，视之为草根作派，所以无视身旁文化，终日埋首英文字典、书籍，以求一朝

功成，登上英语精英的巅峰。我在国内曾是一个与热闹生活格格不入的无甚大用的书

虫，到了新西兰还是秉性不改，甘愿做更加无用的“假洋书虫”。

看来，英语不能这样学下去，移民生活也不能这样过下去。感受 Halloween，在

小孩面前遭遇点困难，让我决心把目光从书本移开点，悉心倾听周围的、生活中的老

外如何说话。

其他西方主要节日

Christmas （圣诞节）
  基督教徒纪念Jesus Christ诞生的节日，为每年的12月25日。
关键词：Christmas Eve（圣诞夜）、Christmas tree （圣诞树）、Santa 
Claus（圣诞老人）、Christmas cards（圣诞贺卡）、 Christmas presents
（圣诞礼物）

Easter（复活节）
  基督教徒纪念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耶稣复活）的节日，为每
年的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
关键词：Easter Week（复活节周）、Easter eggs（复活节彩蛋）、
Easter bunny（复活节兔子）。

Thanksgiving（感恩节） 
  美国、加拿大民间为庆丰收感谢God的节日，为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 
期四。
关键词：roast turkey （烤火鸡）、pumpkin pie（南瓜饼）

Saint Valentine’s Day（情人节）
  为纪念罗马基督教殉道者St. Valentine而设的，为每年的2月14日。
关键词：flower（鲜花）, chocolate（巧克力）、Valentine cards（情 
人卡)

英语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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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说“Thank you!”

我有一个发现：英语说得越好的人，越喜欢说“Thank you!”；同时，越喜欢说

“Thank you!”的人，英语通常会越好。不解决不会说、不愿说“Thank you!”的问

题，英语很难好起来，至少母语为英语的人很难认可我们的英语。这样说可能有些绝

对，但根据我多年的所见所闻，事实的确如此。而且仔细想想，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句简单的 thank you，果真对英语学习有如此的

奇效？

地道的 thank you 行为模式能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英

语国家人们的思想状态（English mentality），而所谓的“英语思维”

（thinking skills in English），正是建立在对 English mentality 的

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之上。

在国内的时候，我下出租车时会说“谢谢”，但下公共汽车的时候，从来没说过

“谢谢”，因为我想车上有那么多人，司机并不是为我一个人服务，干吗要我来谢，再

说，司机在前门，我从后门下，隔空说那声“谢谢”挺麻烦的。

可是到了新西兰就不一样了，我看到几乎每个说英语的人，从巴士的后门下去

时，都会挺郑重地说一句：“Thank you, driver!”

也许 taxi, bus 并非百分之百有效的例子，因为据说已经有人只坐私家车和私人

飞机，从来不坐 taxi 或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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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让我们说说自己驾车。在新西兰，我们在路上会遇到一些健壮的毛利人，拿

着专业的清洁工具，趁着仅有十余秒的红灯间隙奔过来为我们清洁挡风玻璃。对这些

人的劳动，大多数人会以一元或两元硬币回报，并说声 thank you；也有人因为没有

零钱，只说声 thank you。直到上周一早晨，我见到了第三种人，他俩不仅连一句

thank you 都没有，还故意不正眼看一下给自己擦车玻璃的人，好像自己真的成为上

等人了。从旁边瞥见此景，我心里真的不是滋味。人与人都是平等的，我们没有权利

轻视甚至蔑视任何一位给予我们帮助的人，不管他们有没有别的动机。我不便说出这

两个人的身份，以免抹黑一大片，只能透露他俩说的不是英语。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曾经亲耳听到一名年轻人对着给自己开交通罚单的警

察说：“Thank you, Sir！”

在聚会和会议上发言或致词的时候，不要只顾想着自己的演讲词，而忽略在进入

主题之前挨个感谢我们该感谢的人。刚来新西兰的时候，听不惯各种会议、聚会、演

讲前的大段大段的感谢，以为那是浪费时间。后来我才相信，西方人确实很在意，他

们不会忘记在一个重要的会议或活动之前感谢任何一个在我们看起来并不重要的人为

这次会议或活动所付出的劳动。

我们大多曾经拥有一个美德：含蓄。面对别人的礼物，只会

摆出一脸歉意而欲言又止。好朋友之间，自然是不需要言谢的，

所谓“点滴在心，尽在不言中”。家人之间更不用谢，因为“一家人不

说两家话”。陌生人之间，如果我们认为那些事情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我们大多会觉得那是彼此各人的事情，你卖给我东西，我买你东西，用钱说话，谁也

不用谢谁了。来到新西兰，才知道：说出口的东西才算数。不善说 thank you 和不

善说 I’m sorry 一样，已经不是什么含蓄了，有时候会让人感觉到怎么这样 rude。

每逢见人之时，先问自己：Do I need to thank anybody and how? 这是建

立我们用英语思维的小技巧，不妨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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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秀场

下列句子都超短，效力也都超强。虽然各
句的意思大同小异，但还是建议您照单全
收，这样在需要时就不用担心忘记了，因
为您有那么多备用的呢。

感谢帮忙的人—
Thank you very much.
It was very kind of you.
I appreciate your help.
You’ve been very helpful.

感谢没有帮上忙的人——
Thanks anyway.
Thanks for trying.
It doesn’t matter. Thanks.
Never mind. Thanks.

回应别人的感谢—
You’re welcome. 
(It’s) my pleasure.
No problem.
Any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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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洋人名  —小事不可小视

和人交谈时，经常提及对方的名字，这几乎是英语使用者人人采用的方式。而

这也正是我们的缺陷，而且我们一直很难克服这一看似无关痛痒的缺陷。当别人问

候我：“How are you today, Qilong?”时，我只能回应：“I’m good. How are 

you?”我不是忘记加上对方的名字，就是一时想不起来对方的名

字，听起来严重地缺乏诚意。我经常将自己不能熟记

对方名字的窘状暴露无遗。

西方人的名字，对中国人来说，本来就显得陌

生。随着多元文化的兴起，很多非英语的字母名字

涌入英语世界。这使得我们记不住外语人名的问题

雪上加霜。

戴尔 · 卡耐基（Dale Carnegie）说：“A person’s name is to him or her 

the sweetest and most important sound in any language.”（每个人耳中、心

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自己的名字。）所以，经常有意在别人面前提到他们的名字，

无疑可以赢得对方的好感和亲近感。遗憾的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名字对一个人

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不下功夫去记别人的名字。另外，就算我们已经熟悉对方的名

字，我们也缺乏适时、及时提及对方名字的良好技能，从而丧失增强沟通效果的一个

个好时机。

我曾经以为只有我一个人不善于记别人的名字。后来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很

多，其原因一方面是天生的，另一方面则是缺乏训练。

我们记不住别人的英语名字，通常的原因是第一次就没有听清楚。没有听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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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假装听清楚了，而不是及时地问清楚。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初次见面很重要，要

认真倾听对方的名字。他每次和新朋友见面，总是握紧对方的手，并如此这般多次重

复对方的名字：“Jim, it’s nice to meet you. Where are you from, Jim? And 

how long will you be here, Jim?”他还会立刻把这个新朋友介绍给别人：“Jim, 

this is Henry. Henry, Jim is here for the meeting.”他正是凭借这种重复，才

能够记住那么多的名字。

在西方社会，每个人不管职位高低、阶层如何，名字都一样地重要。记得两年

前，奥克兰大区议会主席 Michael Lee 先生携夫人访问山东泰安，其间参加了一个欢

迎会。东道主请来了当地政府各部门的十余位领导。Michael 在被告知需要致词的第

一时间，便让他的中国妻子把十余位领导的汉语拼音全名一字不漏地写给他。然后他

坐在那里默默地练习所有这些人名字的发音。等轮到他致词

的时候，他拿着那个名单，认认真真地把十几个人的名字全

部读了一遍，表达对他们光临欢迎会的谢意。这一致词，使

得在场的十余位领导非常感动，因为如果是在其他会议上，

当中绝大部分领导的名字不会被提及，极可能的 protocol

（礼节）是东道主和在座职务最高的领导的名字会被提及，

而其他领导则被 distinguished guests（贵宾们）一词概括。

来到国外后，我感到不记人名的问题显得尤为严重。首先，到了老外的圈子里，

我们会有一种自然的倾向，对老外不去细分，反正长得都差不多，名字也差不多，这

样形成一种负面循环，积重难返，最后债多不愁，干脆选择不去记对方的名字了。有

时候，我们还假装知道对方的名字。而假装知道别人的名字，正是我们在交际中不能

及时、正确地提及别人姓名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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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锦囊

记住外语人名的四步训练法

Step 1: 
Making a commitment to remember people’s 
names. You can remember names if you want to 
and  if you work at it. Bad memory is never a 
real cause of forgetting names.（下决心记住人
的名字。如果你想记，如果你去记，你就能记住人
名。记性不好从来就不是忘记人名的真正原因。）

Step 2: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erson’s name when you 
first hear it, and forming an impression of the 
person.（第一次听到一个人的名字时，要注意它，
并形成对此人的印象。）

Step 3: 
Using the name immediately after first hearing 
it, repeating it silently and writing it down 
afterwards.（立刻运用第一次听到的名字，默默重
复，并在见面后写下该名字。）

Step 4: 
Making an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person’s face 
and an image the name suggests. （建立那个人的
长相和名字含义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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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说英语了，免不了时不时来一句：“Oh, my God!”尤其是碰上什么让我们感到

amazed 的事情时。比如说，一年前我离开新西兰时家门口正在修路，一年后我回新

西兰时居然看到同样的人还在那里修同样的路，我会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Oh, my 

God! So slow!”

自言自语还好，如果是对着老外说，就得小心，不是因为老外不喜欢我说他们

慢，而是有一部分老外不喜欢我把他们信仰的 God 和那些全不相干的事情联系到一

起，且对他直呼其名。

在英语世界，有很多老外是不相信上帝的，

而 且，很 多 老 外 看 不 惯 那 些 相 信 上 帝 的

人。因此，一些不相信上帝的老外会故意

把“Oh, my God!”挂在嘴边，从而对上

帝和相信他的人一并嘲讽。

我也不相信上帝，但我想我应该配合

那些相信上帝者捍卫其权利，所谓信仰自由。这就得从少用、慎用“Oh, my God!”

做起。不过“少用”、“慎用”的尺度很难把握，因为有时很难知悉周围的老外谁信上

帝，谁不信上帝，谁半信不信，所以，要避免冒犯别人，对“Oh, my God!”最好能

够“避用”。顺便避用“Oh, my Jesus!”和“Oh, my Christ!”，因为 Jesus, Christ 都

与上帝有关。

不用担心戒了“Oh, my God!”后再遇到令人称奇的情景时会因无语而憋得慌。

值得庆幸的是，老外创造了“Oh, my Gosh!”和“Oh, my goodness!”作为替代，

干脆别说
“Oh, my G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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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既能表达我们的意思，又避免了对上帝及其信仰者的冒犯。

在老外中，关于“Oh, my God!”的争论由来已久。在相信基督教或天主教的老

外听来，“Oh, my God!”在冒犯别人的同时尽显自己的粗鲁。有老外愤愤然地引出

《圣经》中 The Ten Commandments（摩西十诫）中的第二诫 You shall not make 

wrongful use of the name of your God，警告那些不停在不适当的时刻直唤上

帝名字的人。也有老外认为没有必要为一种语言表达这样较真，只是一种语言表达而

已，不应该被理解为冒犯。还有老外认为上帝的名字是 Jehovah，God 只是其头衔，

所以叫“Oh, my God!”并非对上帝直呼其名。反对者却不依不饶，认为既然嘴长在

自己的脸上，自己有能力控制嘴巴，为什么不换一个词呢？上帝的

名字是一个整体。

这种争论在老外中可能永远不会有个结论，但有没有结论对我

不重要，反正我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当我说“Oh, my God!”

的时候，曾经有不止一个老外带着惊异的目光看着我，然后问：“你

们为什么喜欢这么说话呢？你们不觉得这样有一点 offensive（冒犯别人）吗？”

我知道老外这是为我好，他们在教我，因为老外自己也是在被别人批评的过程中

学好语言的。教育背景，特别是家庭教育良好的老外，几乎不会去说不规范的或冒犯

别人的英语，他们认为那是很不体面的事情。我的一位英国籍女同事当着几个老外的

面告诉我，她小时候如果把 I’m going to 说成 I’m gonna，她的母亲会罚她说一百

遍 I’m going to，如果说话中不小心带了 shit 之类的脏词，她母亲就会用肥皂水洗

她的嘴，尽管母亲的肥皂水只是轻轻沾一下她的嘴唇。

我想要说的是我们须以有文化的老外为榜样，学习净化的、绝大多数人接受的英

语。至于“Oh, my God!”会何去何从，我们可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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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堂

可以代替 "Oh, my God!" 的其他表达方式：

Oh my!（惊讶）
例句："Oh my! I think my Dad filled my glass with wine 
too many times! Not sure I can handle it!"  
文雅指数：★★★★★

Bloody hell!（生气、震惊、惊讶）
例句："Bloody hell! Where did you come from, scaring me 
like that!" 
文雅指数：★★

Holy moly!（幽默或委婉）
例句："Holy moly, it was only a dollar last time I was 
here!" 
文雅指数：★★★★

Oh balls!（失望，挫折）
例句："Oh balls! Do not reproduce this pattern elsewhere. 
This pattern is for personal use only."
文雅指数：★★★

Goodness me!（轻度惊讶）
例句："Goodness me! I wish I had that as a kid! It’s not 
too late though."
文雅指数：★★★★★

Good golly!（或By golly!）（惊奇）
例句："Good golly! Miley tells her visiting godmother, Aunt 
Dolly, all about her crush on Jake."
文雅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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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没有学习英语俚语的打算，因为我相信俚语是文化水平和社会阶层不高的

人说的话，很多英语俚语连英语是母语的人都不懂。但是近来我的想法有点变化，我

想花点精力熟悉一下俚语，因为我的工作中将有一项是访问有着不同文化水平、来自

不同社会阶层的老外家长。

说学就学，我开始

有意地留意大街上、超

市里老外之间的对话。

说实话，我的英语听力

本来就是弱项，加上大

街、超市都是嘈杂的地

方，靠 eavesdropping

（“偷听”）效果不是很显著。所以，我决定光明正大地学。

所谓光明正大，就是当我听到不懂的俚语时，如果我判定对话

双方不是很忙，也不是很不友好，我就会凑过去，告诉他们我正在学

习英语俚语，希望他们把刚才我没有听懂的话重复一遍。如果重复一

遍我还听不懂，或不知道如何拼写，我就把随身携带的小本子和笔呈上，请他们写下

来。虽然一半时间因对方不会写字或脾气不好碰钉子，但还是碰到不少热心人。让我

感动的是，居然有一个老外感念我的好学精神，不仅把说过的俚语重述给我听，还用

正式的英语翻译给我听。而这一事例我会永远当作新西兰老外热情友好、助人为乐的

铁证。

对话的是我在 PAK’nSAVE 超市偶遇的两个 50 岁左右的男老外。我忘了问清两

三人在超市， 必有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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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名字，为方便叙述，我就把开腔的那个叫 Tom，搭腔的那个叫 Bob 吧。 Tom 见

到 Bob，惊喜地冲着 Bob 说：“Gidday mate, what’s up? It’s great to see ya! 

Gee I haven’t seen ya in ages. How’s missus. Hey let’s go grab a bite. I 

just need to chuck my shopping into the boot. You can tell me all about 

the family.”Bob 一见是老朋友 Tom，也不管在一旁偷听的我是否跟得上，连珠炮

似地对 Tom 说了一大堆：“Well look who it is, you old dog. Someone told me 

you had carked it. I got the frights when you stopped me. Is that your 

car? It’s hot! I’d love to share some kai with you. My boy is 19 now, 

he’s a bit of a boy racer, and my girl is 17. She’s a real looker! Got 

to keep my eyes on her. The missus is good. Still going 90 to the dozen. 

She’ll be wrapped when I tell her ya still in the land of the living!”

Tom 和 Bob 听明我的来意后，欣然耐心地提供了以下翻译版本：

Tom: "Hello my friend. What have you been doing since I last saw 

you? Oh my goodness I haven’t seen you in such a long time. How is 

your wife? Can we share lunch together? I just need to put my shopping 

in the boot of my car. Then you can tell me all about the family."

Bob: "Gosh what a pleasant surprise to see you, my 

good friend from years past! I had heard you had died so 

I got a fright when you started talking to me. Is this your 

car? It is a very nice model. I would love to share some 

food together. My son is 19 years old now and he loves 

cars and drives very fast, and my daughter is 17 years 

old. She is very attractive and I have to protect her from 

the boys who would like to date her. My wife is good. 

Still rushing around doing everything so fast. She will be 

so pleased when I tell her you are a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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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这些俚语的意思吗？

1. big gun
    例句：The president brought two big guns to the meeting.

2. pain in the neck
    例句：My wife’s best friend is a pain in the neck.

3. couch potato
    例句：He is a couch potato. 

4. hyper
    例句：Don’t get hyper about what she told you. You know it isn’t true.

5. mickey mouse
    例句：The homework the teacher gave us was mickey mouse.

6. take a hike
    例句：I am tired of all your complaining. Take a hike.

英语闯关

[参考答案]

1. powerful people  2. annoying （的

人或物） 3.老（窝在沙发里）看电视的

人  4. over-excited  5. nonsense and a 

waste of time  6. leave 

如果你细心比较 Tom 和 Bob 这段对话的俚语版和翻译版，你就会立刻明白什么

叫俚语了，也会明白有些老外不见得不会说正式英语，而是似乎对俚语有特殊感情，特

别是曾经的兄弟见面，都想彻底放下在别人面前端起的架子，怎么痛快就怎么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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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文化是非常注重礼貌的，以至于他们只有 polite 和 rude 两极，达不到礼貌的

要求，就会被归到粗鲁一类。英语的礼貌无处不在。有人曾拿英国人（苏格兰人除外）

和德国人就此作了一个比较。在英国，从狭窄的走道经过一个人面前，要说 sorry；下

公交车时，乘客会对驾驶员说 thank you。而在德国，人们会认为从狭窄的走道经过

时，就算挤到人也是难免的，没必要说 sorry；而对公交车司机更不必说 thank you

了，因为安全驾驶是他们的本职。在英国，人们在商店里买东西，顾客和店主大多会相

互致谢两到三次以上；而在德国，致谢一次以上就算例外了。在英国，雇主会感谢雇员

所完成的工作；而在德国，雇主会认为付雇员工资已经足够了，还要谢什么？

现在越来越多英语国家的老外来到我们中国各大城市，我们和他们交往时，应

该特别注意一些礼貌礼仪。我的一个英国朋友 Robert 向我诉说了他遭遇的一个打电

话经历—

Robert: （接电话）Hello, Robert speaking.

Chen: Hi, how are you? 

Robert: Good, how can I help you? 

Chen: Can I call you back? 

Robert: I guess so. 

（Robert 等了 3 分钟后，Chen 还没有打过来，他便主动打了过去。）

Robert: Um, did you want me, Chen? 

Chen: Yes, can I call you back? 

一不留神就             了r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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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听这个电话，这个 Chen 像话吗？的确，和老外比起来，我们很多同胞不知

何故，并不是很有礼貌。有的同胞请老外朋友赴宴，结果变成了让老外在餐桌上听半

个小时他和客户在手机上的中文谈判，使得请客吃饭变成了请客听中文课了。

  表面上看，这里的原因似乎是我们的生活压力大、节奏快，比较受

不了太多的“繁文缛节”（nagging formalities）。但我认为，根源

其实在于我们没有看到礼貌在老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英语文化中

的一些礼貌规矩是不能破的。有的人（特别是英语学习者）以为

和老外已经很熟了，一些“客套话”可以省掉了。例如，他们经常

在老外伏案忙碌的时候，突然凑上前去：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殊不知这种不征询同意侵犯别人个人空间的行为是非常粗鲁

的。不能因为你和他们熟，在礼貌用语上就可以敷衍。不要以为和老外关系不错他就

不会计较这些。在现实中的每一天，老外和自己的另一半，和家人之间，都是很讲究

你一句我一句的平凡问候语的，在礼貌用语上从来不打折扣。他们的想法是，既然是

亲密的关系，难道不应该更加礼貌吗？

其实，我们不是不可以打扰老外，只是不要太“直奔主题”。老外喜欢的是

communicate，如果太“直奔主题”，他们就会感觉你只是想利用他们达到自己的目

的，而不是在和他们交往。所以，在请教老外问题时，最好先对他说：Excuse me. 

May I disturb you for a moment? 

谈话过程中的礼貌也很重要。有学者提出礼貌言谈的最佳原则：Minimize your 

own benefit and maximize your hearer’s benefit。就是说礼貌的言谈应该让自

己的利益最小化，让听者的利益最大化。简单地说，就是“有利于别人，不利于自己”

的原则。根据这个标准，就很容易判断了—当着别人的面打哈欠又不用手掩口是不

礼貌的，因为这是损人利己的（为了自己生理上的舒适感而不惜造成别人的不舒适）；

逢人大谈自己的成就也是不礼貌的，因为这是褒扬自己，贬低他人。用这个原则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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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下列会话中的礼貌表达。
 
Rosemary: Hello Rebecca, how are you?  I’m sorry I’m late. 
Rebecca: That’s okay.  I’m fine, thank you.  How are you? 
Rosemary: I’m hungry.  Are you ready to have lunch? 
Rebecca: Yes, thanks for inviting me to lunch today.   
(They sit down at a table.)  
Rosemary: Excuse  me, where are the restrooms? 
Rebecca: I’m sorry, I don’t know.  You can ask the waiter. 
Rosemary: Thank you, that’s a good idea. 
(Waiter arrives with menus)  
Waiter: Hello, I’m Max, your waiter today. 
Rebecca: Hello, Max. 
Waiter: Can I bring you something to drink? 
Rebecca: Yes, two waters, please. 
Waiter: Okay. 

英语秀场

面说过的 Robert 和 Chen 的电话交谈，即可知 Chen 是不礼貌的，因为他没事就随时

打来，有事就随时挂断，典型的“有利于自己，不利于别人”。

正文1-154兰色.indd   62 2012.6.5   3:48:52 PM



英语口语中的
文化因素

Part Three

63

参加老外的酒会，能不能喝酒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能和不同人等聊上一通。不少

人以为自己英语不错了，可以“单刀赴会”了。偏偏是这样的人参加这样的聚会，十

之八九都会落得个格格不入（out of place）的不良感觉。

这里最大的问题不是英语能力，而是对英语文化的意识（cultural awareness）。

能够受邀参加老外办的酒会，通常都应该是工作比较出色的专业人员。问题就出在这

“专业人员”上。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在介绍自己时，至少备有两顶“帽子”，一顶是

与工作相关的，一顶是工作以外的。在非工作场所，如果你只能谈工作，而不能谈点

再也不在party上做哑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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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什么，就会被认为乏味（boring）。这一点和我们的文化真的不一样，甚至相

反，设想一群博导在一个聚会上大谈 fishing，traveling 或 golfing 什么的像话么？

不过老外就是这样。就算你除了工作，真的再也没其他了，你也要有意识地准备一点

工作以外的话题。

这样的话题是可以准备好的。老外在 party 上会聊什么呢？他们最常用的两个

问句就是 What do you do? 和 What do you do for fun? 第一个问题的意思是

What is your job? 这个问题比较开放，我们可以回答是一名学生、一名教师、一

名策划人等等都可以。回答时常常带上我们的职务、职称或其他工作头衔，以及相关

的一些信息，如 I am an English teacher in China, I specialize in teaching 

art students how to talk about their work in English; 第二个问题常常被理

解成 What is your hobby? 其实两者之间还是有差别的。What is your hobby?

这样的问句并不是很好，因为 hobby 一词常常带有 doing something small with 

your hands in your spare time 的意思，通常是十多岁的孩子或退休老人做的事

情，如集明信片、做飞机模型等。所以最好还是用 What do you do for fun? 或

What do you do in your spare time? 来提问。

当老外谈论其 after work activities 时，通常都让人听起来很兴奋。常言道 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光学习不玩耍，聪明孩子也变傻），会

“玩”在老外的观念中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他们认为人人都应有一两项业余爱好。

别小看这一两项业余爱好。现在的职场压力那么大，离开校园后还能够一直保持

着一两项业余爱好可不简单啊。不少人早“戒”了。这也不要紧，我们可以来点“造

假”，选一两个比较感兴趣的消遣领域，准备一些对应的英文词汇就可以了。其实也

只是聊聊而已，老外不会在日后核查你的造诣到底如何。比如说，如果你说 I am 

interested in art, 就要做好准备回答这样的问题：What kind of art do you 

like? Who are your favorite artists? Have you seen the latest show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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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useum? 当然，你也可以用这类问题“先发制人”，成为一个发起谈话、制造话

题的活跃的聊天者。

有人看到这里，可能会皱眉头，心想如此高谈阔论乃我年轻躁狂岁月的行为，现

在老调重弹，岂非浅薄。可这就对了，老外哪里懂得你的深沉？如果你想深沉，甚至

在 party 上一直作沉思状，那最好的选择就是不要接受邀请，免得不仅自己在 party

上不尴不尬（awkward），更令邀请人失望，在社交效果上适得其反。在 party 上

深沉地沉思（thoughtful）也好，深沉地沉默（silent）也好，人家都过来搭讪了，

你不可以还在那里一脸沉重，对人家热情洋溢的问题，只是以 yes 或 no 作答，再

也没有其他言语。请注意，除了情人间演绎 romance，silence 大多表示 anger 或

disinterest，而勉强以 yes 或 no 作答也好不到哪里去，无异于告诉对方：Go away, 

I don’t want to speak to you!

这里特别提醒一些女士，老外确实很 gentleman，但这并不

意味着他们对女性无原则地迁就，他们尤其反感东方女性在

酒会上的 silence，特别是刻意的、自鸣得意的 silence。英

语文化在 party conversation 方面对女性毫无照顾政策。

女士们要谨防 silent 的矜持被一些不太 gentle 的老外解读

成 stupid（愚蠢）或 snobbish（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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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秀场

在社交场合，为表示礼貌，英语中的一些closed questions（封闭
式问题）并非是封闭的，不宜像做考卷一样仅用yes或no回答。

Question: Do you live close by?（你住得不远吗？）
Answer:  Yes, I live in the West Village, five kilometres away 

from here.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area?（不远，我
住在西村，离这儿五公里。你觉得那一带怎么样？）

Question: Are you a student?（你是学生吗？）
Answer:  Yes, I am a student in my second year at Nanjing 

University. I stud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I 
don’t think you are a student...What do you do? （是
的，我是南京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专业是国际商法。
我想您不会是学生⋯⋯您是做什么的呢？）

Question: Did you enjoy the party?（你喜欢这个聚会吗？）
Answer:  Yes, I did! Thank you so much for inviting me. It 

was great to meet so many people. They are all 
so nice! My only regret is that I did not meet you 
earlier.（我喜欢！非常感谢您邀请我。认识这么多人
真是太好了。他们人都很好。我唯一遗憾的就是没能
早点认识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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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国内时曾经一度很为用中文称呼别人而困惑，尤其是称呼年轻女

子，比如本来好端端的一个称谓：“小姐”，偏偏被用来特指一部分人了。本

来嘴就笨，加上客观上缺乏合适的词，酿成了我的“称呼障碍”。我的这一

障碍似乎“负迁移”到了英文称呼—我在用英语称呼别人方面也至今未能

做到得心应口，有时还犯错。比如说，前几天我还因为要找个地方，在喧闹

的大街上冲着迎面走来的陌生老外男子大声嚷：“Excuse me, Mister!”出

口才反应过来，忙改口说“Excuse me, Sir!”好在那个老外行色匆匆，可

能根本没有听到我的话，或者根本不懂英语，就和我擦肩而过了，看都没看我一眼。

我之所以改口，是因为我说出“Excuse me Mister!”的一瞬间，就感觉自己说

的是“Excuse me Mr...?”听起来仿佛我知道那位先生的姓名，只是一时记不起，奋

力想说出，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我想这也许是 Mr 不能单独使用，不能单独用来称呼

别人的原因。

你 可 能 会 说， 用 Excuse me Mister! 有 何 不 可？ 美 国 歌 星 本 · 哈 珀（Ben 

Harper）的一首歌的名字就叫 Excuse me Mr。罢了，我说的又不是唱歌。

我的重点是想说一下 Sir 这个词。这个词很简单，简单到在香港想找个不知道

“阿 Sir”的人都难。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就知道“Excuse me, Sir!”了。几十年过去

了，还在这里钻这个牛角尖，实在是另有隐情。在我的记忆中，我说“Excuse me, 

Sir!”的效果大多不是很理想。说不理想，是因为我隐约感到老外看我的眼神有点异

样，我严重怀疑那眼神中藏着一丝轻蔑。这真有点像是好心不得好报。说来你可能不

信，偏偏是我忘了带 Sir，只冲着他们大喊一声“Excuse me!”的时候，反倒能使得

也不能放心用？

"Excuse me , Si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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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立刻止步并殷勤问我：“Can I help you?”

我敢说我之所以错把“Excuse me, Sir!”说成“Excuse me Mr!”，是因为我的

潜意识中对 Sir 的功效已经将信将疑了。

奇了怪了，难不成我不配说 Sir？抑或我遇到的这些老外都受用不起 Sir 之“尊

贵”？我带着这一疑团，继续观察我用 Sir 后的效果。

有两个老外，使我的怀疑有了突破。一个老外来自一个叫 GOOD HEALTH 的公

司，到我家介绍保健品，他呆了半个小时，Sir 字不绝于口。另一老外来自一个叫

HRV 的公司，到我家介绍房屋通风设备，他在我家呆了一个小时。无独有偶，他也是

Sir 字成串。我被用了那么多 Sir，可怎么都没有被尊重的感觉，至少，他俩丝毫不顾

我痛苦的表情，愣耽误我那么多时间。

这让我联想到我在大街上叫“Excuse me, Sir!”的效

果。对方对我不冷不热的原因会不会是把我当成了拦路推销的

人呢？如果是的话，Sir 的命运堪忧，我担心它也会像“小姐”

一样，由一个很尊贵的称谓沦落成某一部分人的专用语。特别是近

来，老外似乎越来越喜欢在称呼上选择随便的版本，比起 Excuse me 

Sir，很多老外更喜欢 Excuse me。

说到 Sir，我们自然还会想起“Yes, Sir!”。在真实的会话情景中，这句话也已

经很少用了。老外现在使用这句话时多带有讥讽、调侃、开玩笑之意。例如，五岁的

小男孩让爸爸不要看书了，爸爸会说“Yes, Sir!”，然后报以一笑。

不过，在很多情况下 Sir 这个词还是不可缺少的。比如，在商业、服务及其他较

正式的场合，除非对方另有建议，通常应该用正式称呼。不信，留心一下飞机上空

乘人员对所有男士使用的语言：Excuse me, sir. Would you please turn your 

mobile phone off? Excuse me, sir. Would you please fasten your s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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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正式称呼，还是用非正式称呼，和职业有很大关系。
称呼男女服务员或空乘人员的时候，不知道名字时称呼 Sir 
或者 Madam，知道名字而且已经很熟可直呼其名，切不可
以大呼“Hey waiter!”或者“Hey waitress!”。美容美发行
业则可直呼其名。有些职业的称呼则介于正式和不正式二者
之间。例如，在音乐、舞蹈、幼教等行业，通常用Miss或Mr 
加上名字（first name）而不是姓。例如, 称呼一位叫Diane 
Clarke的小姐，既不用Diane，也不用Miss Clarke，而用Miss 
Diane。这听起来与“休闲西服”有异曲同工之妙。
    很多情况下，我们不知道应该用正式的称呼，还是用非
正式的称呼，这不光因为场合的正式程度难以判断，而且因
为被称呼人的喜好也很难判断。例如，和中国人一样，很多
老外女性不知道如何称呼他们男朋友的母亲，而一些老外父
母也不知道如何称呼他们孩子的老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
问中间人：What should I call your mum / your teacher / 
your manager?（我应该怎么称呼您的妈妈/您的老师/您的经
理？）或者等见到被称呼的人时，直接问其本人：Can I call 
you (first name)?  Is it okay if I call you (first name)?  （我
可以叫您[名字]吗？我叫您的[名字]可以吗？）

英语锦囊

belt? Excuse me sir, would you like some drink? （对不起先生，请关掉您的

手机好吗？对不起先生，请您系好安全带好吗？对不起先生，您要喝点饮料吗？）

正文1-154兰色.indd   69 2012.6.5   3:48:55 PM



正文1-154兰色.indd   70 2012.6.5   3:48:55 PM



英语口语中的
文化因素

Part Three

71

英语口语
的表达和

交际

Part Four

正文1-154兰色.indd   71 2012.6.5   3:48:56 PM



——那些年老师没教过的英语妙招

72

不喊“哎哟”喊“OUCH”

ATM
银行卡

有个小留学生，可能是因为密码太多的缘故，记不清她的储蓄卡密码，终于有

一次卡被自动提款机吞了。我不知道她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只知道后来，她来问

我：“‘提款机吞了我的银行卡’用英语怎么说？”我愣了一下，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

也不知道能够为她所用的最简单的句子是什么。她见我面有难色，便启发我道：“我

可不可以说 The machine eat my card?”我又是一愣，心想不会吧，不会那么简单

吧？我想了想，告诉她：“你可以说 The ATM machine swallowed my card。”

一位英语语言名家说过：“没听过的句子不要

说，没 看 过 的 句 子 不

要 写。”我 从 来 没

有 听 说 也 没 有

看过有关银行

卡被吞的英文句

子，所以教小留学生

那句英文时，心里总是有点

不踏实。

说起来很奇怪，自从那以后，我经常听到、看

到 银 行 卡 被 吞 的 英 文 句 子，如：Their ATM machine 

swallowed my card for no reason. Her ATM card was 

swallowed at an HSBC bank. The ATM machines swallow cards all the 

time.

吞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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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听到、看到这些含 swallow 的句子，我自然感觉很好，心想自己的英语已经

到了颠覆那位英语名家的境界，没听过的句子照样可以说。

就在我得意于 swallow 一词用得够水准之时，却发现小留学生的 eat 一词用得

也同样够水准，就对“提款机吞卡”这个事件的表达而言，我和那名小留学生的表

现其实是在伯仲之间，都可以打高分。我的这一发现源于一本名叫Listen to New 

Zealand 的英语教材。在这本教材的 Post-beginner 分册的第二单元 Banking 中，

有一课标题就是 A Problem with the ATM。这一课的第一句就是：I’ve lost my 

ATM card. The machine ate it.

后来，我接连不断地看到小留学生的 eat 一词被广泛使用于“提款机吞卡”的

描 述，如：Caution: If you enter the wrong code more than twice, the 

machine might take or “eat” your card. Since ATM machines occasionally 

eat a card because of some mechanical problem, it’s wise to travel with 

more than one card.（注意：如果你输错密码超过两次，该机器可能会收回或“吞

掉”您的卡。由于自动提款机不时会因某些机械问题而吞卡，旅行时最好不要只携带

一张卡。）

说到底，我当初不大相信小留学生的 eat 是因为我感觉 eat 太简单了，简单到

它不能胜任描述银行卡、提款机这些复杂的事物。就像我不相信“One car come, 

one car go; Two car 咔咔，one car die.”可以胜任对一起交通事故的有效描述。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有一个印象，就是 eat 的使用范围好像已经被人为地缩小了，

很多应该能用 eat 的情况却不能用 eat。例如，说什么东西能吃不能吃，我们不说

eatable，却说 edible。虽然也有人说，eatable 可以用来表示什么东西好吃，但很

多人并不承认 eatable 的单词地位，特别是英文老师，他们认为 eatable 根本没有必

要存在，好吃就用 delicious 呗。不敢用 eat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eat 经常被 have 代

替。明明是 Have you eaten your lunch?，却偏偏有更多的情况用 Have you 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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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堂

eat的“禁用”

    有人问：I have just eaten my dinner和I have just had 
my dinner有何不同呢？在表示“吃”上，have比eat更委婉
（indirect）、文雅（discreet），避免了对eating这一动作
（包括chewing, swallowing等细分动作）的直白描述。所以在
很多情况下，人们都用have代替了eat。但在有些句子中，用
eat比用have 更明确，如：Don’t eat that, it is dirty.  
    在餐饮行业，eat的动作不仅不会被回避，反而会被放大、
强调、演绎。典型的例子就是KFC（肯德基）的炸鸡广告词：
That taste you’ll just love to eat（正是您爱吃的口味）。因
为这个广告词中的eat，KFC被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罚款60万美
元。该委员会不仅禁止广告中含有eat一词，还禁止广告中出
现人们的咀嚼行为、满足地摸着肚子或带着轻松的表情从卫生
间走出来（暗示他们刚消化完）等行为。

your lunch? 而且，在表示“吃”的含义上，have 大有凌驾于 eat 之上的势头。

凡此种种，让我对 eat 这一简简单单却实实在在的词不敢多用。其实何苦，生

活中说英语，就应该像生活本身一样，自然、自在、自如，而不应像做学问，自出难

题；只要能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就不应视为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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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
为“回国”准备英语？

够稀罕！
看到这个标题，我自己都笑了。我想您一定会想，应该是为“出国”准备英语吧？

我没写错。不久前，我的一个投资移民的朋友来找我，说他要回国长住了。他

要我教他一些“回国用的英语”。我一头雾水。我知道他在新西兰这个英语国家那么

多年都没说过英语，照样赚不少钱，现在回国发展，要英语作甚？他告诉我，他前几

天刚回了一趟国，感触很深。他说现在国内变化可大了，他在北京、上海参加的几个

cocktail party 上，都有老外在，不是老外的大多是海归，就算不是海归，英语也都

很棒，所以经常需要用英语沟通。他说他压力很大，非突击一下英语不可。

听了这些话我感到 amused，心想你英语那么差就别回国

了，还是呆在新西兰讲中文吧！

他问我能不能给他介绍一个最省时的方法，现在他什么

都不缺，就是缺时间。我心想坏了，这学英语还真的什么都不需

要，就是需要时间。再好的方法也帮不了一个没有时间学习的人。

他看出我面有难色，便透露了他的底线：假的也行！

什么叫“假的也行”？他说现在不是有假名牌、假广告、假学历吗，

为什么英语能力就一定要货真价实、真金白银呢？能“忽悠”就行。他说真刀真枪和

老外谈判他会请翻译的，他只需要在一些应景的聚会上时不时用英语“参与参与”，

只要让人知道他是说英语的就可以了，话不要多，能用英语发声即可。

我觉得他说得有点道理：又不是雅思考场，凭什么要为一个人的英语口语功夫是

真是假而较真？我想，既然人们能购买奢侈品壮胆显摆，为什么就不能弄几句英语装

装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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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决定对他进行英语口语能力包装（packaging）。转念一想不对，他分明是

无英语能力，何来包装？还是称为“英语口语能力伪装（camouflaging）”合适。现

在想来到底是包装还是伪装，十分难以区分。就好像是“彩妆”（colour cosmetics）

的实质到底是 packaging 还是 camouflaging，也是难以区分的。

认清了问题，行动起来就不难了。我的 recipe（配方）很简单：让他开出 50 个

他在国内最常使用的中文句子，我将之转换成简单、地道的 50 个英文句子，录成

碟，奉献给他，嘱他反复聆听、模仿，并根据语境，不失时机地“该出口时就出口”。

他说这主意很好，只是怕 50 句不够用，因为他后半生可能都在国内了。我说先用

着，效果好的话再说。

推出了我的首张“英语口语能力伪装碟”，我问自己：我是在帮助别人学英语呢，

还是在帮助别人不学英语呢？我想，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人，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学英

语，但却很热爱英语，他们偶尔“伪装”一下是不是可以原谅？

在国外准备“回国用的英语”，是虚荣了一点，我知道我的“伪装碟”是在助长

虚荣。但我想，除了北京秀水街摊主们那样的人，很多人学英语的动力都是虚荣。有

动力总比没动力好。靠着虚荣去追捧英语，热爱英语，就可能投入精力搞定英语，把

虚做实。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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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个句子摘自我的“英语口语能力伪装碟”—

1. Absolutely!（绝对）！
没有什么人喜欢被反对。在你的一段发言之后，紧随着的是

对方一句Absolutely right! 你会有何感念？成就感！有时候对方
懒得说两个单词，只说一个词：Absolutely! 你也不用担心，那
不会是Absolutely wrong! 

2. Nice to talk to you! （很高兴和您交谈）!  
如果你和对方的谈话让你愉快，你就要告诉他（她）。老外

看不懂你的含蓄。一句“Nice to talk to you!” 会让你们的谈
话nicer。不只如此，如果你和对方的谈话让你不愉快，可以靠
这句话发出结束不愉快谈话的信号，一边目光游移地敷衍着说
“Nice to talk to you!”，一边琢磨着相机拔腿闪人。

3. Keep in touch!（保持联系）!  
如果说这句话时你不是心甘情愿的，你不用牵挂着日后给

对方电话或邮件以示你从不爽约。“保持联系”只不过是一句套
话，说说罢了，不用太当真。

英语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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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中有一个 idiom（习语），我们感到分外亲切，用

起来也总是那么恰到好处，这就是 Long time no see。

它在我们眼里，是那么直白易懂，不用刻意去记，也不

会忘记。但这个习语在一些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看来

却不可理喻—语法怪异且不说，表情达意也颇另类。故有人煞

费苦心地解读了此习语的用法和“典故”。

尽管有的人相信这句话起源于印度或日本，但会中文的人谁不明白，这分明是

我们的语言。“好久不见啦”，多么熟悉的声音！据考证，这句话一百多年前就远行

到美国，不断地从英语水平有限的海外华人的口中说出，渐成气候。在这当中，成龙

（Jackie Chan）大哥功不可没，在他演的好莱坞大片中，Long time no see 成为

中式英语的精粹，和中国功夫一样深受老外喜爱。

中文的万语千言里，为何唯独 Long time no see 在英语中一枝独秀呢？据称主

要的原因还是这句话简单而传神。我们给老外输入的不只是简化的句子，更是“好久

不见”这一独特的中文寒暄文化。“好久不见”所包含的老友重逢的惊喜，绝非含义

相似的 I haven’t seen you for a long time 这一正宗英文所能表达的。

有 Long time no see，这一幕才无比动人—

Johnson: It’s Bob! Hi, Bob! （是鲍勃！你好鲍勃！）

Bob: Hi, Johnson! Long time no see.（你好约翰！好久不见。）

没有了 Long time no see，这一幕的味道会淡得多—

Johnson: It’s Bob! Hi, Bob! （是鲍勃！你好鲍勃！）

Bob:  Hi, Johnson! I haven’t seen you for a long time.（你好约翰！我已

“中国制造”： Long time no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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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好久没有见到你了。）（隐含的意思：这么多年你躲哪去了，怎么不敢

露面？现在终于逮着你了！）

我感觉老外接受 Long time no see 大获成功后，好像掌握了核心技术，于是大

肆进行复制，生产出了蔚为大观的 Long time no see“系列”。

Long time no hear 便是此“系列”中的“优质产品”。好朋友很久没有联系，

突然打电话到你的办公室来，你真是又惊又喜，情不

自禁地说“Hi, Bill! Long time no hear!” 

给久未通过电子邮件联系的好朋友写邮件，开头

可以来一句 Long time no email，或干脆说 Long time 

no write。当然，如果你的电子邮件是比较正式的，还是用

I haven’t written to you in a while 或者 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we’ve written to each other 更好。

Long time no see“系列产品”颇为齐全，在英语中，和 Long time no see, 

Long time no hear, Long time no write, Long time no email 异曲同工的表达

还真不少—

Long time no study. 好久没学习了。（妈妈对不爱学习的儿子如是说）

Long time no talk. 好久没说话了。（丈夫对生自己气的妻子说）

Long time no drink. 好久没喝酒了。（不错的喝酒理由）

Long time no smoke. 好久没抽烟了。（不错的抽烟理由）

Long time no play. 好久没玩了。（不爱学习的儿子对妈妈如是说）

Long time no chat. 好久没聊天了。（办公室里两个同事趁刻薄的上司离开时

如是说）

Long time no sing. 好久没唱歌了。（麦霸拿起话筒前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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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time no update. 好久没更新了。（老板对公司的网站管理员如是说）

Long time no blog. 好久没写博文了。（提笔再写博文前如是说。）

看到这些句子，大可不必因为担心这明摆着是“中式英语”而不敢用，因为它们

可不同于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一类的中式英语，它们是持有老外“进口许

可证”并已经贴上英文标签的老字号“中国制造”，请放心享用。

英语透视

在语言学上，Long time no see“系列”的造句方法被称作“语义转借”
（calque）。英语中还有其他可能是用此方法造出的词语，例如：
 
save face 保面子
We have nothing left to win. We are only there to save face, and in the end 
we will not even be able to do that.（Dr. Ron Paul, Republican member of 
Congress from Texas）
  我们没什么可赢的了。我们在那儿只是为了保面子，而且最后甚至都保不了
面子。—美国得州国会共和党议员罗恩·保罗博士评美国在阿富汗驻军

lose face 丢面子
Americans and other Westerners lose face also, but far less easily than East 
Asians do.
  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也会有感到丢面子的时候，但比起东亚人脸皮要厚得多。

give face 给面子
"Lying" to give face is not a lie at all when it is obvious that the intent was 
never to deceive.
  当显然不以欺骗为意图的时候，为了给面子而“撒谎”不算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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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讪小洋人儿 

对许多中国大学生来说，高深的英语也许并不难懂，也不难表达，而面对外国小

朋友时，倒是常显得 awkward，没有自信。特别是跟有家庭的老外交往时，还要去

学习儿语，否则难以与他们的孩子和谐沟通。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就算到了国

外，可以用英文补上任何高级的课程，也没机会补上国外的幼儿园课程，不能在国外

复制幼年。所以，对与幼年有关的英语自然就陌生了。

全世界所有地方都一样，小孩说话与成

人不同，英语里有 baby talk 一词，就是指

大人与小孩或小孩之间说话的方式。

baby talk 的 特 点 主 要 体 现 在 所 使 用

的词汇上。很多词汇在词典中不一定能够查

到，但我们还是要找到正确的途径去学习，了解这些词汇。因为弄明白 baby talk

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增强使用英语的自信。否则我们会经常自责：我的英语怎么连老外

的幼儿都不如了？可以想象我们到了老外朋友家，家里常会有一二蹒跚学步的幼儿围

绕，如果我们能够主动靠近他们，蹲下身去，热情地与其目光交流，亲切自然地一边

tickle（呵痒）着幼儿那可爱的小下巴，一边说“Coochie, coochie, coochie”地逗

其笑，该是一个多么“和蔼可亲”的形象。此情此景中的 coochie 的意思在一般的词

典上很难看到，但总能听到说英语的老外在 tickle 孩子的时候使用，就像我们说“咯

吱咯吱”。有时也会听他们使用 Coochie coo 或 Choochie choochie coo。听说法国

人则说 guili guili。

当然，baby talk 的用途不仅于此。有时老外朋友出去 10 分钟，让你照看一下孩

—你懂 baby talk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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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巧就在这 10 分钟时间里，那小孩对着你说：“I want a wee wee!”或者“I 

wanna pee pee!”如果这时你不明白他要去小便，那尴尬的就不仅是那小孩了。

同事聊天，各自小孩的成长趣事是通常的话题。“My son started putting 

words together at nine months: Bye bye Nana.”听到这句话，我想你如果忽

视了 Nana 这个儿语并不为怪，因为 Nana 太像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一个女子名“娜

娜”了，所以不知道它是“奶奶”的意思很正常。不过，如果这个小孩在 9 个月时说

的不是“Bye bye Nana”，而是“Bye bye Dada”或“Bye bye Mama”，大概就

不会有人弄错，因为 Dada 和 Mama 与 Dad 和 Mum 已经很接近了。

老外的小孩说到动物，有一点和我们中国小孩很像，就是喜欢用动物的叫声来称

呼它。不过，我们应当小心，他们用的象声词有时候和我们相差甚大，会让你感叹原

来洋动物果真有洋叫法。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猫，我们用“咪咪”或“喵喵”表示

猫，是因为我们听到猫的叫声大多如此。而洋猫却有怪声：puss-puss！新西兰到处

都是野猫，不喜欢野猫的妈妈可能会对她的小孩说：“Boy, that puss-puss smells 

yucky. Don’t touch it!”除了 puss-puss 让我们感觉和猫对不上号之外，用叫声

woof-woof 表示的狗的名字也让我们很难苟同，总觉得 woof-woof 听起来、读起来

都更像一匹狼，哪里像一条狗？相比之下，洋牛的名字 moo-moo 还算比较靠谱。不

过需要提一句，一个动物可能有几种叫声，这里提到的都只是小朋友的“拟声”。

baby talk 的用途其实早已超越了儿语本身。既然老外可

以称自己的爱人、情人为 baby，那么这样关系的成人之间来点

baby talk 当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另外，我们都知道小孩是喜欢

告状的，所以 baby talk 也可指代告状，例如：He didn’t get 

the assignment he wanted, so he went to the director 

and had a baby talk.（他没有得到想要的工作，便到头儿那里告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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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ddy-bye（上床睡觉）
"It’s time for beddy-bye." She reached over and tucked the 
darling child in bed.
“现在该睡觉喽。” 她伸过手把床上爱子的被子裹好。

din-din （正餐，由dinner演变而来）
"If you don’t eat up all your din-din, how can you grow up 
to be a big strong boy?" 
“如果你不把饭吃完，怎么能长成一个强壮的大男孩呢？”

yucky或yuck（讨厌；难吃）
"I’m sorry for having a tantrum Mummy, but my jeans didn’t 
look cool, they were yucky."
“妈妈，对不起我耍脾气了，可是我的牛仔裤不好看，很讨厌。”
"These potatoes are yucky, Daddy. I want them like Mummy 
makes them." 
“老爸，这些土豆真难吃。我想要吃像妈妈做的那种。”

yummy或yum（好吃）
"Look darling, yummy yummy green pudding. You like pudding, 
don’t you?"
“乖孩子你看，香香的绿布丁。你喜欢布丁，是吧？”

英语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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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街上的老外多起来了，看起来我们的英语语言环境比以前好多了，我们再也

不稀罕老外了。

我们确实不稀罕老外了，但同时，老外似乎也不稀罕我们了。所以，不要指望

老外主动找上我们搭话。两个陌生人相遇，如果双方都抱定“绝不先打第一枪”的念

头，其结果只能是擦肩而过。要避免这种遗憾，首先，必须及时对你想说话的对象发

出一个声音：“Hi!”

大学生们往往看不起这个 Hi，

尤其是词汇量很大的学生，认为 Hi

是幼儿园小朋友的水平，自己英文

水平卓尔不群，一个 Hi 岂能代表

得了。对不起，Hi虽简

单，却是最有效的

问候，好过“Nice 

day, isn’t it!”或 

“Ex cu s e me , 

could I have a 

word with you?”

如果我们能够信心十足、热情洋溢地给迎面而来的老外送上一个清晰响亮的

“Hi!”，最最糟糕的结果可能就是那个老外对我们毫无反应。如果发生此种情形，不必

计较，也许这个老外有点 hearing problem，没听见呢。也罢，反正这样的谈话对象

   Conversat on

openers :
搭讪老外有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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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versat on

openers :

也不理想。

除了这个糟糕的结果，便全是好的结果，至少是老外会回应一声“Hi!”。问题

是，应对老外回敬我们的“Hi!”，我们准备好了吗？如果我们至此没有任何后续节目

了，那就不能说我们和老外搭上话了，最多只能说是和老外“唱了个喏”。

要避免这种“Hi 过后就 Bye”的尴尬，光靠一个 Hi 是不行的，我们得使出第二

招：“My name is...”

千万不要说“My name is Qilong Zhang...”，因为不懂中文的老外听中文名就

像我们听中东人的名字，十分辛苦，更遑论记住。我们得专门给自己物色个好说好记

的英文名，比如 Tom，Bill，Bob 之类，就先甭管它好不好听了。这一招很重要，因

为我发现老外对名字很在意，他们对名字的关注度，远远超过我们。我这么说，是源

于我自己英文名字的来历。记得我第一次见老外，对方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当时还没

有英文名，便临场借用当时的美国总统 Bill Clinton 的名字，告诉对方“My name is 

Bill”，后来再也没去想它。事隔多年后，老外回到中国，见到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热情

而真挚地叫我一声：“Bill!”，我当时居然没有反应过来这是在叫我呢。所以我相信：告

诉老外自己的英文名，才能让他把你从十三亿中国人中区分出来。

在街上告诉老外“My name is...”后，老外往往会心头嘀咕：So what?（那又

怎么样）。如果我们到此没有下文了，老外至多回敬我们一句“My name is Matt”什

么的，然后和我们对视一两秒钟，还是 Bye-bye。我们不能就这么收场，我们得使出第

三招：“I am learning English. Can I ask you a question?”这一招会百发百中。

设想一个老外在路上见到我们，用中文对我们说：“我在学中文。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

吗？”我们会如何反应呢？我们不会对他不理不睬吧！将心比心，老外一定会对我们

说：“Sure!”至此，我们可以宣布：已经和老外搭上话啦！

最后一招：This is my card. 不要因为我们没有大的头衔，就不给名片。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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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那么势利。如果老外也告诉我们他的联系方式，那我们就不仅和他搭上了腔，还

建立了联络呢。

最后要说明一点，尽管这个方法很好用，但这个做法是否值得提倡，就见仁见智

了，请您自己判断。 

英语透视

英语中的chat-up line

chat-up line或pick-up line的意思是“搭讪用
语”，是conversation openers中的一种，“Hi”是其
中最典型的一例。但现在已经有人用chat-up line来指
陌生男女之间以约会为目的的搭讪。

这种有特殊目的的chat-up line中，最经典的可能
当属这句话：You look very familiar. Have we met 
somewhere before? （你看上去很眼熟，我们以前在
什么地方见过吗？）看到这句话，相信大家都会觉得
它“看上去很眼熟”，可能全世界好在女人面前油嘴
滑舌的男士都这样说过。这个伎俩可谓已陈旧老套，
只可研究，不宜搬用。如果您压根儿没见过人家，就
换句话吧，免得对方把您归类。

无独有偶，还有一句chat-up line与此同出一辙，
但一点也不幽默：Excuse me, I seem to have lost 
my phone number, would you lend me yours?（对不
起，我的电话号码好像丢了，能把你的电话号码借给
我吗？）。要问我听起来感觉如何，一个词：Y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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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外交谈，对我们这些正在练习口语的人来说，可以说是多多益善。可是站

在老外的立场上，他们未必这么想。为了保持友好和礼貌，在谈话中我们应该掌握分

寸。如果老外已经发出结束谈话的信号，我们一定不要继续纠缠。

再直率的老外，大概也不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你：“Please stop 

talking!”他们是会采用一些策略的，我们必须领会这些策略，才能

知道他们的本意。

策略 1：“It was nice talking to you.”（和你交谈很愉快。）

这是他们最常用的结束谈话的策略。它直接否定了你令他乏味或讨厌的可能，而

言明和你谈话是令他愉快的。这是一种帮助你 save face 的策略，我们可称之为“正

面评价”（positive comment）。

策略 2：“I’d better get back to work.”（我要回去工作了。）

他们通过提供其他的动机、其他的借口来结束谈话，希望消除可能给你面子上造

成的伤害。类似的话就多了，如：My daughter is begging me to get off the 

phone. 我们可称此策略为“借口”（excuse）。

策略 3：“I know you’re busy, so I’ll let you get back to 

what you were doing.”（我知道您忙，所以我让您回去做您刚刚在

做的事情。）

这一策略尤为有趣。他们将需要结束谈话的原因归结到你身上。

他们预设是你想要结束谈话，于是将结束谈话解释为牺牲他们正浓的

谈兴而满足你的要求。这样便保住了他们的面子，使得他们显得“礼貌”。可以将此

听话听音：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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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称作“转嫁责任”（shift of responsibility）。

策略 4：“I think we’ve talked long enough.”（我想我们已经谈得够久的了。）

这也是一种预设你想要结束谈话的策略，说明谈话的“目标”已经达到，暗示谈

话不需要继续。这种策略将结束谈话诠释为你想要的结果。可将此策略称作“目标”

（goal）。

策略 5：“This is all very interesting.”（这一切都很有趣。）

总结前面的讨论，说明谈话已告成功，因此应该结束；如果你想结束，现在就可

以离开了。可将此策略称作“总结”（summary）。

策略 6：“Thanks for calling.”（谢谢你打来电话。）

这一策略预设谈话是给你造成的负担，说“谢谢你打来电话”是在以敬重的方式

将此负担降至最低。它同时暗示谈话很有价值或者令人愉快。可将此策略称作“表示

感谢”（expression of thanks）。

策略 7：“Talk to you later.”（稍后再谈。）

这是关于将来谈话的安排。目前的会谈可以圆满结束了，进一步的话题可以留到

the next time，或者至少在目前没有必要进行。这也是保住你面子

的间接策略，因为它暗示对方需要再跟你谈话。可将此策略称作“计

划”（plan）。

策略 8：“Have a nice day!”（祝一天快乐！）

这是用来修补结束谈话时可能造成的对双方关系的损害。通过对你的祝愿，他们

表示了自己重视跟你的关系。此策略可称作“一般祝愿”（general wish）。

以上的八种结束谈话的策略各不相同，但目的都是相同的：宣布谈话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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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我们一些英语学习者对此缺乏了解，听到“Nice talking to you”的时候，

还不知道对方想走人了。更有甚者，在听到老外说“This is all very interesting"

后， 还 想 再 接 再 厉， 对 老 外 说 "Really?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more 

interesting...”（真的？我来给您讲更有趣的⋯⋯）

老外结束谈话的方式充满个性，但一般都可归入以上八类。识别、破解这八大策

略，熟悉这些策略各自的“标志句”，我们就能够在老外想结束谈话的时候放人，从

而使他们始终觉得和我们谈话比较 comfortable。

英语秀场

针对老外结束谈话的八个策略，我们应如何应对呢？请看下面的建议。

策略1： It was nice talking to you.
应对1： Nice talking to you, too.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策略2： I’d better get back to work.
应对2： It was nice talking to you. See you later！ 
策略3：  I know you’re busy, so I’ll let you get back to what you 

were doing.
应对3： It was nice talking to you. Have a nice day!
策略4： I think we’ve talked long enough.
应对4： Absolutely.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策略5： This is all very interesting.
应对5：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See you later!
策略6： Thanks for calling.
应对6：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Have a good night!
策略7： Talk to you later.
应对7： Have a good day!
策略8： Have a nice day!
应对8：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Have a nic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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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英语学习者有一种看法：英语说得越快越好。对此，我无

法苟同。

我听到一些留学生和 native speakers 对话，说得比他们还

快，好像只要说得快，老外就听不出错来。

不太懂英文的父母，听到自己的孩子留学两年，就能快速地、

大段大段地和老外说个不停，可能会坚信自己的孩子已经能够说一

口流利的英语了。

其实说英语和说中文一样，用什么样的语速，取决于内容表达的需要。俯身和一

位年迈的老人说话时，如果还用那种机关枪似的语速，那不叫英文好，那叫没礼貌。

求职面试的时候不顾面试官的反应，语速一路快得让人窒息，那也不叫英文好，叫慌

里慌张。

我认为，对我们非母语使用者来说，英语说得快比说得慢要难，毕竟慢点说可以

给我们多一点时间组织语言。日常交流不是体操比赛，无需靠挑战难度去获得高分。

绕口令倒是很有难度，但我们没有人会在日常会话中加入绕口令以显示自己的语言能

力胜人一筹。如果我们英语本来并不怎么样，却偏要说得很快，老外听起来都会为

我们着急，会想告诉我们：If you speak slower, you will speak better! （如

果你说得慢一些，会说得更好些！）快速说英语的沟通效果很糟糕，因为没有人喜

欢“机关枪英语”（machine-gun English）。如果母语不是英语，快速地说英语还会

让人怀疑你在故意隐藏一些不会发的音。有位专家说过：“Speaking fast is just 

有话慢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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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ing fast.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fluency.” （说得快只是说得快而已，

和流利没有关系。）

说快速英语不容易，并不等于说慢速英语就没水准。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希

拉里的演讲语速都偏慢，你能说他们俩的英语不流利，没水准？

对我们母语非英语的学习者，说英语时控制语速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个好处

是让我们能够有时间精心思考，包括有时间选择更恰当的词汇和句子清楚地表达自己

想要表达的意思。为显示自己英文熟练而刻意地加快语速，会很容易说出很多言之无

物、语义重复的句子来。这难免会给对方留下思维混乱、表达不清的印象。这样的

话，我们的英语能“流利”到哪里去呢？第二个好处是让我们的发音变得更加清晰，

因为我们有时间把每一个单词、每一个音节的音都发好。没有哪一个老外不喜欢我们

把音发清楚些。第三个好处是让口腔肌肉得到充分的锻炼。和身体其他部位的肌肉一

样，从事发音动作的口腔肌肉也需要经常性的到位的训练，而这种训练在含混不清的

发音过程中是实现不了的。

我们都有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梦想。快速不一定流利，慢速不一定不流利。要使我

们的英语口语流利、地道，首要的任务是认认真真地把意思表达清楚，把音发好，而

不是和人比速度。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会被那些 machine-gun English 吓倒。

任凭别人如何炫耀其“最快速”，我们都能沉着、稳健地把该说的每一个单词说好。

这样，早晚有一天，我们会能说一口规范工整、快慢自如的流利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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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语速放慢，可以使得吐字、发音清晰；另一方
面，清晰地吐字、发音（good diction）可以矫正过快的语速。
请试做下面的带 /b/ 音单词的diction exercises（吐字、发音练
习）。

  Betty bought a bit of butter, but she found the butter 
bitter, so Betty bought a bit of better butter to make the 
bitter butter better.

Bill had a billboard.
Bill also had a board bill.
The board bill bored Bill,
So Bill sold his billboard
And paid his board bill.
Then the board bill
No longer bored Bill,
But though he had no board bill,
Neither did he have his billboard!

英语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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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标题，你可能一头雾水：“可以给我来太多一点咖啡吗？”

这是什么话？

某日，我乘 SQ281 航班从新加坡回奥克兰，旁座靠窗是一位健

谈的印度人。他看来很喜欢喝咖啡，喝了一杯，还想要。所以，当笑

盈盈的空姐推着餐车再度来临时，他也笑盈盈地大声对空姐说：“Can 

I have a little too much coffee?”此言既出，让英文极棒的新航

空姐一片茫然，这茫然又让自感英文不是问题的那位印度人很是诧异。

我坐在靠走道的位置，介于空姐和印度人之间。不知道是为了帮空姐，还是为了帮印

度人，还是想在他们两人面前秀一下自己的英文，总之，就在他们都茫然无助的时

候，我对空姐说：“The gentleman would like to have a little more coffee.”

（这位先生想再多来一点咖啡。）空姐闻此恍然大悟，赶紧给印度人的杯子里加满咖

啡。回头看那位印度人，他一边喝着咖啡，一边似乎在琢磨：难不成我的英语错啦？

不知道为什么，在近 10 个小时的单调航程中，打从这件小事发生，我的心情就

一路好起来了。我找寻了一下快乐的根源。是助人为乐？不是，我一路帮了不少人，

何曾有过如此的好心情。是在空姐面前有了表现的机会？不是，那是我 20 年前的心

态。是扫了印度人的面子？也不是，我对那位憨厚的印度人印象很好。想来想去，其

实是因为自己又一次打破了一个思维定势：中国人的英语口头表达比印度人差。你可

"Can I have a little too much coffee?"

—我和印度人比英语 

cof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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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说我小题大做，说那个印度人兴许是印度人中的英语不怎么样的，不能以偏盖全。

不过你也别忘了，我的英语在中国人中也不怎么样。所以我俩有着各自的代表性。

印度人说英语也很容易犯错误！这一发现使得我的信心大增。

有人可能会懒得理我：瞧你这出息，和印度人比英语，有本事和美国人比试

比试？

我正要说这事呢。现在就来说说学英语该和谁比。我以为，从全球人才竞争的角

度看，我们学习英语的竞争对手绝对不是美国人，而是印度人。

如果我们掌握好中文，在英文上又不输给印度人，那就足够好

了，要和美国人比英语干什么呢？现实是，尽管印度英语的发音

让我们不敢苟同，但在英语书面表达、英语口语流畅性上，印度

人总体上就是比我们中国人强。由于历史和教育的原因，他们说

起英语来能言善辩，根本不像在操一门外语。能把他们的本领学到，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和印度人比，有什么不妥？

可是有人并不这么比，人家要和美国人比，所谓“以一口纯正美语吓唬美国人”。

眼下有些国人学英语，心高气傲到恨不得一夜之间让美国的播音员全部失业。很多人

不去用心揣摩如何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而是执著地模仿美语发音，出来进去以一

口地道的美国音为豪。每当在中国听到不少刻意撇着美国音的人秀他们的“纯正美

语”，我都有浑身要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就如同小学时听着同班那个口齿不清的班干

部刻意撇着一口播音腔秀普通话。我没有贬低美音的意思，只是忧心一些人把学英语

也当成了攀比的项目，找外教太“唯美”，连操一口 BBC 口音的英国老师都不要，尽

管在英国人的耳朵里，美国人的英语发音简直土得掉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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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堂

说英语人数最多的国家排名—
 1. 美国 （The United States）：2.5亿人，约占其总人口96%。
 2. 印度（India）：1.25亿人，约占其总人口12%。
 3. 尼日利亚（Nigeria）：0.79亿人，约占其总人口53%。
 4. 英国（United Kingdom）：0.596亿人，约占其总人口98%。
 5. 菲律宾（the Philippines）：0.488亿人，约占其总人口58%。
 6. 加拿大（Canada）：0.252亿人，约占其总人口85%。
 7. 澳大利亚（Australia）：0.182亿人，约占其总人口92%。

英语为母语人数最多的国家排名—
 1. 美国 ：2.15亿人。 
 2. 英国 ：0.61亿人。  
 3. 加拿大 ：0.182亿人。  
 4. 澳大利亚 ：0.155亿人。 
 5. 尼日利亚 ：0.04亿人。 
 6. 爱尔兰（Ireland）：0.038亿人。
 7. 南非（South Africa）：0.037亿人。
 8. 新西兰（New Zealand）：0.036亿人。

资料来源：2011年12月20日英文维基百科网

（http://en.wikipedia.org/widi/English_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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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多的

假如你在商店里听到这段话，你会有何感觉？—

“We got all colour. We got blue one, red one. We got orange one, 

green one. White one also got.”

这是我在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的免

税店里听到一个店员在说英语，他是在

向我介绍领带。尽管我对他的领带感觉

不错，但是因为我

对此类 got 具有由来已久的反感，我还是没有驻足。

我说的“此类 got”，是指表示“拥有”的“got”。在马来

西亚、新加坡的 Manglish 和 Singlish 口语中，你想听到 have，

has 或 had 很难，只要是表示“有”，一律用 got，所以才出现

本文开头的一幕。也许是因为我听到的 got 密集型句子碰巧都从发音很差的人口中讲

出，也许是因为 got 本身就充满俗气，我坚信满口 got 的人是讲不出好听的英语的。

不过，话要说回来，我后来发现，就是这个 got，似乎成了跨出国门的人群的统

一烙印了。君不见，在小留学生中，“You got a girlfriend?”和“He got huge 

money.”这类句子不绝于耳，而这些话在他们没有出国时，纵然是经过“魔鬼集训

营”的训练，也未必能这样应用自如，他们至多只会说：Do you have a girlfriend? 

Have you got a girlfriend? He has huge money. He has got huge money...

我们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无论英语造诣多深，说出的英语大多显得过于中规中

“got”是从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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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有时与环境格格不入。往往是造诣越深的人，说出的

英语越另类。那么造诣浅的人呢，说出的英语可能就像小

学生背书一样。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发现，再反观周围满

口 got 的人，我问自己：难不成真的是因为 got 有魅力才拥有那

么多的粉丝？

我记得自从我在新西兰安心住下来，就不得不经常用 got 了。我

还记得印象最深的是这句话：“You got a minute?”我经常听别人说这句话，自己

也经常说这句话。老外想问你有没有时间和他说上几句话时，通常都是这样说的，而

我觉得在熟人之间这样问最简便省时，所以也会这样说，于是便收起了中规中矩的

“Do you have a little time?”或“Have you got a little time?”的句式。

就这样，表示“有”的 have 先被 have got 代替，而 have got 中的 have 又或

被弱读、缩略或省略，以至于再也听不到了，只能听到 got。

光是一个“有”，可能不至于让 got 大放异彩。got 之所以满耳都是，还因为一

个“必须”。大家都知道 have to 表示“必须”，而它也可以由 have got to 代替。

同样，have got to 中的 have 不是经常被弱读、缩略，就是被省略，用一个文一点

的词，就是“式微”了。例如，“He has got to go”通常会被说成为“He’s got 

to go.”而“You have got to be careful”则会被说成“You’ve got to be 

careful.”

不管怎么弱读、缩略、省略，got 的发音总是重中之重，让你觉得整个句子强

调的就是这个 got，而 have 则似乎不再存在了。所以，在所听到的英语中，总会感

觉 got to 取代了 have to 和 have got to。“I have to go!”会先变成“I have 

got to go!”，再变成“I’ve got to go!”，再变成“I got to go!”，再变成“I 

gotta go!”越变越偷懒，越变越不合语法。我想此类 got，还是不学为好。“I have 

to go”有什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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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适当的词填空，每个空格必须填写一个单词。
缩约词（contracted words）计为一个单词。

  1. We ________ got a fridge yet.   
 2. Does Christine ________ a house? 
 3. Have you  _________ the time?   
 4. ____________ Robin have satellite TV?  
 5. It  ___________ have much of a future.  
 6. Louise and Joe _________ three kids.  
 7. Fiona ________ access to the Internet.   
 8. Elaine’s _________ one dog called Toby.   
 9. Julie ________ got a new bike. 
10. I _________ have much time.  

英语闯关

[参考答案]

1. haven’t  2. have  3. got  4. Does  5. doesn’t 

6. have  7. has  8. got  9. has/hasn’t  10. don’t

有些 got 非此“偷懒 got”，只是 get 的过去式而已，所以不能冤枉它们，例如：

He got a new car. 在这句话中，got 是 get 的过去式，作一般动词用，表示“得到，

弄到，搞到，买到”。不过，我还是觉得不用 got 更好。如果他的车不是偷来抢来的，

为什么不可以把“He got a new car”说成“He bought a new car”？同样，“She 

got milk at the store.”最好说成“She went and bought milk at the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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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盲英语”：gonna 和 wanna 

在国内学英语，很少从老师口中听到 gonna 和 wanna，自然也没有学会熟练运

用这两个词，导致初到国外，听到别人 gonna 和 wanna 不绝于口，觉得 gonna 比

going to 听起来显得原汁原味，wanna 也比 want to 显得原汁原味，所以很是羡

慕。后来知道这是因为国内的外教大多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文教专家，排斥街头英

语，所以即使在口语中，也大多说得很规范，以供中国学生模仿。

现在终于有机会终日聆听 gonna 和 wanna 了，我便有意识地私下操练使用这两

个词，逢 going to 必说 gonna，逢 want to 必说 wanna。如果我想表示 We are 

all going to die at the end of day，我必会说 We’re all gonna die at the 

end of day；如果我想表示 I want to be on CCTV，我必会说 I wanna be on 

CCTV；如果我好为人师的毛病犯起来，我一定会端着身架对着 80 后、90 后说：You 

gotta know what your future life is gonna look like。

在 很 多 情 况 下，gonna 和 wanna 还 比 going 

to 和 want to 听起来有人情味。比如说，当我

即将离开工作了一年多的那个地方，和同事话别

时，同事的一句 We are gonna miss you 就是

比 We are going to miss you 听起来亲切自

然，至少我是这么感受的。

不过 gonna 和 wanna 好像没有一个好的身世。至

于 gonna 和 wanna 这两个发音的来历，人们都这么讲：

going to 说得够快了，自然会发成 gonna 的音；同样，want to 说得够快了，自然

正文1-154兰色.indd   99 2012.6.5   3:49:09 PM



——那些年老师没教过的英语妙招

100

不喊“哎哟”喊“OUCH”

会发成 wanna 的音。说得快没什么不好。所以，在口语中，gonna 和 wanna 应该没

有什么值得非议的。

不过，说到写英语，gonna 和 wanna 的施展空间则一直被打压。专家们告诫我

们，如果是在写比较正式的东西，除非是引用别人的话，否则最好不要用 wanna 或

gonna，因为 wanna 和 gonna 根本就不能算作标准的英语书面语。据称它们是为文

化水平低到不会正确书写 going to 和 want to 的人士创造的，被定性为“视觉方言”

（eye dialect），说白了，就是“文盲英语”。

“视觉方言”的意思不是用眼神传达的语言，而是指那些非正规的单词拼写方

式，除了 gonna 和 wanna，还有 gotta (have got to) 和 cuz (because) 等。它们

为帮助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将口语转化为书面语而存在，可以说是供阅读的土语。还曾

有语言专家忠告英语学习者，除非看文章的人值得信赖，不会

因为这一“没文化”的标志用词看不起写文章的人，否则

千万不要让 wanna 和 gonna 出现在你的大作中。该专家

还提醒，就算注明是引用别人的话，也要很小心，因为用

gonna 和 wanna 记录别人说的话，隐含着那人文化水平不

高的意思。

看来，“视觉方言”至少可以说是一个有争议的东西，一方面，

可以说它们是不可不知的，否则我们无法真正了解生活中的英语，例如：漫画、歌

词、电影对白等处处可见视觉方言。另一方面，对处于学习规范书面英语阶段的大多

数人来说，它又是不宜借鉴的东西，因为落到纸上的东西，要非常小心。

总结一下，对于“视觉方言”，在口语中是多用，少用，还是不用，要看和谁说

话。如果对方说“I’m going to...”，我们最好不要说“I’m gonna...”；而在写英语

时，不管我们的行文风格多么浅白随意，都应毫不犹豫地与 gonna 和 wanna 划清

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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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闯关

试将下列“视觉方言”改写成规范的英语。

 1. I’m not gonna tell you.
2. What are you gonna do?
3. I wanna go with you.
4. Wanna beer?
5. Gotta go now.
6. I gotta gun.

[参考答案]

1. I am not going to tell you.

2.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3. I want to go with you

4. Do you want a beer?

5. I have got to go now.

6. I have got a g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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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不小心被针扎了一下，或者别人不小心重重地踩了我们的脚，如果不想

释放不自觉的本能，我们该如何作出反应呢？

这要看踩我们脚的是什么人，如果是同胞，就比较简单，你只需“哎哟！”地叫

一声，大不了再紧蹙眉头作疼痛状。如果是讲英语的人，我们除了“Ouch!”一声，

似乎别无更好的选择，最多再捎上一句“You stepped on my foot!”。不过，如果

英语学到家了，我们就会在被针扎之时本能地迸出一声“Ouch!”这也许可以列作用

英语思维的征候。

摆脱中式英语，培养用英语思维，像 ouch 这样的很难跻身于各种雅思词汇表的

小小的叹词（interjection），可谓能够“小兵立大功”，不妨尝试多掌握。而往往正

是这些词，中国学生不大容易从课堂上扎扎实实地学到。

为了一个繁重的任务争分夺秒地、夜以继日地忙啊忙的，终于完成了，如释重

负，无限感慨⋯⋯此时此刻，千言

万语无法表达情怀，只有一个叹

词可以让你释怀—Phew！

M疼了，不喊“哎哟!”
喊“Ouch!”M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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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经过几个月的辛劳，你的又一本著作终于脱稿付印，这时，你可以对你的朋友

说：“Phew, I just finished another book!”一个硕士生完成毕业论文初稿后，

通常会有类似的感叹：“Phew, I am free at last! I will submit it promptly.”

（啊！我终于自由了！我马上就把论文交上去。）不过，松一口气不只会发生在大

功告成后，也会发生在庆幸躲过了什么。“Phew! It’s bloody lucky I didn’t go 

that night!”（啊！那天晚上我没去简直太幸运了！）。至于为什么庆幸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说话者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表达出了后怕的心情。当然，phew 还有另外一些

微妙的情感表达功能，这里只展示其要。

跟 ouch 和 phew 并驾齐驱的还有 oops，这三个词可称为“叹词三甲”。oops 这

个词看上去就有点不和谐，让人怀疑用它来表示惊讶、狼狈时所发出喊声的正当性。

到底是什么事情会让人又惊讶，又狼狈？我看最容易让人理解的场景是男歌星唱歌

跑调，或者女明星非故意走光。当然，oops 绝对不是男女明星的专属词汇，我们普

通人也常有一些情景需要一句“Oops!”来了断。例如，如果尊夫人对你家教很严，

清规戒律数不清，以致你天天犯错，焦头烂额。每当此时，你知趣地说一句“Oops, 

I did it again.”也许可以免去夫人的纠缠不放。因为犯了错误后，你在第一时间

以“Oops!”发声，证明你这个错误实属一不小心，让自己也非常惊讶，不仅毫无恶

意，而且后悔不迭，纵然夫人怒火万丈，只要她有一定的英文造诣，深谙 oops 的精

髓，都应该让你感到“It’s okay.”注意，oops 有惊讶之意，所以，你如果是故意迟

到，你就不配说“Oops! I’m late.” 

如果你自我定位是一个不拘小节、丢三落四的人，oops 会成为你的至爱。你可

以说“Oops, I lost my car key in the boot!”（哎呀，我把车钥匙落在后备箱里

了！）你也可以说“Oops, I forgot to save the document!”（哎呀，我忘了保存

文件了！）如果你淘米烧菜忙活了若干小时后，当全家正坐下来准备吃饭之时，你才

发现生米依然没有煮成熟饭，这时你就大可以说：“Oops, I forgot to turn on the 

electric cooker!”（哎呀，我忘了打开电饭煲开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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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透视

常见叹词（interjection）的用法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ouch，phew，oops，英语中还有一些
叹词十分常用—

Bingo!
  Tom在解一道数学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找到了答
案。于是他高兴地说：“Bingo! Here is the answer!”（太棒
了！找到答案了！）

Encore!
  天王级歌星演唱会上，节目精彩绝伦，全场气氛高涨，眼
见接近尾声，歌星正在谢幕，此时全场观众大喊：“Encore! 
Encore! Encore!...”翻成中文就是：“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
来一个！⋯⋯”

Hurray! 
  在赢得一场比赛后，运动员们十分喜悦，欢呼雀跃：
“Hurray! We won the game!”（万岁！我们赢了！） 同学
们通过了考试，奔走相告：“Hurray, I passed my exams!!! I 
passed exams, I passed exams!!!”

Hush!
  让某人不要出声，保持安静，最公式化的语言就是：
“Hush! Be quiet.”（嘘！别作声。）有个流行词叫“封口
费”，它的英文就是“hush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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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英语学得怎么样，功到几成，听听对方如何把一句中文翻译成英文，便可

知晓。同样是口译，中译英和英译中大不一样，前者字字见英文造诣，后者尽显中文

功底。

带着老外出差回国，老外说的话自然由我翻译，而国内领

导们的话自然由领导们的外事秘书翻译。所以，在各种会议、

宴席上，我通常都是英译中，从而尽显我的中文水平，同时得

以隐藏我尚欠火候的英文。不过领导没有带翻译时，我就难免

“献丑”了。当为了一个贴切的英文单词搜肠刮肚时，才知道

什么叫平庸。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自己是怎么胡乱翻译“让我们举杯，为中新两国人民的友谊干

杯！”这句话的了，只记得非常糟糕，虽然这句话译不译大家都知道要举杯喝酒了。

听到这句话时，如果能立刻想到 toast 这个单词，那你应属英语很不错的；如

果你能脱口而出带有 toast 的正确句子，则可做我的老师。这么说，是因为我当时

根本没有想到 toast，我想到的竟是 bottom up。我好像是说：For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peoples of China and New Zealand, let us hold up our 

glasses, bottom up! 这样的翻译就如同说：“让我们举杯，为中新两国人民的友谊，

一口干了！”你说是不是大煞风景？

其实我早就知道此情此景中的“干杯”应该用 toast，只是因为对它的用法不熟

悉而不敢用。不知道该用 make a toast, have a toast, drink a toast，还是

propose a toast，还是单用动词 toast 就完事。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疑虑，都是因为

Make a toast：
想好祝词再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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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没有临阵试验过。有了那次糟糕的 bottom up 经历，我终于能够把 toast 整个

明明白白。如今，我终于会说：Let us hold up our glasses and make a toast 

to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peoples of China and New Zealand! 

toast 是酒席上敬酒、祝酒时最常用的词。toast 的本义是面包的一种——吐司。

据说，从前人们在喝酒的时候，为了加重酒味，会在杯子里放一小片土司。cheers 也

是敬酒、干杯用语，但比起 toast 要随意得多。而 bottom up 式的敬酒和干杯，则意

味着一口喝干，彰显“酒逢知己千杯少”之意。

“干杯”是 toast 或 make a toast，“为⋯⋯干杯”则是 toast to... 或 make a 

toast to...，绝对不能用 toast for... 或 make a toast for...。例如：

让我们为项目的成功干杯！—Let’s make a toast to the success of this 

project！

为我们的爱情干杯！—Let’s make a toast to our love!

让我们为失败干杯！—Let’s make a toast to the failure!

让我们同往事干杯！—Let’s make a toast to bygones!

如果我们能够熟练使用 make a toast，便可以尝试变化

了，我们可以说：I woul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the 

health and happiness of all our friends present here! 

（我提议为在座的所有朋友的健康和幸福干杯！）

如果我们把 toast 用得更到位一点，就能够把别人的话译

得很漂亮。例如，“最后，请大家和我一道，为我们之间的贸易

和友谊，为我们新西兰朋友们的健康，干杯！”可译作“In closing, I would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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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nvite you to join me in a toast. To the trad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us! To the health of our New Zealand friends! Cheers!”

如何祝酒（make a toast）？

Step 1
  如果你事先被安排要祝酒 （give a toast），应认真准备好
要说的话。祝酒词不要超过一分钟。若是即兴敬酒，就可以使用
一些很好用的“套话”，例如：“To our guest of honor, Ian. 
May all your hopes and dreams come true and your future 
be filled with happiness.”

Step 2
  祝酒前确认每个人不空杯，但杯中不一定是酒精饮料
（alcoholic）。

Step 3
  敬酒前要提请大家注意，可以说: “Your attention, please!”
或者说: “I’d like to make a toast.” 给大家转移注意力的时间。

Step 4
  要面向你敬酒的对象（the person(s) you’re honoring），
正视他/她/他们，并对大家讲述你敬酒的理由，然后和主宾
（honoree）目光相交，举起酒杯，抿一小口酒（take a sip），
其他人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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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个传说—像一个传说

和初次见面的人打招呼，或被介绍给初次见面的

人时，要说“How do you do?”，不要说别的，绝

对不要说“How are you?”，而另一方则要以同样的

“How do you do?”回应⋯⋯这个知识点相信很多

人都知道。问题是，我来国外这么些年，和无数初次

见面的人打过招呼，也给无数初次见面的人相互介绍

过，可就是没有从别人的口中听到过一句“How do you do?”。困惑之中，我“抛

砖引玉”地冲对方叫：“How do you do?”，心想这下对方除了“How do you do?”

一定没话可说了。结果让我更加困惑：没有人拿我的“How do you do?” 当回事，

照常说他们的“Hi, I’m Ian. Nice to meet you!”，或者干脆一个“Hi!”完事。

我们曾为掌握了 How do you do 和 How are you 的区别而踌躇满志，在哪儿

见到老外都热情如火、信心满满地冲着他们发声：“How do you do?”，并提醒自己

有朝一日出国后，一定记住用 How do you do 而不用 How are you，因为刚到异国

他乡，和所有人可不都是“初次见面”吗？可真正到了国外，才知道在中国人气很旺

的 How do you do 在这里简直就是异类。一个老外对我说：“How do you do... 我

只能从儿时的记忆中才能找到它的踪迹。我敢肯定我一生中从未用过一次，也不记得

何时何地听过。”他说也许有的老外之间开玩笑故作上流社会状时，会调侃一句“How 

do you do?”，我想那就像我们和朋友见面时来一句“贵体无恙”差不多！

不过 How do you do 在英国上流社会确实曾显赫一时，一度是最常用的、最体

面的问候语。就像他们管餐巾叫 napkins，管厕所叫 lavatories 一样，见面时他们用

How do you do 打招呼。尽管普通人管餐巾叫 serviettes，管厕所叫toilets，见面

打招呼时用 hello。据说，How do you do 这句话看起来简单，其实很有学问。句

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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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第二个 do，从公元 15 世纪起就被赋予了 prosper and thrive（兴旺发达）的

含义。就是在今天，园艺师有时还称长得枝繁叶茂的植物为 a good doer。How do 

you do 起源于 17 世纪，本意是询问健康状况，相当于今天的 How are you；到了

19 世纪，成为了一般的问候语。

斗转星移，若干年后的今天，不只是在英美，包括在其他英语国家，平时都已经

几乎听不到这句问候语了。也许，在以“自由、平等、人权”为核心价值的现代英语

国家，没有谁想特意用语言把“上等人”的标签贴在自己脸上。即使在很多很正式的

场合，也已时兴使用平民化、大众化的语言。

毫无悬念，How do you do 大势已去。在一个没有 How do you do 的时代，

我们不必担心没有合适的语言和陌生人打招呼，因为正是我们有太多的更好的语言，

How do you do 才光环褪尽，直到无人问津。不管是正式场合还是非正式场合，没

有了 How do you do，我们和素不相识的人打起招呼反而更加丰富多彩。初次见

面，一个“Hello!”足以架起友谊的桥梁。如果你想正式一点，不妨多说一个词，

用“Good morning!”，或“Good afternoon!”，“Good evening!”。回应呢？也不

用“How do you do?”那么仪式化了，完全可以体贴地问对方：“How was your 

trip?”，或者“Did you find our office easily?”

如果说 How do you do 还在发余热的话，那也已经变得随和多了，表现就是它

已经不需要对方也回敬一个 How do you do 了。听听 Ann 和 Paul 两个初次见面的

人被 Jones 介绍后各自说了什么吧—

Jones: Ann, may I introduce Paul? 

Ann: How do you do? 

Jones: Paul, this is Ann.

Paul: Pleased to mee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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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问候（Greetings）

朋友间常相互说“Hi”，然后常问一些一般性问题，
如“How are you?”，或“How are things?”，或“How’s 
life?”。此类问题一般须正面回答，如“Fine thanks, and 
you?”，或“Fine thanks, what about yourself?”，或“Not 
bad.”  

问候不认识的人，也可以说 “Hello!”，但是“Good 
morning/afternoon/evening!”会显得更正式一点。对方通常
以同样的话回应，然后展开礼貌的谈话，如“How was your 
trip?”，或“Did you find our office easily?”

在非正式的party上自我介绍可以说，“Hello, I’m Lucy.”，
或“Hello, my name’s Lucy.”对方的回应一般是：“Hi, I’m 
Sally.”，或“Hello Lucy, I’m Sally.”，或“Nice to meet you, 
I’m Sally.”

英语透视

正文1-154兰色.indd   110 2012.6.5   3:49:12 PM



英语口语的表
达和交际

Part Four

111

救急不救穷的“填空词”
"Well...um...you know...basically...I like your idea...right...but...ok...the 

thing is...it’s like...actually...your idea is...I mean...not doable. You know 

what I mean?"

上面这段话，如果是有人对您说的，您会感觉如何？烦不烦？

不算标点，这段话一共用了 31 个单词，其中有 22 个单词都是充数的，叫 filler 

words（填空词）或 hesitation markers（犹豫词）。以正常语速，这段话需要说上

25 秒，其中有 20 秒都是在“混时间”的。

如果要我来说，我可以从从容容地在

5 秒钟内把上面这段话的意思忠实地表达

出 来 —“I like your idea but it is 

not doable.”（我喜欢你的想法，但那不可

行。）

这 样， 我 把 filler words

拒绝得一干二净，说出的话听

起来也干净利索多了。可见，

filler words 并不是可以用来美化我们语言的灵药，相反，是不宜多用的东西。

什么叫“不宜多用”呢？“不宜多用”是否意味着“不妨少用”？

这个问题得因人而异地去回答。如果您的毛病就是把 filler words 用到滥，像说

开头的那段话的人，不妨“矫枉过正”，像青少年戒网瘾一样坚决拒绝。如果您从来

都没有用过一次 filler words，因为您从来都不会用，则不妨偶尔一用，就像从来没

有上过网的人一样，偶尔上一上网。这是因为，filler words 并非一无是处。

fil
ler

 w
or

ds

救急不救穷的“填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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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filler words 真的一无是处，就不会有那么多母语是英语的人那么喜爱用

了，显然是有人尝到了甜头。过来人都会有此体会，不管这些“填空词”有多冗余多

累赘，它们在帮助我们迈向流利英语的旅程中功不可没。有时候，我们还没有想好要

说什么，或者还没有组织好一个句子结构，但是不能卡在那儿半晌不出声，也不能胡

言乱语。怎么办呢？说时迟那时快，这些 filler words 帮我们解了围！虽说是“废

话”，但它总比“哑口无言”好，也比“胡言乱语”好。

老外也熟谙此道，应该说正是他们这些母语是英语的人一手制造了英语中所有

的 filler words。用他们的话说，这些 filler words 可以为说话人 buy time（赢得

时间）。有的时候，这些 filler words 对听话人也无害，听话人可以在 ignore 这些

filler words 的时候，趁机放松一下劳累的双耳嘛。

所以，才有一些口语老师，专门教学生这些 filler words，而有些学生，也真的

受益于此，特别是可以在简单会话中冒充 native。

然而，这些 filler words 就像一把双刃剑，用不

好反而会伤到自己。比如，在求职面试的时候，应该避免

用这些 filler words。我们期待在有限的时间里向面试官提供尽

量多的信息，不应该留“空”，要“填空词”作甚？

在面试中应该少讲乃至不讲“填空词”。为了强化这一意识，

我们不妨来认识一下一些“填空词”可能在面试官那里引起什么样

的反应吧。

You know（你知道）：你不这么说，我就不知道了？

I mean（我的意思是）：你不这么说，就不是你要表达的意思？

Needless to say（不用说）：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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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honest with you（说实话）：别的都不是实话？

Actually（事实上）：你刚才说的难道都不是事实？

Really?（真的？）：你是在挑战我的可信度？

You may not believe this（你可能不相信）：那好，我就不信你说的了。 

     离不开um, er, basically, actually, et cetera等filler words 
或 hesitation words的人通常有两类。第一类是说话比较武断的
人，他们想借这些填空词或犹豫词不给另一方插话的机会—就
算在“犹豫”，毕竟还在说着话。第二类是说话向来谦卑而不善
言辞（inarticulate）的人。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之女、全力为奥巴马总统拉票的卡罗琳·肯
尼迪（Caroline Kennedy）便是第二类中的杰出代表。她在接
受美国《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的一次采访
中，用了多达200多次“you know”。当被问及小布什的减税政
策是否应该废除时，她说: “Well, you know, that’s something, 
obviously, that, you know, in principle and in the campaign, 
you know, I think that, um, the tax cuts, you know, were 
expiring and needed to be repealed.”这段33个词的话，无非
就是这6个词的意思：That’s something needed to be repealed
（那是个需要废除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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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日语的人，都知道日本人喜欢“挨拶”，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寒暄”。其实，日

本人的寒暄功夫未必比得上英语文化中的

small talk。试看下面这段—

A: Hi Mary.

B: Oh, hi.

A: How are you doing?

B: I’m doing alright. How about you?

A: Not too bad. The weather is great, isn’t it?

B: Yes. It’s absolutely beautiful today.

A: I wish it was like this more frequently.

B: Me too.

上面的这段便是 small talk。说它 small，可能因为它的话题很小，相对于那些

严肃的、工作层面的“big talk”而言，small talk 谈的都是生活小事，而且浮在表

面，没有“深度”。

通常情况下，small talk 都以 greeting 开始，然后引出一个安全的、能让双方

感兴趣（至少是能装出来感兴趣）的话题。上面这段对话共四个回合，前两个回合是

别太
开门见山

了，

何不 “小话儿”？搭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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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候，后两个回合谈天气。谈论天气，是公认的 small talk 中最 safe 的话题。

除非是气象专家，否则天气这个话题维持不了几秒钟，所以通常还需要引入别的

与工作无关的轻松话题，如不具争议性的 current events（时事）和entertainment 

news（娱乐新闻）等。我们来看看 A 和 B 在谈论天气之后又谈了什么—

A: So where are you going now?

B: I’m going to meet a friend of mine at the department store.

A: Going to do a little shopping?

B: Yeah, I have to buy some presents for my parents.

A: What’s the occasion?

B: It’s their anniversary.

他们谈的既不是时事，也不是娱乐新闻，而是由 A 的即兴提问而引入的一个话

题—shopping。请注意，shopping 不是工作或学习上的事情。之所以这么强调，

是因为我们中国英语学习者太容易在和老外的 small talk 中三句不离工作或学习的

本行。

small talk 之所以 small，还因为它不是马拉松式的，正常情况下应该见好就

收。什么叫“好”？就是达到了给对方留下 good impression 的目的。什么叫“收”？

就是见机用得体的 exit lines 结束谈话。

exit lines 指得体的结束谈话的语句。让我们接着看看 A 用了什么样的 exit 

lines 来结束和 B 的谈话—

A: That’s great. Well, you’d better get going. You don’t want to be late.

B: I’ll see you nex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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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e. Bye.

A 听到 B 说为父母的结婚纪念日买礼物时，便顺势说了一句“那你还是去吧，要

不然会迟到的”。You don’t want to be late 便是一个很好的 exit line。

切莫小看 exit lines，有了它们，谈

话双方都能体体面面地结束谈话而得以各

做各的事情去（gracefully move on）。

没有了它们呢？要么没完没了地谈下去，

直到双方对彼此的 good impression 消失殆尽，要么一方唐突地甩手走人，留下另一

方大失面子。

有人看不起 small talk，认为它太浪费时间了—没事别废话了，有事还是开

门见山的好。我就曾是这种“有人”中的一个。碰到老外，我无事时总是一个 hello

拉倒，有事的时候也是先用一个 hello 代替一通 small talk，然后立刻说事。比如

我有事要找 John 谈，我就会这么给他打电话或面对面说：“Hello John，I need to 

talk to you.”因此，老外对我有一个共识，就是我的 manner 是一个 problem。

small talk 是 扩 大 社 交 网（social networking）和 拉 近 人 际 关 系（establishing 

rapport）的重要一环。这一环，在我这里断了。

老外对 small talk 的不折不扣和日本人对礼节的一丝不苟如出一辙。就像两

个日本女性道晚安可以没完没了相互鞠躬十多个回合，老外对这种毫无新意的嘘寒

问暖就像对咖啡一样天天都有需求。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偏偏又像我这样天性严肃

不喜寒暄，想在老外的圈子中得心应手，就很难了。幸运的是，从小学、中学到大

学，我们的英语课堂教了不少 small talk 用语，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拾这些用

语吧：Beautiful day, isn’t it? Pretty nice place, huh? Are you enjoying 

you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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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下列small talk中的不当之处。

对话1
Woman: （站在一个角落独自喝酒。）
Man: Hi there. Why aren’t you dancing?
Woman: （笑。没有回答。）

对话2
Man: So, how do you know Liz?
Woman: Oh, Liz and I go way back. We studied nursing 

together.
Man: Nursing. Hmm. I heard on the radio today that all 

of you nurses are on strike. Are they not paying 
you enough?

对话3
Woman: Uh, thanks. Well, I’d better go and mingle. 

There are a few people I haven’t said hello to 
yet.

Man: Wait! Did you hear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coming to town?

[参考答案]
对话1：woman不作回答有点rude，即使她可能是因为害羞或不认识这个man。
对话2：在small talk中讨论 salaries不合适。对话3：这个man没有意识到这个woman想要结束谈话的暗示。wait 是一个过于直接的词，如果他还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可以说：“Oh, before you go...” 或者 “I don’t want to keep you, but...” 

英语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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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的秘密：	

申请涉外工作，和涉外单位联系，等等，都难免要接听或拨打英文电话。我曾经

一度十分害怕英文电

话，因为面对面说英

文可以用表情、手

势等辅助，总能把

意思表达清楚，而

打电话则全凭声音

传递，那英语要有何

等的流利程度？

现在我要告诉你一

个好消息：打英文电话

原来可以比面对面交谈

更容易。所以，英语流

利当然很好，英语不流

利，也没关系！

这是我的成功经验，

虽然说出来不是很体面，因为我

用了一个老掉牙的笨法子—做好准备。

用英文打电话原来这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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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打电话（making phone calls）：因为电话是我们打的，电话交谈的内容是

我们定的，所以可以说，电话拨通后我们所要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事先在一张纸上

写好。在纸上写好后，多读它几遍，怎么就读不流畅？只要不是视频电话，对方不大

可能想到你是在“读”而不是在“说”。不用担心对方会把话题岔开，因为对方忙得

很，只想就事论事把你的询问回答完了事，不会节外生枝让你说你手中那张纸上没有

的东西。

万一对方闲来无事，谈兴发作，让你们的电话交谈发展到第二步—你非得说超

出准备范围的话不可——那也好办：“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过你也得非常得体地

“走”。你可以说电话线有问题了：“I’m sorry, the line’s bad. Could you repeat 

what you just said?”（对不起，线路不好，您可以重复一下刚刚说的话吗？）听

清对方问你什么后，千万不要急着回答，而要不慌不忙地说：“I’m sorry, I can’t 

hear you very well. Can I call you later?”然后挂断电话，赶紧在纸上起草对

方刚刚让你说的内容，待准备好，再把电话打过去——如果你非打回去不可的话。正

常情况下，是不会发展到第二步的。

这一“笨法子”的最大好处，就是让对方对我们的英语口语有一个正面的第一印

象，这样我们就不会仅仅因为语言障碍就失去机会。

我的朋友 Tom 看不起我的“笨法子”，仗着自己的口语还不错，加上胆大，经常

不假思索，拿起电话就拨，虽看上去比我潇洒，但就是达不到我的实效。请比较我俩

的电话交谈，我是有准备的，他是未准备的。我们要找的人都是 Mr. Smith。

Woman: Hello, Mr. Smith’s Office. Can I help you?

I:  Hello, this is Qilong calling from China. Can I speak to Mr. Smith, 

please?

Wo man: Mr. Smith is not in the office at the moment. Would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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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ve a message?

I:  I prefer to call later. Would you recommend a right time for me 

to call again?

Wo man: Mr. Smith has just been out for lunch. Try half an hour 

later.

I: Thank you very much. I’ll try half an hour later.

半个小时后，我重新打了，把该说的都跟 Mr. Smith“读了”，不用说，事情搞

定了。

再看看口语比我好的 Tom—

Woman: Hello, Mr. Smith’s Office. Can I help you?

Tom: （没 想 到 接 电 话 的 不 是 Mr. Smith 本 人，一 时 有 点 乱）Hello...Can I 

speak to Mr. Smith, please?

Wom an: Mr. Smith is not in the office at the moment. Would you 

leave a message?

Tom: （没想到 Mr. Smith 不在，心想我这可是从中国打的国际长途啊，有点失

望）No, thank you. I will call later. Bye!

Woman: Bye!

放下电话，Tom 便在记事本上记下第二天晚上 9 时（美国时间一大早）再给 Mr. 

Smith 打电话这件大事。 结果 Mr. Smith 到欧洲开会去了，要半个月才能回来。

明白什么是打英文电话的“实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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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空完成下列电话谈话，每空填一个单词。

Operator: Hello, William and Brothers, How can I help you?
James: This is James Jackson. Can I have   (1)   3421?
Operator: Certainly, hold   (2)   a minute, I’ll put you   (3)   .
William: Bob Peterson’s office, William speaking.
James: This is James Jackson calling, is Bob   (4)   ?
William: I’m afraid he’s   (5)   at the moment. Can I take a   (6)   ?
James:  Yes, could you ask him to call me at 82615211. I need to 

talk to him about the proposal, it’s   (7)   .
William: Could you   (8)   the number please?
James: Yes, that’s 82615211, and this is James Jackson.

[参考答案]

(1) extension  (2) on  (3) through  (4) in  

(5) out  (6) message  (7) urgent  (8) repeat

英语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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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个老外和你聊天，说他的女儿申请了一所名校，正在等待校方的消息，能

否录取，心里没有底。听到这里，你觉得应该对他说什么好呢？

此情此景，说什么都不如说下面的这句话好—

Let’s keep our fingers crossed (for her)!

这句话的意思是：让我们（为她）祈祷好运！

多么得体的一句英文！

正因如此，由 keep fingers crossed 和 cross fingers

组成的句子很受欢迎，没说过这句话的老外应该不多见。

比如说在工作中，每当有检查组莅临，老外们总会对我

唠叨：“Let’s cross our fingers!”意思是但愿检查组能够

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千万不要查出问题来。只要较起真来，哪能查不出问题？所

以，能否查出问题，只能听天由命，祈祷吧！

虽说没有几个老外没说过这句话，但我发现这句话在我们中国英语学习者中还没

有热起来。比如说，听到前面的那个老外说他女儿在等学校的消息，我们极有可能说

的一句话就是“Let’s wish her good luck.”或者“Don’t worry. She won’t have 

problem.”虽说未尝不可，但比起 “Let’s keep our fingers crossed”少了很多神采。

之所以不太会用，我看还是不太熟悉。直到今天，我发现不少同学还不知道

fingers crossed 确切的中文意思，有的人将之翻译为“十指交叉”。这有点想当然，

Fingers crossed：
中指扣食指，好运快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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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祈祷都是双手合十，十指交叉，而 fingers crossed 是祈祷好运的意思，所以这

种手势一定是十指交叉。这当然大错而特错。

fingers crossed 是 一 种 不 需 要 双 手 去 完 成 的 手 势，它 的 动 作 要 领 是 将 中 指

（middle finger）弯曲，放到食指（index finger）的上面。而“双手合十，十指交

叉”则是需要双手才能完成的手势，其动作要领是 palms together（双手掌心

相对）。

不能小看这两个手势的区别，因为这涉及到“言行一致”的问题。

当 你 说 Let’s keep our fingers crossed 的 时 候， 如 果 辅 以 fingers 

crossed 的动作，会锦上添花。但如果搭上 palms together 的动作，则画

蛇添足了。

有的英语学习者可能为此想不通，以为祈祷明明是双手合十，为什么一定要是

“中指扣到食指上”？多别扭！

原因很简单：据考 fingers crossed 手势的本身并非祈祷，而是驱邪。邪气被赶走

了，运气自然就来了，这就是 fingers crossed 含“祈祷好运”的原因。

其实 fingers crossed 这个手势很有学问，用不好就要真的出“洋

相”了。比如说，如果双手同时做这个动作（cross fingers on both 

hands），就会被视作坏运（bad luck）。这真是比画蛇添足还糟。再比

如说，一边发誓一边把手放到背后做这个动作（cross fingers behind the back），就

表示发誓的人在说谎。没有人会那么笨，特意用这个动作来宣示自己撒谎，所以这种

动作可能只在老外的滑稽表演中才能看到。

不要以为 fingers crossed 只能用来祝福别人，我们也可以用它来祝福自己。

比如说，你刚刚参加完公务员考试，老外见面问你：“How did your exam go?”

你可以这么回答：“The results will not come out until next month. I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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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祝福的其他用语：

Wish you luck!
Good luck to you!
Good luck on your exam!
Good luck in the year ahead!
Wish you the best of luck!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all!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I wish you well! 
Best wishes!
Best wishes for you!
Best wishes to you!

英语秀场

keeping my fingers crossed.”（考试成绩要到下个月才能出来。我正在祈祷上天保

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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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gue language:

有时候，我们在路上遇到熟人，对方礼貌地问我们：“上哪儿？”我们时常会这

么回答：“去买点东西。”“东西”一词很模糊，但好就好在模糊。它比回答“我去买

彩票”、“我去买玫瑰花”或者“我去买卫生纸”等等好多了。

口语中使用这种有意避免特指的“模糊”的语言（vague language），老外毫不

输我们。就拿这“东西”来说，老外的 stuff 一词可谓与其神似。我经常在超市里听

到他们窃窃私语：

We’ve got too much made-in-China stuff in the supermarket.（这个超

市里中国制造的东西太多了。）

Great stuff! I take it. （好东西！我买了。）

不要以为只有放到超市货架上的东西才叫 stuff，stuff 无

处不在。我经常听到想学但未学成中文的老外抱怨：

Chinese is tough stuff. （中文这东西真难学。）

如果你给老外发了一段有趣的视频什么的，老外可能会回帖：

Hi, it’s good stuff! But it is much slower on my computer. （你好，发

的是好东西！但在我的电脑上播放得很慢。）

除了 stuff，英语中另一个表示“东西”的模糊词就是 thing 了。thing 不光表示

可数的“东西”，也有“事情”、“情况”的意思，但一样地“模糊”。如某人从超市里

“模糊”
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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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了牛肉、鱼、火腿和各类蔬菜到家后，对他的妻子说：

Put these things in the fridge.（把这些东西放到冰箱里。）

谈到 made-in-China stuff，不是所有的老外都抱怨。有个老外说：

The main thing about made-in-China stuff is that it is cheap.（中国

制造产品的主要特点就是便宜。）

关于 thing，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

How are things?（情况怎么样？）

如果你在中国，老外在美国，他就可以这么问你：

How are things in China? 意思是你在中国那边怎么样。

和 stuff 与 thing 并驾齐驱的一个“模糊表达”就是 something like that 了。

前面提到的“你给老外发了一段有趣的视频什么的”这句话用英语可以这么说：

You have sent him an interesting video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如果你问老外：学生们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什么？老外可能会这么回答：

The number one question that my students ask me is“How can I 

improve my spoken English”or something like that.（我的学生问得最多的问

题是“我如何提高英语口语”或类似的问题。）

something like that 的意思是“类似它的东西”、“差不多就那东西”、“类似的

话”等等。

如果有人问你“How are things?”你可以回答“Not bad!”或类似的话。

上面这句话，翻译成英文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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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nyone asks “how are things?” you can say, “oh not bad” or 

something like that.

stuff，thing，something like that 之所以被视作 vague language，是因为

它们都没有给出特定的、精确的信息。特别是 something like that 含有的不确定

性、不精确性，使得句子的语气柔和、客气多了，听起来更像建议而不是指令。请体

会下面的这个对话：

Karl:  What do you want for your Christmas present? 

（圣诞节你要什么礼物？）

Kim:  Well...chocolate or something like that.（嗯……巧

克力，或类似的东西。）

Kim 用 something like that 这个模糊表达，不仅使得自己

的诉求更加委婉，而且给了 Karl 选择的自由。都说“难得糊涂”，我看“模糊”也同

样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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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闯关

写出下列句子中thing(s)和stuff可能表示的含义。

例：1. This thing has got stuck in the lock.
        
    2.  It’s a wonderful thing and keeps my young children 

occupied for ages.
       
    3.  I bought a couple of bottles when I was in Scotland. 

It’s great stuff.
       
    4.  We don’t need these things. We can eat the chicken 

with our fingers.
       
    5.  What’s that white stuff called that you mix with water 

to make bread? 
       
    6.  There was a great thing on television last night about 

elephants. 
       
    7.  I couldn’t get any more stuff in my suitcase.
       

[参考答案]

1. the key  2. a type of toy  3. whisky  4. knives 

and forks  5. flour  6. programme  7. cloth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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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英文表达，就算一辈子不知道它的意思，也不会影响沟通，因为它本身根

本就没有实质的意义。但如果我三天两头从别人的口中听到它们，我就会感到忍无可

忍，直至下决心彻底弄清楚它们的含义。so to speak 便是这样一个表达。

听听这些人都在说什么—

My colleague Bob is a boss pleaser, so to speak, and he even dresses 

like the boss.（我的同事 Bob 可以说是很会讨老板欢心的人，他连穿衣服都学老

板。）

I am looking to find myself, so to speak, and need ideas for where 

to start. （我可以说正在寻找自我，需要想想从哪里起步。）

I have just been back from the dead, so to speak.（我可以说刚刚死而

复生。）

so to speak 是什么意思呢？

很多人认为它的意思在于指出一种说话的方式，相当于

英文的 in a manner of speaking。至于 in a manner of 

speaking 又 有 什 么 意 义，大 家 就 十 分 困 惑 了，都 说 so to 

speak 的意思很诡异，是最难理解的表达之一。

而很大一部分人则宁愿相信 so to speak 没有任何意思，只是跟 you know 和 I 

mean 一样的普通填空词（filler words）而已。

在前面的例句中，so to speak 到底有没有传达什么语义呢？如果把 so to 

speak 拿掉，句子的意思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

我最难掌握的插入语

 
 : 

 So to 

Speak

正文1-154兰色.indd   129 2012.6.5   3:49:39 PM



——那些年老师没教过的英语妙招

130

不喊“哎哟”喊“OUCH”

比较一下，不难感觉出 so to speak 有以下两层含义：

1. 提醒听者，说话人在使用一个有别于寻常的表达，如 boss pleaser，find 

myself 和 back from the dead；

2. 向听者言明，说话人使用的表达未必准确，但姑且就那么用了，隐含请求听话

者不要深究这一意思。

以上的两层含义，足以把 so to speak 和 you know，I mean 之类的填空词区

分开来。

这让我想起了一幅画的题目：A Lovely Girl — So to Speak（《可爱的女

孩—姑且称之》）。这其实称不上一幅画，只是一个两岁的外国小女孩的涂鸦

（scribbling）。小女孩告诉爸爸她画的是 a girl，于是便有了这幅画的名字。在这

里，一个 so to speak 让我们一目了然：原来这只是涂鸦！这种情形下，如果把 so 

to speak 拿掉，就不仅让人匪夷所思，而且童趣全无。

网上曾出现过一个很有创意的帖子，把 so to speak 的功效发挥得淋漓尽致。帖

子很简单，仅是一张某位“姐姐”的照片，但也有不简单的地方，就是在照片下方有

一行字：Oscar Star — So to Speak（奥斯卡影星—姑且这么说吧）。怎么样？

除了 so to speak，有哪一种填空词可以如此出效果呢？

因为以上缘故，我绝对不相信 so to speak 是可有可无的填空词。

前面提到 so to speak 的两层含义中的第一层是“提醒在使用一个不寻常的表

达”。很多情况下，这个“不寻常”的表达是 idioms（习语）、slangs（俚语）或

phrasal verbs（短语动词）。在使用这些词语时使用 so to speak，同时含有（如果

引用不准确）希望听话人原谅的意思。人们大多喜欢引经据典，但又没有十足把握，

怎么办呢？ so to speak 便派上用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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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view is a pretty simple one: this is a storm in a teacup, so to 

speak. （我的看法很简单：这可以说是小题大做。）

Trying to define "so to speak" is a pain in the neck, so to speak. （给

so to speak 下定义可以说是件很讨厌的事情。）

Anyway, this article sheds some light, so to speak. （不管怎么说，本

文可以说做了某些阐明。）

英语学堂

插入语（Parenthesis） 

顾名思义，插入语在句子中是增添、插入的成分。判定插
入语用得是否正确，一个主要方法就是把插入语拿去，看句子
是否还完整。

在书面英语中，把插入语和句子隔开的符号有三种：逗号
（commas）、破折号（dashes）和括号（brackets）。例如：

Frankly speaking, I don’t like the job.
He  was - to me at least, if not to you - a figure that 

was worth having pity on. 
He was (strange as it seems) an excellent sportsman.
插入语的形式很多，形容词及其短语、副词及其短语、介

词短语、现在分词短语、动词不定式、代词词组、从句、句子
等均可以充当插入语，如：sure enough, frankly, by the way, 
generally speaking, to tell you the truth, all in all, as you 
know, it is sai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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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学过 go Dutch 这个短语，知道它是“各自付账”的意思。我们中国人把这

叫做“AA 制”。但对这个 go Dutch，我一直有几个困惑。

第一个困惑是 go Dutch 居然也能算作“请客”，即所谓 Dutch treat（荷兰式

请客）。我很难想象自己盛情邀请别人去饭店吃饭却让别人自己付账。go Dutch 的支

持者说，花时间陪 Dutch treat 的被邀请人一起去吃饭也是一种

付出，付出的不一定非要是钱。那我倒要问：到底是谁请谁的

客？难不成你让我花时间陪你去吃饭，到头来我还欠你个人

情，就因为你是请客的人？

第 二 个 疑 惑 是 go Dutch 的 可 操 作 性，即 如 何 算 账。是

各 人 付 自 己 吃 的 那 部 分？还 是 平 分 账 单（split the 

check）？如果是付自己吃的那部分，那部分到底占多

少？有时候，一条大鱼上来，两个人可能都没怎么吃，这怎么

算？如果是平摊账单，万一客人吃得比自己少，那邀请岂不是

让人家吃亏了？看来，go Dutch 天生就不适合我们中国人，只

有西餐馆才能从一开始就给你分得清清楚楚。

第三个困惑是 go Dutch 的身世。都说这个俚语最早起源于荷兰

的商人圈子，因为商人的流动性强，某人请别人的客，被请的人说不定这

辈子再也碰不到了，为了大家不吃亏，彼此分摊便是最好的选择了。但从后来使用的

频率看，最不可能以 go Dutch 方式进行的恰恰是商人圈子中的 business lunch。

第四个困惑是 go Dutch 的语法。有人说 go Dutch 就是“去荷兰”的意思。那

我们为什么不说 go to Dutch。如果“Go China!”是“中国加油！”的意思，那

请客  与  go Dutch

不可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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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Dutch 岂不成了“荷兰加油”？所以“去荷兰”是绝对错了。依我看，go Dutch

可能是“做一回荷兰人”的意思。因为 go 这个词有“变得，成为”的意思，例如 go 

native 就是“变成当地人，入乡随俗”的意思。

第五个困惑是 go Dutch 到底是褒还是贬。这么问，是因为我发现英语中凡涉

及 Dutch 的俚语或习语都是贬义居多。如：beat the Dutch（做惊人之举），get 

somebody’s Dutch up（使 某 人 发 火），talk to somebody like a Dutch uncle

（严厉教训某人），Dutch concert（乱糟糟的音乐会），Dutch act（自杀），Dutch 

comfort（苟且偷安），Dutchman’s land（虚幻景象），Dutch gold（假黄金），Dutch 

widow（妓女），get in Dutch（于精神困境中），talk Dutch（乱讲些听不懂的话）

等等。

困惑归困惑，如果老外们每次都和我们 go Dutch，

我 们 也 不 能 犯 傻，次 次 为 他 们 付 账，所 以 还 是 要 学 会

go Dutch 的用法。如果老外在你那里，午饭的 时 间 到

了，你既不愿轰走他（因为你要练口语！），也不愿请

他客，这个时候，go Dutch 就能帮你解套了。你可以

说—

Let’s go out for lunch, but we’ll go Dutch.（咱们吃午饭去，不过我们来

个 AA 制吧。）

Shall we go for a Dutch lunch?（我们去用 AA 制午餐好吗？）

如 上 句 所 示， 和 go Dutch 相 关 的 表 达 还 有：Dutch lunch/supper, Dutch 

party, drink Dutch, Dutch treat。

一些女孩子关心在约会的时候要不要自己付账，听听下面这位过来人的建议也许

有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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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 really shouldn’t go Dutch on dates, because this can be a big 

turn off sign for men.（女士真的不应该在约会时采用 AA 制，因为这可能成为拒

绝男人的强烈信号。）

中文“AA制”一词的起源的四种版本

1.  是受英文go Dutch的启发。英文go Dutch的含义是share 
expenses equally and split the cost of something，用两
个相同的英文字母A和A代表share或split的两方，还是比
较形象的。但我们不禁要问：那可不可以说成BB制呢？

2.  是algebraic average的缩写，意思是“代数平均”，就是
按人头平均分担账单的意思。

3.  是acting appointment的缩写。acting appointment 直译
是“代委任制”，指政府的高级官员（包括首脑）出访国
外时，下一级的最高官员将会暂代他履行职责。因此，
acting appointment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一个角色由
两人分担。

4.  是all apart的缩写，意思为全部分开。这是香港流行的说
法。因为在英语词典里查不到AA paying或类似的词，所
以有人推断，AA制的说法是从香港传入内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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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学生和老外交谈时，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 I 用得多，you 用得少。像

I think, I guess, I like, I need, I understand, I see, I mean, I know 等

表达始终是我们的最爱。即使偶尔会用到 you，可能还是 you know 这类可有可无

的东西。不是说 I 不好，但良好的沟通应该是双向的，你说说，我再说说；说说你，

再说说我—所谓 Say you, say me。从头到尾一路“I, I, I...”，不仅听起来像

个幼儿园的孩子，放射着无限的 egocentrism（自我中心）的光芒，而且不利于调动

“you”的谈话积极性，影响沟通的质量。

  有的同学可能要说，老外有太多的 privacy，

年龄不能问，收入不能问，信仰不能问……这

不能问那不能问，所以还是谈自己最安全，忽

略 you 吧。这有点道理，但老外还是比较喜

欢别人邀请他们谈谈对某些问题的看法的。

因此，在我们发表过一通宏论后，最好给他

们一点表达的机会—认真地看着对方，郑重

地问一声：What do you think? 例如，你说了主旨为 I think students who dye 

their hair green are just foolish（我认为那些把头发染成绿色的学生很傻）的一

通话后，应该紧跟着问对方：What do you think?

实际上，我们可以在谈话的任何一个阶段请对方表达看法，具体方法是在 What 

do you think 后加一个 of。

如果我们一时还没有什么好的话题，不妨先试试这么一句话—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weather lately?（你认为最近的天气怎么样？）

别老“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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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市中心刚矗立起一栋相貌古怪的大楼，我们与其在老外面前批评这栋楼如何

难看，还不如先征询一下对方的意见—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design of this new building?（你觉得这栋新

大楼的设计怎么样？）

征询对方发表见解不见得都要这样“触景生情”，我们也可以抓住掠过脑海的任

何一个话题来问—

What do you think of Google’s withdrawal from China?（你如何看待谷

歌撤出中国这件事？）

不过，老外特别不喜欢把人际关系搅复杂，所以即使我们不喜欢

一个叫 Simon 的人，也不要像这样逼老外表态—

What do you think of Simon?（你觉得西蒙这个人怎么样？）

如果我们一定要在背地里议论什么人，那就挑个和大家不相干的人吧—

What do you think of Barack Obama? Is he doing a good job?（你

觉得奥巴马怎么样？他的工作出色吗？）

如今谈论奥巴马这样的人物已经和谈论好莱坞明星一样了，不需要表达政见，所

以这类问题是安全的。

除了 What do you think of...，还有差不多一半的时候，我们会用 What 

do you think about...。例如，如果我们想去美国留学，就可以这样征询老外的

看法—

I plan to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xt year.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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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把两句话合成一句话说—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my planning to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What do you think of... 和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有什么不同呢？

从前面的例句可以看出，What do you think of... 询问的多半是对某人、某事的

特定看法或想法，而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询问的多为做某件事的可行性。

但很多情况下，二者是可以交换使用的，如—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movie Lust and Caution?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movie Lust and Caution?

像这样的两个句子，其表达语义的区别是非常微弱的。如果一定要加以区分的

话，可以说 What do you think of... 较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要求更多

的 thinking。

正文1-154兰色.indd   137 2012.6.5   3:49:42 PM



——那些年老师没教过的英语妙招

138

不喊“哎哟”喊“OUCH”

英语秀场

  设想你跟老外谈论自己的一个业余爱好—旅游
（travelling）。除本文介绍的What do your think of/
about...外，还可以用下面的方式询问对方的看法。

  通常方法：  
What’s your opinion on travelling?
What are your views on travelling?
What’s your perspective on travelling?
How do you consider travelling?

  较随意的方式：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ravelling?
How do you feel about travelling?
What would you say about travelling?
What’s your take on travelling?
How do you see trav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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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马来西亚工作的时候，曾经出过不少与英语有关的洋相。这些洋相中有一

个令我至今难以释怀。那是快十年前的事情了，我被指定负责策划一个主题为“My 

English, Your English”的 National Super English Classes 活动，我给它起了

个中文名，叫“全国英语大操练”。这个活动策划得不错，明明是我们公司的促销行

为，却成功地邀请到马来西亚政府的 Ministry of Youth and 

Sports（青年和体育部）担任活动的主办单

位，我们集团担任承办单位，当然还有

一些赞助单位。问题就出在“主办单位”

和“承 办 单 位”这 两 个 词。在 我 提 交

的 proposal（计划书）中，主办单位叫

organizer，承办单位叫 undertaker，赞

助单位叫 sponsor。讨论这个计划书的时候，几个老外不约而同地掩口而笑，我这才

意识到出了问题。几个老外笑完不无善意地告诉我："Undertaker" means funeral 

director.（undertaker 的意思是“葬礼司仪，殡仪馆馆长，送葬者”。）

但当时我不服，我搬出我从国内带过去的词典，正告他们：因为 undertake 在词

典中有“承担，担任”的含义，所以 undertaker 当然有“担当人，承办方”的意思；

另外，我们中国人都这么用，除了你们，没有老外不懂。我这么说当然是为了面子，

其实心早虚了，也不能确定到底有多少人还在用这个 undertaker。

事隔那么多年，今天又想起了那个“承办方”的英文，禁不住上网浏览了一下。

有趣的是还有很多人热衷于用那个让我颜面扫地的 undertaker，可惜没有人出来做

点好事，提醒大家不要重复我的洋相。

“承办方”
怎么成了

“送葬者”？
Undert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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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事出总有因。错把“殡葬工作者，葬礼承办人”当作“承办人”的根源在

于我们的英汉词典。我们的英汉词典有时很难说清楚一个英文单词的真正用法，有

的是因为汉语中没有对应词而要强译，难免就要出错。就拿这个 undertaker 来说，

Collins New English Dictionary（《柯林斯新英语字典》）的全部释义是—

undertaker n. a person whose job is to look after 

the bodies of people who have died and to organize 

funerals

这个解释让人一目了然：undertaker 是一个名词，就是料

理死者及其葬礼的人。

谷歌在线中文简体字典对 undertaker 一词的全部释义是：

a person whose job is to prepare dead people to be buried or cremated, 

and to arrange funerals（殡葬承办人，殡仪服务员）。这个解释也很清楚。

可是国内某出版社的《英汉大词典》对 undertaker 一词的释义就不清楚了—

undertaker n. 1. 承办人，承担者；企业家 2. 丧事承办人，殡仪员

比较以上的词典，就不难看出，国内出的该词典明显在引导我们用 undertaker

表示承办方。

有人会说，既然不能用 undertaker 表示承办方，那该用什么词呢？

我觉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再用 undertaker 了。就算 undertaker 可以

理解成承办方，但我们干吗一定要用会让老外往“殡葬”、“殡仪”上想的词呢？

只 要 不 用 undertaker，译 成 什 么 都 好 说。譬 如 说，在 那 个 Super English 

Classes 活动中，“承办方”的英文被老外改成了 presenter，很贴切。根据承办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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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葬者”（the undertaker）与摔角运动

有一种运动叫摔角，它的英文和摔跤一样，都是
wrestling，但摔角可以拳打脚踢而摔跤则不可以。熟悉
摔角运动的人，没有不知道擂台名（ring name）为“送
葬者”的美国传奇式摔角明星马克·威廉·卡拉威（Mark 
William Galaway）的。“送葬者”卡拉威生于1965年，
身高2.10米。他于1984年开始投身摔角事业，1990年参加
世界摔角联盟（World Wrestling Federation, WWF），成
为最资深的摔角名星之一。“送葬者”的特殊事迹是曾在
“摔角狂热”（Wrestle Mania）上连续获得18场胜利，
这也让他的比赛成为每年“摔角狂热”的压轴赛。“送葬
者”并不是卡拉威唯一的擂台名，他的每一个擂台名都令
人毛骨悚然，令对手胆战心寒，如Kane The undertaker
（送葬者凯恩）、Master of Pain（痛苦大师）、The 
Punisher（惩罚者）。

底负责什么工作来翻译，就容易了。比如说，如果主办方只是名义上主办，承办方是

实质的组织者，那么就可以用 sponsor 表示主办单位，用 organizer 表示承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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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认识“toffee”这个单词，你就是我的同路人。

我是在一家超市看到 toffee apple muffin 这种糕点的时候注意到 toffee 的，

不是因为这种糕点好吃，而是因为 toffee 和 coffee 酷似，以致我怀疑那是印刷错

误。我 拦 住 从 身 边 匆

忙走过的印度裔仓库

工 人， 问 他：“What 

is toffee? Is it 

something related 

to coffee?” 那 工 人

直摇头，滔滔不绝讲了

一 长 串， 好 像 toffee 就

长在他家院子里。我十分

沮 丧。可 不 是，随 便 问 的

一个从身边走过的人都知道

toffee，我却不知其为何物，

让我情何以堪？真的识字不多啊。

我不甘心，不再问人，索性站在那个 toffee apple muffin 货架旁，落落大方地

拿出词典，从容不迫地查将起来。终于得知 toffee 是一种由糖、黄油、牛奶、面粉等

经高温熬制而成的糖膏，经常会含有坚果仁或葡萄干。还有一种解释说，toffee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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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炼乳、可可液、奶油、葡萄糖浆、香兰素和榛子经过充分细致地搅拌后，烘烤而

成的。原来，toffee 正是我们国内商店里可口的“太妃糖”的英文名字。“太妃”和

“toffee”，盖音译耳。

toffee apple 就是外面涂了 toffee 的苹果。而 toffee apple muffin 则是外面

涂了 toffee 的苹果松饼。顺便插一句，这个 muffin，是老外做的一种糕点，听起来

和看上去都像“马粪”，所以我记得很牢。

“连 toffee 都不识”给我带来的挫败感，一直挥之不去。连续数日，我每见到一

位看起来英语水平不错的人，就问他 / 她是否认识 toffee 这个英文字，每当对方面露

难色，我就面露喜色，视为知己。是啊，我们根本没有学过 toffee 这个词，也几乎用

不到，所以我们才不识它，何错之有？一天天过去，发现越来越多不认识 toffee 的人

之后，我在那家超市被匆忙经过的印度裔工人搅坏的心情也日渐好转。

心情是好转了，但是情势依旧。每每逛商店，就是我头疼的时候。冷不丁闯进一

家日杂百货店，映入眼帘的林林总总的商品中，差不多有 80% 我都不能一下子说出

其英文名。就在我忧心忡忡于这 80% 的时候，我猛然意识到，对这差不多 80% 的商

品，我岂止不知道其英文名，我原来也说不清它们的中文名—只能用描述性语言形

容出它们的样子而已。很多情况下，尽管我们不知道其名，我们照样习以为常地把它

们一件件往购物车里放，照样生活。有些东西可能压根就没个像样的名字，就算“太

妃糖”也不是多正宗的名字，到了香港，没人知道它，因为香港人把 toffee 译作“脱

肥”了。

由此我安慰自己，英语里有那么多的词，就算我们什么事都不做，专门记这些

词，也不能保证我们没有不认识的单词，因为语言是变化的。我们的英文词汇量有

限，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缺陷，没有必要去和自己的记忆力过不去，更没有必要去“背

字典”。选择对自己最有用的词去学习，才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可行方法。这样看来，

是否认识 toffee 及其同类，实在无足轻重，大可不必产生挫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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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透视

transliteration之妙

  “transliteration”的意思是to write or spell (a word 
etc.) into corresponding letters of another alphabet，有
人将之翻译成“音译”。我觉得transliteration应该是“音
义结合”的译法，因为“corresponding”可以指音也可以
指义。借助拟声释义的transliteration可以把有些英文表达
翻译得非常巧妙，例如—
  Coca Cola（可口可乐），Wise cola（万事可乐），
chocolate（巧克力），whiskey (威士忌），shampoo（香
波），Utopia（乌托邦），hysteria（歇斯底里），tank
（坦克），TOEFL（托福）
  但是，一个单词是否需要transliteration，还是要看具
体情形，例如— 
  mini-skirt（迷你裙），mini-story（一分钟故事），
mini-bus（小型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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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奥克兰西区，当然要看当地报纸Western Leader 的头版。可是某年 11 月 8

日的头版大标题却让我一头雾水：Brave Bruce Is Tops! 

第一眼，我不知道这个醒目的特大标题是什么意思；第二眼，我感觉这句话好别

扭。我想把报纸编辑找来问一下：is 后面，怎么可以跟名词的复数呢？

后来想想算了，别费那脑子，也许应该是 top，兴许又是印刷错误。可我还是有

点不放心，便随手抓过词典，才知道 tops 还可以当作一个形容词，指能力、成绩、

理解力或质量等排名处于最前列、最上等的，第一流的。再看完这篇报道，我疑窦顿

消。这是一篇通讯，文中说的是一位名字叫 Bruce 的勇敢警察奋不顾身火中救人的事

迹。Brave Bruce is tops，就是“勇敢的 Bruce 顶呱呱”之意。

在表示最好、第一流的时候，我通常用 superb，一次也没有用过 tops。自从看

了勇敢 Bruce 火中救人的故事后，我认定 tops 比 superb 更加有市场，好像读起来也

顺口一些。

可以让 tops 派上用场的句子其实可以信手拈来—

较简单的句子有：

His work is tops. （他的工作无可挑剔。）

That car is tops.（那辆车是最好的车。）

This watch is tops.（这只手表是最好的

手表。）

晕，

tops
居然是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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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teacher is tops.（我的老师是最好的老师。）

Our staff is tops.（我们的员工是最好的员工。）

China is tops.（中国是最棒的国家。）

较复杂的句子有：

Toyota is tops in dependability.（丰田车性能最可靠。—反话）

Google is tops for work time searches.（谷歌最适合工作时间搜索。—

反话）

Lower cost of living is tops on wish list.（低生活费用高居愿望单之首。）

Netherland is tops on helping poor nations.（荷兰在帮助穷国方面最具口碑。）

MIT is tops in 18 areas ranked by US News week.（麻省理工学院在《美

国新闻周刊》评定的 18 个领域中名列前茅。）

不管是简单的句子还是复杂的句子，均可以用 tops 这一平白易懂的词来表达“名

列前茅”、“技压群芳”、“登峰造极”等意。

tops 其貌不扬，从英语学习者的角度来说，这个词实在是一直被埋没，以至于我

从来没有见过它。人说少见多怪，未见就更怪了，所以想追根穷源，把它弄明白。只

要想弄明白，一切都会明明白白。

总结以上，得出一个至深体会：见到可疑的、奇怪的词，最好不要上来就往“印

刷错误”上联想。相反，应该抓住可疑点，顺藤摸瓜，说不定能获得意想不到的知识

点。比如说，tops 除了有上面介绍的形容词含义，还可以作副词，意思是“至多”。

例句：I write 1000 words for each article of the book, tops.（该书我每篇

文章至多写 1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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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up及top-up card

  一般来说，top up 的意思是把一个容器重新装满。近年这
个词又扩大了应用的范围，表示给手机充值，或者给公共交通
卡充值。例如：

A: My mobile phone is out of credit. （我的手机没钱了。）
B:  Here, use mine. I topped up my phone this morning. 

（用我的吧。我今早刚充的值。）
A:  Where can I top up my phone in China? （在中国我到

哪里给手机充值呢？）
B:  Topping up your mobile phone is very easy in China. 

You can buy a top-up card in most newsagents or 
supermarkets. You can also top up your mobile phone 
on the Internet.（在中国给手机充值很简单。在大多
数的书报亭和超市都可以买到充值卡。也可以在网上
充值。）

英语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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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六，我拿着一个书目，到奥克兰大学的 General 

Library 借 书。书 目 上 共 有 5 本 书。我 自 己 折 腾

了 半 个 小 时，一 本 书 都 没 有 找 到。只 好 请

librarian 帮忙。结果得知：一本书的

下落待查；一本书需到街对面

的 Information Commons

借， 而 且 只 能 借 两 个 小

时；一本书两个星期后才

available；另外两本书都

不在我所折腾过的 Level G 和 Level 1，

而要到 Level M 去找。

我出出进进了不少楼，也见过 elevator buttons 上表示

楼层的字母，如 G (Ground)，UG (Upper Ground)，

LG (Lower Ground) 等，还真的没见过 M。

来到电梯口，我不知去哪一层，是

go down 还是 go up。我只好先上电梯再说了。还好我一眼瞥见了电梯上的 M，赶忙

按了一下。虽然找到了 Level M，我心里却很不舒服。我问和我一同走出电梯的洋学

生：“What does M stand for?”她朝我莞尔一笑，说了一个单词：mezzanine。

我 当 时 并 不 知 道 mezzanine 这 个 单 词 的 拼 写，只 是 一 边 说 了 一 句“I don’t 

know!”一边用心记住这个听起来像一个女孩名字的单词的发音。

“M 楼”是几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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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我第一件事就是上网查这个 Level M 的英文意思，不用说，一下子就查

到了那位学生告诉我的 mezzanine。mezzanine 的意思是介于两层楼之间、比其他楼

层小的夹楼层。根据词典，mezzanine 尤指一楼和二楼之间的楼面。果不其然，奥克

兰大学 General Library 的 Level M 正是介于 Level 1 和 Level 2 之间，如果不用

Level M，似乎只能用小数 Level 1.5 了。这个 7 层图书馆的楼层分别被称作 Level 

G, Level 1, Level M, Level 2, Level 3, Level 4, Level 5 和 Level 6。很显然，

Level M 是一个夹层。

知道了这么一回事，Level M 并不难记，因为我索性把 M 记成可勉强表示“两层

之间”的 middle。但转念一想，我决定还是记住这个 mezzanine，因为我看到那个

学生说起这个单词就像我们说 magazine 般不假思索。可见这不是什么生僻词，用都

用了，不记住岂不可惜。

关于楼层的叫法，英、美两大体系给我们制造了诸多麻烦。最大的麻烦在于确定

“一楼”到底在哪一层。英联邦国家的一楼（level 1 或 first floor）是美国的二楼

（second floor），因为英国人将美国的一楼称作底楼（ground floor）了。在这一

点，我们国家和美国站在一边，把 ground floor 算作 first floor。不过，美国和加

拿大有时也会像英国一样，同时有 first floor（通常为一座楼的 main floor）和其

楼下的 ground floor。这种情况不常有，一般发生在两个楼层均有街面入口时。

确定“一楼”到底在哪一层的麻烦还在于：有时候 ground floor 上面的一层也

算不上 first floor。在 ground floor 上面的那层，有时被称作 upper ground，电梯

上会显示 UG。至于 ground floor 下面，情况就更复杂了。英语国家，通常将 ground 

floor 下面的楼层称作 basement，电梯上显示 B，如果有两层以上的 basement，电

梯则会分别显示 B1, B2 等。但在英联邦国家的商场、办公楼中，大多用 LG（Lower 

Ground）表示 basement，因为那里的人们认为 basement 这一词和他们的商业形象

不相配。这样，电梯上的 B 会变成 LG；B1 和 B2 会变成 LG1 和 L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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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ey和floor的区别

关于这两个都表示“楼层”的词的区别，有几种表述—
第一种表述：
从专业角度讲，floor是标号的（numbered）楼层，而 storey 是

实际的（actual）楼层。对elevator buttons（电梯按钮）来说，标
号的楼层未必是实际的楼层，即first floor未必是first storey，但对
architects（建筑师）来说，first floor和first storey 永远是一回事。
楼层标号者可以根据意愿选择一个楼层作为first floor，但却不可以选
择作为first storey的楼层，因为first storey永远是一栋楼中最下面的
一层。

第二种表述：
虽然floor和storey都指楼房的“层”，但floor指具体的一层或用于

表示“第几层”，如the sixth floor＝第六层，而storey用于表示“几
层”的（楼）房。如：a six-storey building＝一栋六层楼房。

第三种表述：
在建筑物内说层数用floor，如on the sixth floor；在建筑物外说

建筑的层数用storey ，如a six-storey building。
另外，美国英语中storey的拼写为story。

英语秀场

有趣的是，虽然楼层编号很乱，但在所有的英语国家，楼层的计数并不乱—多

少层就是多少层，照实计数。比如说，尽管英国的一栋楼的最高层为 6th floor，美

国的一栋楼的最高层为 7th floor，但如果没有地下室和中间层，这两栋楼都被称作

a seven-storey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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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希望增加词汇量的英语学习者

来说，世界普遍关心某一话题之时，就

是学习新词汇的最好机会，因为每当某

一话题被集中广泛讨论，一些英文单词总是

反复出现。不过，并不是重复得多就一定能够自然而然地

记得，绝大多数生词都需要特别用心去“琢磨”，否则恐怕永远只是似

曾相识而又未能相识。相反，对这类热点话题中用到的英语单词，经过您这么一“琢

磨”，就可能永远不会忘记。

有一段时间，“毒奶粉”、“三聚氰胺”、“恒天然”成了媒体使用的高频词汇，也

成了家喻户晓的词汇。“恒天然”的英文 Fonterra，我以前不大记得住。后来我特意

去琢磨了一下这个词，就再也不会忘记了。我琢磨出来，对来自将声母 h 和 f 分得

很清楚的地区的人来说，这个英文名与中文并不对应，所以不太容易记得。但是，

对 h 和 f 颠倒的语言（比如广东话、福建话），Fonterra 读起来就成了 Honterra。

Honterra 和“恒天然”的音就接近多了，当然也就不难记了。

Fonterra 还好，melamine 就没那么简单了。通常我只要听到关于化学、医学专

业的英文单词，就根本不会产生一丁点记忆的欲望。曾经很长时间，我记不得“三聚

氰胺”的英语 melamine。这应该不奇怪，因为在三鹿事件曝光之前，我连中文的“三

聚氰胺”这个词都没听过。毒奶粉事件已经出来很久了，国外媒体也谈了很久，我总

感到记不牢三聚氰胺的英文好像有点不像话。

谁沾谁就“没了命”！
三聚氰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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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一天，我闲来无事，盯着三聚氰胺的英文 melamine 发呆。看着看着，我

似乎看见了汉语拼音 meileming—“没了命”。哈哈，不会忘了！有无良的厂商因生

产三聚氰胺而被判刑，也有无辜的婴儿食用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失去了健康。沾上了三聚

氰胺，可不就是要“没了命”吗？三聚氰胺“没了命”（melamine），真不难记。

根据信息加工学习理论，记忆取决于信息编码。编码不仅有助于信息的理解，而

且也有助于信息的贮存和提取。只有编码编得好，才能

容易提取，容易回忆起来。我们可以使用各种策略来

编码，使英语单词的记忆不靠死记硬背。记单词的编码不

需要跟别人学，因为只有经过自己的编码，才容易被提取。

我读过一篇文章，谈到某相声演员记英语单词的“死记硬背

法”。按照他的方法，“沙子”的英文 sand 就是“散的”（沙

子可不是散的吗，聚在一起那是花岗岩！）；而“根”的英文 root 就是“入土”（入

土为根，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其实，他的“沙子”、“入土”，连同我的“没了命”，都不是“死记硬背”，而是

十分取巧的“联想记忆法”，即根据读音、词形、词义的关系，用诙谐、甚至荒诞的

联想来记忆词汇。这是一种特殊的编码方式，就是找出一个单词构成的“理由”，这

个理由只要能自圆其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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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因为三鹿事件记住了melamine这个单词，不用担心这个
单词随着毒奶粉事件成为历史而变成废词。只要留意一下，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melamine这个单词还是能派上不少用场
的。这里介绍几种与毒奶粉无关的melamine—
  melamine dinnerware：三聚氰胺餐具，也叫melamine 
dinner set。据说这种餐具比普通的塑料耐高温，但在高温下还
是会熔化，不能用微波炉加热。
  melamine plate: 三聚氰胺盘子（碟子）。
  melamine kitchen：三聚氰胺厨具。现在的厨具很多都是三
聚氰胺材料做的，销量还不错。至于有毒没毒，一言难尽。
  melamine furniture：三聚氰胺家具。三聚氰胺板是很多橱
柜箱体板的主要用料。
  melamine chipboard：三聚氰胺刨花板。
  melamine board：三聚氰胺装饰面板。

英语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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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老外没有我们中国人实在，虚得很。

其实未必，也许他们只是对我们虚，他们自己人之间，虚实

还是很会拿捏的。就拿表达心愿来说，老外一会儿用 hope，一会儿

用 wish。该用 hope 的时候不用 wish，该用 wish 的时候也不用 hope。

wish 和 hope 都是用来表达“心愿”的，但是所表达的心愿却十分不同，

尽早弄明白它们的区别，可以避免因一词之差而无法表达心迹。

大体而言，wish 通常用于假设的、想象的或者不能实现的情形：

I wish that I had a dog.（我实际上没有狗，但是如果有的话，我会很

开心。）

I wish (that) you were here.（可惜你不在。）

I wish we had a car.（我们实际上没有车。） 

I wish I were 30 years younger.（实际上已经不可能。）

I wish I were a cat.（实际上我并非一只猫，也不可能

变成猫，只是有这个念头。）

wish 的另外一个主要用法就是表达祝愿：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I wish you a very bright future. 

虚虚实实的 Hope 和 wish  
Wish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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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wished him a happy birthday.

你注意到了吗？如果用 wish 表达祝愿，所祝愿的内容一定要是名词，而不能是

个动作。比如，千万别把 I wish you a very bright future 说成 I wish that 

you had a very bright future，把诚心诚意的祝愿变成实现不了的“虚拟”，好心

做坏事。

相比之下，hope 比较现实一点，它表达的是切合实际的希望，不管是过去、现

在还是将来。

I hope (that) you have a Merry Christmas.（将来某时。）

I hope (that) you had a nice Birthday.（过去某时。）

I hope you can come to the party on Saturday.（将来可能性。）

I was hoping that you would come to the party.（可是你们没能来。）

I had hoped to see you at the party on Saturday.（但是我没看到你们。）

I hope to get an A on the exam.（可能性仍然存在。）

I hope it doesn’t rain tomorrow.（尽管可能会下雨。） 

He hopes to be elected President.（有实现的可能。）

She hoped you wouldn’t find her.（但是你们可能发现了她。）

在表示对将来情形的希望时，既可以用一般现在时，也可以用一般将来时：

I hope I’ll get through this.（或者 I hope I get through this.）

She hopes she’ll win the lottery.（ 或 者 She hopes she wins the 

lo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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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ope Kate will pass the exam.（或者 I hope Kate passes the 

exam.）

I hope it will not rain tomorrow.（或者 I hope it doesn’t rain tomorrow.）

当 hope 和 wish 都用作名词时，我们可以说 make a wish（许愿），但不能说

make a hope。wish 是对一个愿望或欲望的默默表达或陈述，所以要做出那种表达

或陈述，就需要 make a wish。而 hope 则是愿望或欲望本身，不需要 make。

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把 hope 翻译成“希望”，而把 wish 翻译成“祝愿”、“但

愿”，这样两个单词的区别会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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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wish 或 hope 补全句子。

1. I am calling to  you a happy birthday.
2. I applied for a position at the Chartered Bank and I’m 

 for an interview next week.
3. My parents  to visit us next year.
4. I heard you’re opening a new restaurant. I
  you will succeed.
5. My classmates  me good luck on buying 

a new car.
6. We have to  and pray that my son’s 

operation will go well. 
7. Every night before going to bed, I  my 

mother good night.
8. A：“Will you be at the meeting tomorrow?” 
 B：“I’m going to be very busy but I  so.”

[参考答案]

1. wish 2. hoping 3.hope 

4. hope 5. wished 6. hope 

7. wish 8. hope

英语闯关

正文155-332兰色.indd   158 2012.6.5   3:51:45 PM



英语的词汇和
语法

Part Five

159

要不是猪流感，一定有不少人现在还不

知道 swine 就是 pig 的意思，就像有不少人

不知道“豚”就是“猪”的意思一样。如果

我们一定要把 swine flu 说成 pig flu，估

计效果相当于把“狂犬病”说成“疯狗病”，没有人不明白，问题是人们不那么说。

swine 和 pig 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由古英语演变而来，所以看起来古色古香。今

天德语中的“猪”一词便是和 swine 十分相近的 schweine。

问题是 swine 能充分体现“古为今用”，大有赶上 pig 的态势。相比之下，pig

的用途好像很有限，不仅不能把“猪流感”说成 pig flu，也不能把“猪肉”说成

pig’s meat。虽然 meat 就是“肉”的意思，但是我们不能说 pig’s meat，而要说

pork。据说这也与英语的历史有关。在中世纪的英国，统治阶级是说法语的诺曼人

（Norman），这一阶层是吃肉的，所以用法语中的 pork 指称餐桌上的猪肉，而养猪

的英国人则仍用 pig 一词。同样的原因，诺曼人管牛肉叫 beef，不叫 cattle’s meat；

管羊肉叫 mutton，不叫 sheep’s meat。

swine 和 pig 的第二个不同是：当前者意为“猪”时，单复数同形，所以，我们

说 These are swine，而不说 These are swines。这一点和 sheep 很相似。我们学

英语之初就知道 sheep 单复数同形。

swine 和 pig 的第三个不同应该是：用 swine 是真骂人，用 pig 是假骂人。叫一

洋名多多的

猪
流
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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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是 pig，无非说他贪吃，因为猪是最不挑食的，如 He eats like a pig! 再“毒

舌”一点的人可能会说 He eats like a pig, and he looks like one too! 不知道

“看上去像猪”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无非是蠢、笨、丑。我看这些都不算恶毒，有

的恩爱夫妻专门用这个 pig 示爱。可是，如果我们对着一个人说：“You swine!”，这

性质就严重了，因为我们的意思是：“你这个下流胚！”，“你令人作呕！”，“你这个禽

兽！”，“你这个卑鄙小人！”。所以，千万要慎用 You swine。如果你一定要操练这个

武器，不妨就冲着 swine flu 大喝道：“Go away! You swine!”或者，当有洋流氓

向弱女子行凶，你路见不平一声吼：“Leave her alone, you swine!”

swine flu 一词曾一度充斥所有视听媒体，同时伴随着三个听起来、看上去都差

不多的词：endemic，epidemic 和 pandemic。endemic 可以翻译成“地方性的”、“特

有的”，如 The current swine flu is endemic in pig populations in Mexico 

but has now spread to people（目前的猪流感是墨西哥猪群中所特有的疾病，

但已经传染到了人类）。epidemic 可以翻译成“流行病”，如 The toll from the 

swine flu epidemic appears to be stabilizing in Mexico（墨西哥猪流感所造

成的死亡人数看起来正趋于稳定）。pandemic 可以翻译成“大规

模流行病”，如：Officials were watching for a potential 

swine flu pandemic.（官方正在密切关注可能发生的猪流感全

球大流行。）

1918−1919 年间的 Spanish flu（西班牙流感），在仅仅一年

当中就造成了 50 万美国人丧生，全球共有 2000 万人死亡。值得警惕的是，前段时间

源自墨西哥的 swine flu，正是那次 Spanish flu 的 descendant。

令我略感沮丧的是，我花了好大力气终于弄明白了 swine flu 的来龙去脉，它却

被 H1N1（甲流）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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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闯关

请用正确的英语单词填空。

  1. 鸡：chicken 鸡肉: chicken
 2 . 鸭：duck 鸭肉: 
 3 . 鹅：goose 鹅肉: 
 4 . 火鸡: turkey 火鸡肉: 
 5 . 羊: sheep 羊肉：
 6  .猪: pig 猪肉：
 7 . 牛: cow 牛肉: 
 8 . 鹿: deer 鹿肉: 

[参考答案]

2. duck 3. goose 

4. turkey 5. mutton 

6. pork 7. beef 8. venison 

正文155-332兰色.indd   161 2012.6.5   3:51:46 PM



——那些年老师没教过的英语妙招

162

不喊“哎哟”喊“OUCH”

对一般人来说，英语的输入比输出要容易些，也就是说听和读比说和写容易

些。不同的学习者在说和写方面会遇到不同的困难，但一个共同的拦路虎是叫

phrasal verb（短语动词）的东西。它难就难在很多人不知道它难，所以不重视

它。而短语动词偏偏往往能够决定我们能不能自

然、流畅地用英语进行表达。

take away 就是一个短语动词。我们都知道它

是“拿走，带走”的意思，如果在饭店里听到这个

词，多半是“打包”的意思。可是，大多数短语动

词的含义并不像 take away 的那样一目了然。应该

说，大多数的短语动词都是无法“望文生义”的。

短语动词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字面上往往没有艰涩的单词，就像 take 

in 这个短语动词，乍一看有什么难？可能会有不少人觉得它是“拿进来”

的意思，或者觉得它没什么特别的意思。遗憾的是，take in 偏偏就有特

别的意思，而且不止一种，没有一种是“拿进来”的意思。当有人问我

们 Are you taking in all of these phrasal verbs 时，take 

in 就是 learn（学会）的意思。当有人向我们诉说 I was taken 

in by him 时，take in 就是 deceive（欺骗）的意思。当我们听

到 I need to have my skirt taken in，那大多发生在缝纫店，

可能是说话的那个人瘦身成功了，要把自己的裙子 make smaller

（改瘦）。

短语动词—望文生义要不得 短语动词—望文生义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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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很重视学习英语中的 big words（大词），尤其是学习外交、法律等专

业用语，但却看不起短语动词。其实，正是因为我们在这些不起眼的短语动词上严重

匮乏，才会“口将言而嗫嚅”。

和缺乏大词比起来，在短语动词方面的匮乏更能够暴露英语水平的“发展中”状

态，只要短语动词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休想蒙混过关成为英语高手。这是为什么

呢？因为缺乏大词的问题不光我们有，老外也有，一些文化水平低的老外，同样对我

们不认识的大词感到陌生。可是短语动词就不同了，native speakers 从贩夫走卒到

大学教授，用的短语动词都是一样的。而且，英语大有简化、平民化的趋势，短语动

词不仅越来越占领了主流报纸、电台，而且频频出现在教科书和学术论文中。在这样

的趋势下，我们如果不会说、不会写短语动 词，只能徒唤自己“学而不

精”了。

短语动词很难学，难就难在大多数人不会在上

面花工夫。大家会想：既然短语动词里的所有词我都

认识，还有什么好背好记的？大家很难承认：学习短

语动词和学习一个崭新的单词没有区别，甚至需要更多的

时间去记忆、练习和复习。

不要以为我只是拿 take in 这个例外小题大做，事实上，比 take in 更难的短语

动词多着呢，比如说 take up 就有很多种意思：开始一个新的爱好，开始处理，将衣

服由长改短（不是像 take in 那样由大改小），占用空间等等，而且明明是同一个短

语动词，其不同意思之间是如此的风马牛不相及。

所以，看起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正视短语动词的地位，好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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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闯关

   将句子中的短语动词与下面的释义对应起来。

   例：1. In China, people often go out after dinner.                          [ A ]               
        2. Three months later, she started going out with Craig.        [  ]
        3. The advertising brochures will go out on May 1.         [  ]
        4. They were trapped in the elevator when the power went out.  [  ]
        5. Every year hundreds of farmers go out of business.    [  ]
        6. The boss went out of his way to thank everyone personally.   [  ]

         A. leave my/your house
         B. a letter, etc. being mailed, sent out
         C. have a romantic relationship with
         D. power supply fails
         E. close a business
         F. make a special effort to do something

[参考答案]

2. C 3. B 4. D 5. E 6. F

正文155-332兰色.indd   164 2012.6.5   3:51:47 PM



英语的词汇和
语法

Part Five

165

我因为研究项目的缘故，接触了不少老外家庭。新西兰人的生活方式很古朴，

喜欢住在乡下，单门独户。家家有个防君子不防小人的一米来高的院门，院门旁边

的 fence（围栏）上是门牌号码和信箱。有的人家在信箱旁挂上一个写着 NO JUNK 

MAIL 的小牌子，提醒推销者小广告是不受欢迎的。也有的人家挂上写着 BEWARE OF 

DOG 的小牌子。根据新西兰的法律，所有的狗都是

用 leash（拴狗的皮带）拴起来圈养的，不可

以随处走动。如果有狗在街上游荡被当局

发现，就可以循着狗脖子上的身份证找

到狗的主人，实施处罚。即使如此，家

家还是挂上 BEWARE OF DOG 这样的牌

子，不知是为宾客着想，还是和盗贼唱

空城计。

话说一天我看到了一块别出心裁的牌子，上面写着 BEWARE OF DOG AND 

WIFE。我以为我看错了，在牌子前驻足良久，仔细打量。我保证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

到这样的牌子！

什么意思？我环顾周围，没有任何行人，只有车辆从身旁驶过。我急于弄明白那

个牌子的意思，但不至于急到拦车的程度。我在牌子旁等了 5 分钟，不见户主露面，

便带着疑团离去。

为什么要把 wife 和 dog 放到一起呢？ beware of dog 很清楚，小心狗咬。可是

beware of wife，小心夫人或妻子或老婆？小心她干什么呢？

小心夫人和狗！
惊掉下巴：

 BEWARE OF 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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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既然是挂在自己的家门口，而且看那木制牌子已经长满青苔，想必挂了有一

些时日，一定不是什么不可询问的禁忌，我便向周围的老外请教了。

连问三个老外，都哈哈大笑，说这个牌子是一个以 hen-pecked husband（惧内

的丈夫）为题材的 joke。他们说，这个牌子是 a weak man’s announcement（懦

弱男人的宣示），隐含的意思是“我的老婆可厉害着呢，其凶猛（ferocious）不亚于

dog。她对丈夫尚且如此，对外人，难保不会上来就给一枪，您可得小心哟！”

我不大赞同这样的注解。我的理由是，挂这样牌子的男人如果真是 weak man，

他怎么有胆量挂上而且保住这个牌子？我以为，牌子的主人兴许就没有 wife，而只是

个 naughty single man（调皮的单身汉）而已。

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颇有创意的笑话。后来，我逐渐发现，与此牌子的内容大同

小异的措辞还有—

（别介意狗，小心夫人）NEVER MIND THE DOG, BEWARE OF THE WIFE

（让狗见鬼去吧，小心夫人）HELL WITH THE DOG, BEWARE OF THE WIFE

（别在乎狗，小心夫人）DON’T WORRY ABOUT THE DOG, BEWARE OF WIFE 

（别理狗，小心夫人）IGNORE THE DOG, BEWARE OF WIFE

（忘掉狗吧，小心夫人）FORGET THE DOG, BEWARE OF THE WIFE

（小心夫人）BEWARE OF WIFE

仔细玩味这个“夫人与狗”的牌子，发现其意

义 不 仅 在 于 是 否 惧 内，说 到 底 还 是 对 正 想

breaking into the house 的 bad man

的一记警告。其隐含的意思应该还有：My 

wife shoots better than I do so 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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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警示的最常用的词是attention, warning, caution和
danger。 一般来说，前三个词的区别很小，都有“警告，告
诫，提醒”之意，很多情况下可以互换。danger可用来警示可造
成death或serious injury的危险。多留意老外制作的警示牌，有
助于体会这几个词到底有无区别，区别在哪里—

Attention: Driving Lessons from only $15
Attention: Beware of Thieves and Pickpockets（扒手）

Warning: Private Property. Keep Out.
Warning:  Trespassers (侵入者) Will Be Handed Over to the 

Police.

Caution: Beware of Snakes
Caution: Wet Paint

Danger: Beware of Trains
Danger: 400 volts（伏特）

英语秀场 

your chances（我妻子的枪法比我好，不信你就来碰碰运气吧）。有个老外对我说：

“If I were a burglar, I would go next door where there is not a ‘beware 

of dog and wife’ sign.”（如果我是盗贼的话，我就会去下一家没有“小心夫人和

狗”的牌子的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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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英语词汇我们没学到也没用到，有些则是学到了却用不到，还有些是学到

了，却不会用。对我而言，end up 便属于最后一种情况。曾几何时，十分羡慕能把

end up 挂在嘴边的人，因为我深感 end up 这个短语动词很实用，很管用，但却很

难用。

end up 的意思很明确，就是“结束”、“告

终”，后面可以跟 with, in, like, as 等词，也

可以跟动名词，也可以什么都不跟。

end up 很容易让我们想到“玩完”这个让

人唏嘘的词以及与此相关的很多不好的结果，看

看这些句子吧：

Ma n y  i n v e s t o r s  e n d e d  u p  i n 

bankruptcy as a result of the financial 

turmoil.（许多投资人因为金融风暴最终破产。） 

Some people ended up in prison for not paying 

their credit card debt.（一些人因不偿付信用卡债务最终坐了牢。）

Some marriages ended up in divorce for silly reasons. （一些婚姻因为

可笑的原因以离婚收场。）

实际上，与 end up 有关的不一定都是破产、坐牢、离婚这些坏事，end up 同样

可以带来值得期待的好事情：

事与愿违的结果：
end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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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body knows how the penniless man ended up a billionaire.（没有人

知道这个一文不名的人怎么就成了亿万富翁。）

A blind date between Jack and Jill ended up in marriage.（杰克和吉

尔被安排相亲见面最后两人结婚了。）

可见，end up 的结局可以是破产，也可以是亿万富翁，可以是离婚，也可以是

结婚。

能用 end up 的情况，大多数好像是要出现与预期不太一致的结果，有时候那个

end 不仅是“不曾料到”的，也是“不想得到”的。比如：Most slimmers end up 

putting weight back on.（许多瘦身者最终体重回复如旧。）对笃信塑身的瘦身者

来说，体重回复如旧说什么都是避之不及的梦魇。再如：Many kids don’t want to 

end up like their parents.（许多孩子不想最后弄得像他们的父母那样。）子女继

承父母事业，对现在的孩子来说也许是最不愿做的事情，所以 end 

up 出自他们的口，可谓用得其所。

我体会的 end up 的用法不是“研究”出来的，而是“用”出

来的。从今天开始，就尝试用一次 end up 吧。比如说，如果你

看完我这篇文章，还不知所云，就可以说“I end up getting 

nothing from this article!”（我看了这篇文章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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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end up的名言

● Be thankful for what you have; you’ll end up having more. If 
you concentrate on what you don’t have, you will never, ever have 
enough. (Oprah Winfrey, American talk show host & actress)
感激你拥有的，你将最终拥有更多。如果你专注于你未拥有的，你将
永远不能满足。（奥普拉·温弗瑞，美国谈话节目主持人、女演员）

● When I was a child, my mother said to me, ‘If you become a 
soldier, you’ll be a general. If you become a monk you’ll end up as 
the pope.’ Instead I became a painter and wound up as Picasso. 
(Pablo Picasso, Spanish artist)
小时候，妈妈对我说：“如果你做士兵，你会成为将军。如果你做僧
侣，你会成为教皇。”而我却做了画家，后来成了毕加索。（巴勃
罗·毕加索，西班牙画家）

● One of the penalties for refusing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is 
that you end up being governed by your inferiors. (Plato,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
拒绝参与政治的一个惩罚是：最后你将被不如你的人统治。 
（柏拉图，古希腊哲学家）

英语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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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不承认自己不会用英语说“味精”。一日，我在厨房里被问道：“How 

to say 味精 in English?”我先是一愣，然后反问对方如此简单的词都不会，然后就

说是 AJI-NO-MOTO（味の素）。对方很困惑，说 AJI-NO-MOTO 听起来分明是日语。

我说因为味精是日本人发明的，它没有英文名字。就像功夫是中国人发明的，它的英

文名叫 kung fu 一样。

没等我说完，就有一个白色的塑料瓶子被

呈现到我的眼前，定睛一看，是味精瓶子，再

定睛，产品标签上赫然印有味精的英文名字：

monosodium glutamate。

我真的很惊讶，吃了几十年的味精，我咋

就没对这一英文名字投过一瞥？哪怕匆匆一瞥

也好……

还有什么可说吗？说什么都可以，只要能证明自己早就知道“味精”的英文名字

就行。于是我说：“你看这一长串的英文，像是味精的英文名字吗？这是味精的化学

成分，这种化学名我们没有必要去认知，因为就算是中文，我们也不明白，肯定是什

么氨、什么钠的，没人会去说它，那都是化学家写研究报告时用的词……”

说这话时，我感到我不该说。我向来力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学习

观，结果却为证明自己知所不知而生拉硬扯。

味
精

"How to say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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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混过关后，我连夜查词典。自己总算蒙对了一些。比如说，味精确实是日

本人发明的，而且是 1909 年发明的，距今都超过 100 年了。另外，monosodium 

glutamate 确实是化学名词，也确实叫什么氨什么钠（谷氨酸钠）。但我低估了这个

化学名词的日用功能。味精传入美国的时候起名叫 Ac’cent flavour enhancer，但

很山寨，所以今天中国的大多数厂家还是用 monosodium glutamate 作为味精的英

文名，或者用这个化学名的缩写形式 MSG。

虽说 MSG 不是个好名字，它是 message 的缩写，还和 messenger 的缩写 MSN

（类似 QQ 的聊天软件）只差一点点，但是，如果你在厨房看到 MSG，就应该知道除

了味精它不可能是其他东西。

我觉得 gourmet powder 比 MSG 要好记，但担心会

和 condiment, seasoning, flavouring 等调味品、佐料

混淆，所以，如果要学习味精的英文名，最好还是直呼

其成分名 MSG，否则老外会弄不清你的意思。

“味精”一事成了我认识“调料英语”的契机。味精瓶子旁边就是两个酱油瓶子，

一个是“老抽”，一个是“生抽”，它们标签上的英文名字分别是 dark soy sauce 和

light soy sauce。我不知道酱油的制作工艺，为什么浓酱油叫“老”抽，淡酱油叫

“生”抽，不过后来看到有厂家把老抽译成 old soy sauce，把生抽译成 fresh soy 

sauce，也算“忠实原文”吧。为了学习这些调料英语，有一次我拿着纸和笔在亚洲

超市抄写食品英文标签，一边抄，一边琢磨。因为动作很慢，超市工作人员对我起了

疑心，报告给老板，老板跑来和我进行了一通 small talk，打探我是否有什么不好的

企图。话说我在超市里见的产自各个国家的酱油多了，发现有的酱油叫 soy sauce，

有的酱油叫 soya sauce，疑窦顿生。问了好多人，才弄清楚 soy 和 soya 是一个意

思，都是“大豆”，只不过前者是美式英语，后者是英式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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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食物味道有关的英文单词

spicy：辛辣的；多香料的
hot：热的；辣的
sweet：甜的；香的
bitter：苦的
bittersweet：又苦又甜的
oily：油腻的
sugary：甜的；含糖的
salty：咸的
sour：酸的；酸腐的，馊的（尤指牛奶）
peppery：胡椒味的；辣的 
crispy：酥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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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汉大词典》（第 2 版，上海译文出版社）中，tribute 一共有六个义项，前 

四个义项分别是：贡品、勒索的钱财、贡赋、进贡。第五个义项是“礼物；颂词，称

赞”。第六个义项是“份额分配”。根据以上释义，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个 tribute，原因

很简单：它的前四个义项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大可能用到的。

第五个义项“礼物；颂词，称赞”即使用到，似乎也可用其他同

义词代替。至于第六个义项，我们更不大可能用。正因如此，我

对 tribute 这个单词一直疏于学习，不知道它最常用的释义是什

么，更不用说学习与 tribute 关系最密切的一个短语 pay tribute 

to 了。

可是问题是，我在国外呆得越久，就越发觉 pay tribute to

这个短语是很常用的，常用到我几乎三天两头在报纸上读到，在

收音机里听到，在电视上看到。对 pay tribute to，我起先常睁一眼闭一眼，后来实

在无法心安，现在已下决心好好掌握它。

tribute 就是这样的一种英语单词，看上去和“唐代”、“进贡”这些词一样古董

冷僻，但实际使用中却和 earthquake, funeral, gold medal 一样高频、常用。这一

点，《柯林斯新英语词典》（Collins New English Dictionary）作了注脚。在该词

典中，tribute 一共有三个义项，其中第一个便是：something given, done or said 

as a mark of respect or admiration。可见，tribute 最常用的意思是“用于表

达尊敬或敬意的纪念物、行为或语言”，用途自然十分广泛了。

就拿 pay tribute to 这个短语来说吧，它和“纳贡”、“进贡”已经毫无关系了。

“pay tribute to” 
有眼不识
“pay tribut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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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现代意义非常广泛。如果一定要找到中文的对应词，我们至少可以归纳出它有以

下四种用法。

首先，pay tribute to 有“向……表达敬意”的意思：

 ＊ New stamps pay tribute to children and their rights.

（发行新邮票向儿童及儿童权利表达敬意。）

I would like to pay tribute to all the work she has done to protect 

this river.

（我谨向她为保护这条河所做的一切表达敬意。）

We pay tribute to his courage.

（我们对他的勇气表达敬意。）

 Madonna paid a tribute to Michael Jackson during her London concert 

tour.（麦当娜伦敦巡演期间向迈克尔 · 杰克逊表达了敬意。）

其次，pay tribute to 有“纪念……”的意思：

There are many symbolic means to pay tribute to martyrs, including 

the naming of halls and public places and the installation of statues.（有

很多具有象征意义的纪念烈士的方式，包括用他们的名字给礼堂和公共场所命名以及

竖立雕像。）

 ＊ UN officials pay tribute to late US senator Edward Kennedy. 

（联合国官员纪念美国已故参议员爱德华 · 肯尼迪。）

 ＊ Obama pays tribute to Martin Luther King on the eve of 

inau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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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在就职前夜纪念马丁 · 路德 · 金。）

再次，pay tribute to 有“哀悼……”的意思：

 ＊ Chinese people pay tribute to quake victims.

（中国人民悼念地震遇难者。）

 ＊ Top Chinese leaders pay silent tribute to quake victims.

（中国领导人向地震遇难者默哀。）

 ＊ Mourners across Arab world pay tribute to Michael Jackson.

（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悼念者哀悼迈克尔 · 杰克逊。）

另外，pay tribute to 还有“向……的遗体告别”的意思：

The body of the minister was taken to the 

Parliament’s Chamber for MPs to pay tribute to their 

colleague.（部长的遗体被运到国会会议厅，以便国会议员们向他

们同事的遗体告别。）

 ＊ Thousands pay tribute as body of Poland’s first lady arrives home.

（当波兰第一夫人的遗体运抵波兰时，成千上万的民众前来向她的遗体告别。）

注：以上打星号的句子为新闻标题，在语法、修辞上比较特殊，如省略冠词、用

一般现在时报道已发生的事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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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意”的更多英文表达

英语中除pay tribute有“表达敬意”之意外，还有多种类似的表
达方式：

pay honour（致敬，纪念）
The New York Mets pay honor to the two street vendors who 
helped thwart the Times Square car bomb attack. （纽约大都
会球队向阻止时代广场汽车炸弹袭击的两名街头摊主致敬。） 

pay respect（悼念，纪念）
The grave-sweepers this year reached 0.8 million in Jinan. 
96% of them paid their respect to the deceased with flowers 
instead of "burning paper". 济南市今年扫墓者达80万。其中
96%的扫墓者用花而不是“烧纸”祭奠死者。

pay homage（纪念，参拜）
Thousands of war widows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paid 
homage to the war heroes during the ceremony.（来自全国的
数以千计的战争遗孀在仪式上向战争英雄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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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英语：让我欢喜让我忧
短信英语：让我欢喜让我忧

在两百多年前法国巴黎的一次宴会上，有人问：

“What kind of man deserves the most pity? 

（什么人最可怜？）”本杰明 · 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答 道：“A lonesome man on a 

rainy day who does not 

know how to 

read.（目

不 识 丁 的

雨中孤独

汉。）”如

果问今 天

的中学生，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就是：“A lonesome man on a rainy day who 

does not know how to read text messages.（目不识短信的雨中孤独汉。）”

电子邮件刚刚基本取代书信，手机短信就跃跃欲试来挑战电子邮件。在某种

程度上，手机短信已经成为我们普通人日常交往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在英语环境

中，不识英文短信和不会写简历、不会看使用说明书一样，应该算作功能性文盲

（functionally illiterate）的症候之一。我原以为像 MSN、text message 这些东西

只会是过眼烟云，不屑随波逐流，可是后来发现，快成为过眼烟云的是我自己。几年

前，当我刚刚看到 cuz（because）, luv（love）, h2cus（Hope to see you soon）

这些词时，我总是忽视它们。后来，因为常遇到，不得不一一弄懂它们的意思。再后

来，居然与时俱进，在发手机短信时也会刻意地用一点这些东西。

我对短信英语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我由衷地不喜欢这套非驴非马的字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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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的杂交，觉得它们没有任何文化元素，况且如果让这些歪瓜裂枣的英语上了台

面，我吃了那么多苦才学到的英语就派不上用场了，这叫做既得利益心态。另一方

面，我又不敢完全忽视它们，因为我怕有朝一日 cuz 和 luv 真的取代了 because 和

love，正如 you 和 can 已经取代了 thou 和 canst、简体字已经取代了繁体字一样。

一切难道不是皆有可能？

字母和数字混杂还好识别，难的是符号。不错，语言是一种符号。可是，在越来

越多的 text message 中，符号成了语言。七情六欲只用几个暧昧的符号就表示了：

>:-( 代表 angry（生气），:-) 代表 smile（微笑），\-o 代表 bored（厌倦），:-I 代表

indifferent（无所谓），:-o 代表 shocked（震惊），:-@ 代表 screaming（尖叫）……

表示哭的符号就更丰富了：:’指 crying（哭），:’-) 指 crying with joy（高兴地

哭），:’-( 则是 crying sadly（伤心地哭）……这是漫画还是文字呢？

是不是有一点压力？原有的还没学到位，又来了附加的。有这种感觉倒好了，

至少新旧两不误。但是看起来问题并不在此。问题在于：现在的少年朋友们，对这

种附加的东西偏爱有加，以至于时不时把手机短信英语扩散到作业本和答题纸上。

尽管老师们不停纠错说“cuz 不是一个单词”，倾情于手机和网络的一代仍然大有让

because“淡出”之豪情，不分场合，不分对象，大秀他们的 cuz 类新宠。

凡事物极必反。手机短信英语如果闹腾过火，恐讨众嫌。本来，它具有相当的

正当性，它节省字节（手机短信往往篇幅受限），因此也省时、省力。但较起劲来，

我倒要问：有必要为了省字节而另创一套语言吗？要省那时那力，不发那短信不更

省吗？

当然这是气话，短信还是要发的，只是不要把短信英语惯坏了，它充其量不过是

英语沟通的一种应急辅助形式。说白了，如果我们已经知道 because 的意思，那么不

知道 cuz 的意思也不要紧，做一回“功能性手机短信盲”又有何妨？

正文155-332兰色.indd   179 2012.6.5   3:51:53 PM



——那些年老师没教过的英语妙招

180

不喊“哎哟”喊“OUCH”

国外英文短信举例

情人节祝福：
Love me like crazy
& you’ll never be sorry
4 my love is BIG
& 4ever & true
Happy Cupid’s Day 2 U!

新年祝福：
Well wishes 4 2012,
12 Months of Love,
52 Weeks of Joy,
365 Days of Great Sleep,
8760 Hours of Luck,
52600 Mins of Passion,
3153600 Seconds of Safety.

英语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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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标题，是不是有点骨鲠在喉的感觉？是啊，到底是“在街上”还是“在

街里”？这种问题着实让人心头堵得慌。知道吧，没什么可神气，因为只是常识而

已；不知道吧，又很难服气，毕竟只是常识而已。因此，很多人被问到这个常识

时，不知道答案却又心不甘，便大钻牛角尖，煞有介事地列出 in a street 和 on a 

street 的若干点不同来（这可以在一些英语学习的论坛上寻到踪迹）。其实，问题很

简单：英国人说 in a street，美国人说 on a street。英国人问：“Do you live in 

this street?”美国人问：“Do you live on this street?”当然也有例外，因为全

球化已经渗透至各个领域，加之全球通婚，导致如今有些英美人士连自己是英国人还

是美国人都已说不清楚了，何况英

式英语和美式英语呢？

话虽这么说，在语言学家的档

案柜里，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界

限还是很清楚的。在单词拼写和发

音方面，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英式英语

和美式英语存在差异。但在语法上，能够区分英式英语

和美式英语的人就相对少一些。

类似的英美语法差异其实不少，只是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英美语音和拼写差异

上，对语法差异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稍微留心一下，类似的问题不一而足。比如说，谈到 weekend，我们经常犹豫：

到底是 at weekends，还是 on weekends？

—街“里”街“上”
In a street?

On a street?

两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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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知道这只是英美两种英语的语法差异，肯定又要去钻牛角尖了，说出一大

堆 at weekends 和 on weekends 的异同。实际情况是：英国人说 at weekends，美

国人说 on weekends。同样的意思，英国人说：“I never work at weekends.”美

国人就会说：“I never work on weekends.”

大体上看，英美语法的差异在于英国人比较正式，美国人比较随便。这在时态的

使用上表现尤为明显。比如，英国人说：“I’ve never seen her before.”美国人

则可能会说：“I never saw her before.”英国人说：“I’ve lost my key. Have 

you seen it?”美国人则可能会说：“I 

lost my key. Did you see it?”显

然，英国人用的时态比较讲究，而美国

人用的时态则比较将就。

我们在给陌生人写英文信件或电子

邮 件 时， 在 Dear Sir/Madam 后 面，

通常会这样写：“I am writing you...”意思是“我谨写信（邮件）给您……”。有

好多次，我都心下狐疑：到底是“I am writing you...”还是“I am writing to 

you...”？后来看到有人用 to，也有人不用 to，我也就随大流，有时用 to，有时不用

to。殊不知这也是英美语法的差异，英国人一定是带 to 的，美国人则不一定，可带

可不带。英国人说：“Please write to me soon.”美国人则说：“Please write (to) 

me soon.”看起来英国人规矩多些，而美国人则似乎能凑合则凑合。

英美语法的差异值得投以眼球，这样至少可以使得一些疑似语法难题迎刃而解。

不过，要谨防新的问题滋生。可能会有一些人，一遇到难以辨别的语法，就不求甚

解，而用英美语法差异来搪塞。那样的话，“英美语法差异”就会成为语法错误的保

护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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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表示地点的介词 in, on, at 填空。

1. I was  the bus when the accident took place.  
2. She is doing a degree course  a university. 
3. I live in the big house  the corner.  
4. There are a lot of books  the library.  
5. I called their house, but nobody is  home.  
6. Come and sit  the table. It is time to eat.  
7. Are your children  their grandmother’s house?  
8. There are many apples  the tree.  
9.  Ancient Egypt had a drawing of two birds sitting  a tree, 

one eating the fruit of the tree while the other looked on.

[参考答案]

1. on  2. at  3. on  4. in/at 

5. at  6. at  7. at  8. on  9.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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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还记得这样一道 TOEFL 考试选择题：

        Taking photos here is .

        a. questionably

        b. out of question

        c. out of the question

        d. out for the question

不用说，答案是 c。out of the question 是“绝对不可以”的意思。这本来是

一道极普通的题目，因为在老外看来，a、b、d 三项都是文不对题。但我们中国考生

却会觉得这道选择题特难，因为看上去 c 和 b 两个答案似乎都可以。根据我们中国学

生掌握的知识，out of question 是“没有问题”的意思。这样，"Taking photos 

here"（在这里拍照）到底是“绝对不可以”还是其反面“没有问题”呢？从语法上

看似乎二者皆可。但因为是四选一的题目，只好根据逻辑选 c。这个逻辑就是：没有

必要专门为“在这里拍照没有问题”而声明。

信不信由你：如果问老外 out of question 是什么意思，已经没有几个人会知

道。有人说这是 British English 和 American English 的不同。其实不然，在英国和

美国都一样，没有几个母语是英语的人还在用 out of question。但如果你到日本、

韩国等亚洲国家，你会发现能够准确区别 out of question 和 out of the question

的人大有人在，和我们中国的情况极其相似。

国内的各类考试常常考查 out of question 和 out of the question 的区别。但

out of 
the 

question : 

"没问题"
还是

"不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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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脱离生活实际，尽管大多数同学都知道这两个短语是不一样的，但仍然会相互

混淆，越考越糊涂，搞不清楚到底哪一个是“有问题”（“不可能”），哪一个是“没有

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老外已经不用而我们中国乃至亚洲学生却在猛用的奇特现象呢？

这是因为我们太重视英语的经典著作，而轻视现实生活中的英语了。很难说 out of 

question 是错误的用法，因为这可是莎士比亚著作中的原话。问题是，时至今日，英

语国家有谁还在学习莎士比亚的语言呢？研究莎士比亚的语言不等于学习、应用他的

语言。词典的滞后也是我们学习中的一大障碍。一个老外告诉我，他班上一个中国学

生使用的英汉词典，虽然印于 2002 年，但却是 1899 年由一名德国学者编撰的。他

说我们中国的教师太迷信经典作品和英汉词典，而疏于留心现代的英美人士在使用什

么样的语言。

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不能搬出 16 世纪的英语来证明 out of question 仍然是

正确的英语。out of question 早已被 beyond question、no question about it（没

问题、可以）所取代。眼下应该是把 out of question 这个短语从我们的记忆中一笔

勾销的时候了。只有废掉 out of question，我们才能把 out of the question 记得

牢牢的，再也不会和什么短语混淆。

没 有 了 out of question， 单 看 out of the 

question，问题就一下子变得简单多了，它的意思是

“毫无可能”、“根本不必（当做一个问题）讨论”。

Asking a miser to donate to charity is out 

of the question.

（要一个守财奴为慈善事业捐款捐物是完全不可能的。）

It is out of the question going out this evening.

（今天晚上出去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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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eign Minister says changing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244 on Kosovo is "out of the question". （这位外长说改变联合国安理会关于

科索沃问题的 1244 号决议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Nothing’s out of the question.（没有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The President says his resignation is totally out of the question.（总

统说要他辞职绝对办不到。）

英语锦囊

如何表达“这不可能!”

要断然否认、断然拒绝，用out of the question当然是再斩钉
截铁不过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能用impossible, absolutely 
impossible, totally unlikely代替out of the question。除此之外，
以下三个词也很有用：

inconceivable
If you think about time, you will find it is inconceivable 

that it had a beginning. It is also inconceivable that it did not 
have a beginning.（如果你思考一下时间，你会发现，时间有起点
让人难以想象，没有起点也让人难以想象。）

unimaginable
To modern Westerners life without showers is unimaginable, 

but mankind somehow survived before the advent of soap and 
deodorants.（对现代西方人来说没有淋浴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但
人类在没有肥皂和除臭剂的时代还是存活下来了。）

unthinkable
In the effort to get Iran to stop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he US military option is not an option. It is 
unthinkable.（在让伊朗停止核武器项目的努力中，美国不会选择
采取军事手段。那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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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同学

看到标题中的英文，可能

会以为这是个病句，因为这句话的前

半部分 I’m leaving 是现在进行时，可后半部分

却是表示将来时间的 tomorrow，这难道不是前后不一致的语法错误吗？

答案是：这句话语法正确。事实上，这句话包含一个初中英语语法项目：用现在

进行时表示将来发生的动作。至此，很多同学可能会恍然大悟，抢着说：I’m leaving 

tomorrow 就是 I’m going to leave tomorrow 的意思。

这 么 说 对 错 各 半。 对 的 是 I’m leaving tomorrow 和 I’m going to leave 

tomorrow 都表示将来动作，错的是它们表达的意思又有所不同。不同在哪里呢？

翻译成中文，这两个句子的意思都是“我明天将动身”，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之

处，但回到英文原句，两句的意思区分立现。I’m leaving tomorrow 不仅表示“我

明天将动身”是一个既定的决定（decision）或打算（intention），而且表示“我”

已 经 对“明 天 动 身”做 好 了“安 排”（arrangement）。而 I’m going to leave 

—到底是现在还是明天？
—到底是现在还是明天？I'm leaving 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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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orrow 只表示“我明天将动身”是一个既定的 decision 或 intention，但尚未有

具体的 arrangement。比方说，如果这个“我”是坐飞机离开的话，I’m leaving 

tomorrow 应该是一切都安排妥当（All arrangements have been made），至少

是机票已经订好，而 I’m going to leave tomorrow 可能就只停留在 decision 或

intention 阶段，对是否有具体的 arrangement 没有交代。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很需要对方到机场接我们的话，听到他（她）说 I’m going 

to meet you at the airport 后不要全当真，我们还要确认，直到听到对方说 I’m 

meeting you at the airport。

概括起来，I’m doing 和 I’m going to do 都可表示将来的动作，但前者似乎比

后者更加靠谱，因为前者不仅有决定了的计划、打算，还完成了具体的安排，而后者

则只是打定主意，尚未有具体安排。

和 I’m doing something 不同，I am going to do something 通常是决定去

做了，但还没有具体安排。如果检查卫生的人对你说：“The windows are dirty.”

负责擦窗子的你不妨回答“I’m going to clean them”，而不回答：“I’m cleaning 

them”。这一回答既向检查的人表明了 I’ve decided to clean them（我已决定打

扫），使其停止说下去，又给自己保留了一点回旋空间：But I haven’t arranged 

to clean them yet（但我还没有安排好）。

说清楚了，这个语法并不难，也不难用，因为说话人一定知道自己将来的动作到

底是已经有了具体安排（not only decided but also arranged），还是只停留在计

划阶段（decided but not arranged）。如果尚不知道将要做的事情有没有安排好，

则既可以用 I’m doing，也可以用 I’m going to do。

虽然这一初中语法并不难，可是却有很多人为此叫苦不迭。其原因是我们有些

同学没有去认真区分这两种用法表达意义的不同，而是去总结、罗列“哪些动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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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括号中选择正确的时态填空。

  1. I   a very interesting book.  (read/am reading)
 2. Joanne   eight hours a day. (works/is working)
 3. Tonight we  a play at the theatre. (see/are seeing)
 4. Who  to? (do you speak/are you speaking)
 5. I   him very well. (don’t know/am not knowing)
 6. What will you do if she  late? (comes/is coming)
 7. My wife  coffee for breakfast. (prefers/is prefering)
 8. What  for breakfast? (do you usually have/are you 

usually having)
 9. Your train  at 17.25 from platform 3. (leaves/is leaving)
10.  What ? She’s a student. (does Josephine do/is 

Josephine doing)

[参考答案]

1. am reading  2. works  3. are seeing  

4. are you speaking  5. don’t know  

6. comes  7. prefers  8. do you usually have 

9. leaves  10. does Josephine do

以用现在时代替将来时”。这一做法近似大海捞针。用现在时代替将来时的动词太多

了，如果一一去分类，列举和记忆的工作量就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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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中有一种疑问句叫 tag questions，译成中文是“附加疑问句”，又称作

disjunctive questions，译成中文是“反意疑问句”。其基本规则是，如果前面的陈

述句是肯定的，后面的附加疑问句就用否定形式；如果前面的陈述句是否定的，后

面的附加疑问句就用肯定形式。例如：Snow is white, isn’t it? You don’t like 

me, do you?

这类句子中有一些不遵循语法规则的特例，其中引起最多争议的是“I am...”一

句后的附加疑问句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例如，我曾经见过这样一道英语试题：

请判断下面四个句子中哪一个正确： 

        (a) I am right, am not I? 

        (b) I am right, amn’t I?  

        (c) I am right, am I not? 

        (d) I am right, aren’t I?

这是一道四选一的考试题，必须从中选一个正确的、能得分的答案。经过了那么

多考试，我知道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d)，但因为 (d) 句根本就是文法不通，所以我实

际上还是不明白。

不管我们是否想得通，在今天的口头和书面英语中，“aren’t I”出现的频率都占

绝对优势。但对此也有不同的意见。比较下面两句话：

I’m going with you on vacation, aren’t I? 

I’m going with you on vacation, am not I?

I am right, aren’t I ?
 —“我”咋成了复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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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两句话，有人认为第一句虽然大家都这么说，但语法上有错误，系以讹传

讹，不足效法，而第二句虽然听起来很别扭，但毕竟是正确的英语。

要判断这些附加疑问句中到底哪一个正确，听专家的意见是不够的，因为专家

的意见很不一致。但如果我们自己弄清楚这些句子的由来，就不必在不同的意见中

疑惑了。

按照反义疑问句的规则，(a)、(b) 两句都应该不算错，而 (d) 句一定错。可是，

为什么 (d) 句 aren’t I? 偏偏被普遍接受呢？

原来，aren’t I 是由 am not I 的缩写形式 amn’t I 演变来的。而这种演变的原

因，就是发音的便利。英国人讨厌两个鼻辅音 /m/ 和 /n/ 放在一起发音。当这两个

音在 amn’t I 中撞到一起时，就必须进行简化，只保留其一。英国人感觉 /a:nt/ 比 

/a:mt/ 要顺口一些。所以在 18 世纪的文献里开始出现 an’t。   

元音 /a:/ 的发音长短有变，有时长，有时短，由于 aren’t 中元音后的 r 在 18

世纪左右是不发音的，所以 amn’t 的简化发音 an’t 和 aren’t 的发音自然就没有区别

了。18 世纪以后，曾经流行的 an’t I 渐渐被 aren’t I 取代。今天在爱尔兰和苏格兰

的某些方言中仍可听到 amn’t。

aren’t I 在 美 国 也 被 广 泛 使 用。

有 些 美 国 人 不 喜 欢，感 觉 它 有 点 装 腔 作

势， 认 为 还 是 am not I 更 正 式。 但

aren’t I 无论在口语还是书面语中都已被英

语世界的大多数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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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闯关

用 tag questions 补全下列句子。

  1. He’s still sleeping, ?
 2. You do go to school, ?
 3. Let’s go for a walk, ?
 4. We won’t be late, ?
 5. Nobody called, ?
 6. They will wash the car, ?
 7. We must lock the doors, ?
 8. I’m correct, ?
 9. So you bought a car, ?
10. You wouldn’t want to invite my Dad, ?

[参考答案]

1. isn’t he  2. don’t you  3. shall we 

4. will we  5. did they  6. won’t they 

7. mustn’t we  8. aren’t I  9. didn’t you 

10. would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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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走在商场里，看到满眼都是母亲节的公益广告。广

告的内容是一位母亲手捧一束鲜花，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广告

语为：“It’s my day. I’m loving it!”我在头脑里翻译：今天

是我的节日，我……

我卡住了，不知道怎么翻译，怎么翻译似乎都不如英文原话

有味道。I’m loving it 比 I love it 的效果不知要强多少倍。I 

love it 的含义是“我爱我的节日”，而 I’m loving it 则包含“我爱我的节日是不用

说的了，看我现在正爱着呢，可见我有多爱！”这样的含义，还包含“看我现在正爱

着我的节日，你们想参加吗？”这样的意思，鼓动性十足。广告要的就是这种 impact

（冲击力）。和 I’m loving it 相比，I love it 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难怪这句话被麦当劳的广告创意团队相中。虽然凭着麦当劳的名气，平庸的广告

词也会叫响的，但 2003 年启用的“I’m Lovin’ It”确实不同凡响。它的意思正如我

前面分析的那样，无法翻译出来。

如果无法翻译却偏要翻译的话，只好损失一点意蕴了。麦当劳“I’m Lovin’ It”

对应的中文是“我就喜欢！”。因为 back translation 是检验翻译准确度常用的方法，

我们把“我就喜欢”翻回英文，看看意思到底有没有变化。一经比较，会发现 I just 

love (it) 和 I’m loving it 已经是两码事了。

不光译成中文如此，译成其他文字都有点变味。译成德文的广告语回译到英文后

变成 I love it，译成法文的广告语回译后变成 It’s everything that I love，译成

西班牙文的广告语回译后变成 I love all that，译成俄文的广告语回译后变成 That 

is what I love，这些全都比不上 I’m loving it。

—这些广告语真是太有才了！ I'm loving it
! 

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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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是好，但有人批评说这句话文法不通。这得从英语中的动态动词（dynamic 

verbs）和状态动词（stative verbs）说起。一般来说，只有动态动词才能有进行时

态，状态动词没有进行时。listen, read, write 是动态动词，所以我们可以说 I’m 

listening, She is reading, He is writing。hear, see, like 是状态动词，所以我

们不可以说 I’m hearing, She is seeing, He is liking。love 和 like 一样，也是

状态动词，所以 I’m loving 这句话自然就颇具争议性了。

对此，语法专家是怎么看的呢？

语法专家的看法和态度也不尽相同。第一种态度比较传统，就是采取超然的态度

不予理会，因为他们认为广告语、歌词、政治口号从来就没有遵守过语法规则。

第二种态度是进行抨击，抱怨英语的语法从来就没有跟着语法和文学专家走，而

是跟着市侩走。

以上两种态度对我们的英语学习者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第三种态度倒是很有

建设性，即把 love 的身份重新进行认定，承认 love 作为一个状态

动词，有时也可以用作动态动词。这并不是给 love 开后门，英

语中这种有时表动态有时表状态的动词还有，例如 think。在 I 

think you’re right 中，think 是状态动词；而在 I’m thinking 

about it 中，think 又是动态动词。在 I’m loving it 中，向来

担任状态动词角色的 love 客串了动态动词。

不管孰是孰非，和报纸标题一样，我还是觉得不能用语法的条条

框框去评判广告语、歌词和口号。道理很简单：我们中文的广告语、歌词、口号也从

来没有刻意去遵守语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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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广告语举例

Have it your way. (Burger King)
我选我味。（汉堡王）
We do chicken right.  (KFC)
烹鸡专家。（肯德基）
Now you’re eating! (Pizza Hut)
这才叫吃！（必胜客）
The ultimate driving machine. (BMW)
终极驾驶机器。（宝马）
It’s everywhere you want to be. (Visa)
维萨—无处不在。（维萨信用卡）
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 (The New York Times)
所有适宜刊登的新闻。（《纽约时报》）
Just do it. (Nike)
想做就做。（耐克） 

英语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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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给别人建议的时候，出于客气，可能也为了不担责任，有时候不会直接说

“你应该……”，或“你最好……”，而是说“假如我是你，我会……”。

“假如我是你……”用英语怎么说呢？如果我们的答案是“If I am you...”，那就错

了。“假如我是你……”是一个表示假设的条件句，

但因为“我”永远不可能是“你”，所以这不是一

个真实的条件句，而是一个非真实条件句，或称虚

拟条件句。在虚拟条件句中，动词 be 要用虚拟式。

不管 be 动词前面的词是什么人称，也不管它是单数

还是复数，be 的虚拟式一律都用 were。所以，“假如

我是你……”的英文必须是“If I were you...”，而不

能是“If I am you...”。在随意的口语中，也有人说“If I was you...”，但绝对没有

人说“If I am you...”。举一反三，凡用于非真实的条件中，这些看起来不合乎语法的

搭配恰恰是正确的：“If he were...”,“If she were...”,“If it were...”,“If anyone 

were...”,“If everyone were...”。  

语法归语法，在实际应用中，有人对这个把 I 和 were 拉郎配的语法很不以为

然。有趣的是，不仅是我们中国英语学习者经常忘记 If I were you 这个规矩，讲英

语的老外当中也出现了分裂，有人用 If I were you，有人用 If I was you。

对于这个分裂现象的解释，也是分裂的。有人认为 If I were you 用于正式的书

面语中，If I was you 用于非正式的口语中；有人认为不管是书面还是口头，正式

还是非正式，都应该只有一种正确的说法，那就是 If I were you。

你我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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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只有 If I were you 才正确的老外认为：除了 If I were you，其他任何

说法听起来都很奇怪。他们觉得，既然语法已经告诉我们 If I was you 是错误的，

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说呢？即使是用于 colloquial speech，也不可取。这些人给出的

理由是“...because we were taught only ‘If I were’...”。 

坚持 If I was you 也未尝不可的人认为：用 If I were you 还是用 If I was 

you 要取决于说话的对象。If I were you 只是教科书上规定的表示虚拟的语法，并

不是语言实践本身。他们认为，如果别人都说 If I was you，只有我们一个人说 If 

I were you，我们的话听起来就会 out of place。所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写作

中用 were，在口语中“跟着对方跑”，对方用 was，我们也应该用 was。

我的选择是，不管是在书面还是在口头，都只用 If I were you。我的理由是，

让别人知道我们懂语法并遵守语法至少不是件坏事。不错，遵守语法规则有时会显得

格格不入（out of place），但这种格格不入是因为我们正确。相反，一味地“适应

对方”，如何形成我们自己的语言个性呢？况且，谁能保证对方除了 If I was you，

不会说出 If me is you 或 If I am you 之类的话来呢？

尽管有两种意见，总的来说，应该是 If I were you 占绝对上风的。在我问过

的老外之中，有些人根本不知道 If I was you 这种说法。当我请他们中的一位解释

为什么一定要用 If I were you 的时候，她对我说： 

“It is what I’ve been taught and 

observed all my life. I can’t give an 

explanation. That’s just the way it is.”（If I 

were you 是老师教的，我一辈子都这么说。我解释

不了，但它就是这样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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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I were...
      by Charles Ghigna 

If I were a bumblebee（大黄蜂）
And you were a buttercup（毛茛/金凤花）,
I’d buzz around until I found
Your bright face looking up. 

If I were the summer rain
And you were a new rainbow,
I’d try to find the warm sunshine
So you would never go. 

If I were the autumn wind
And you were a maple（枫树）tree,
I’d lift your leaves with a gentle breeze
And hold them close to me. 

If I were the first snowfall
And you were an evergreen（万年青）,
I’d wrap you in my winter coat
And make you my Snow Queen! 

英语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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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的习语（idiom）是由固定的词语搭配而成的短语，但已经脱离了原先词语

的本义，具有了新的含义。如 get the wrong end of the stick 这个习语，已经不

再是“倒持手杖”的意思了，而是“误解”（misunderstand）的意思。这和汉语成语

的特性很相似，比如“胸有成竹”的意思已经和“竹”没有关系了。

和汉语成语一样，英语的 idiom 具有言简意赅、表现力强等

特点，如果能贴切地使用，无疑能使我们的表达增色不少。在实

际沟通中我们的确需要一些习语。比如，有个外国老太太自己并

不富足，却向来为慈善倾囊而出，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到孤儿

院做义工，心地非常善良。我们想表达赞美之情，却总觉得 She 

is very kind, She is so nice, She is so helpful 等怎么也不能达意，这时，一

句 She has a heart of gold 胜过千言万语。相反，对一个人人讨厌、麻烦多多的

人，我们用不着连说 He is difficult, He is a nuisance, Nobody likes him 后还

意犹未尽，一句 He is a pain in the neck 就一针见血了。这就是 idiom 的效力。

就算我们自己喜爱朴实无华的言语风格，选择不用这些 idioms，我们也难免要听到或

看到它们，所以还是有目的地学习为好。

英语的俚语（slang）是一种非正式会话语言。其来源尚不可考，据说 1800 年

初见于印刷品，所载为伦敦罪犯们的行话。俚语产生初期主要用于职业集团和其他

各种类型的亚文化群（包括性行为越轨者、吸毒者、贫民阶层、政治组织、部队、

运动员等等）。俚语的流行，是因为文明社会趋向于主文化群与各亚文化群的包容和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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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idiom 不 同，因 为 slang 的 身 世，英 语 教 学 界 对 它 们 的 态 度 长 期 存 在 争

议。有的英语教学专家认为俚语不是正确规范的英语，为了捍卫英语语言的纯洁性

（purity），教师不应该教授俚语，各种考试中也应该避免出现俚语。但这种观点正受

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挑战者认为，语言只是文化的载体而已，学习语言是为了了解一

种文化，而 slang 既然是一种文化现象，为什么要受到排挤呢？

1992 年 10 月 17 日， 日 本 交 换 学 生 服 部 刚 丈（Hattori Yoshihiro）模 仿 电

影《周末夜狂热》（Saturday Night Fever）中的 Johnson Travolta，身着晚礼

服和同学去参加万圣节聚会。因为记错了地点，所以敲错了门。女主人惊吓之中让

丈夫 Rodney 带上枪出来看个究竟。Rodney 开门后便把枪口对准服部刚丈喊道：

“Freeze!” 服部刚丈可能把“Freeze!”听成了“Please!”，所以就一边往前走一边

说：“我们来这里参加聚会……”没等他再说下去，Rodney 便扣动了扳机，这名年仅

16 岁的日本学生中弹不治身亡。

“Freeze!”是一句美国俚语，意思是“Stop! Stop immediately!”（别动！）。

很显然，因为这位刚到美国不久的日本交换学生不懂这句美国俚语，所以遭遇惨案。

服部刚丈事件引起了英语教学界的反思：我们要不要教学生俚语？

不管英语教学专家怎么想，我们中国学生似乎对英语中的俚语情

有独钟，很多人专门花时间“系统”学习 American slang，并学

以致用，逢遇老外，便大展拳脚，大秀美国俚语，以至于一些

老外愣说他们是从中国学生口中听到一些俚语的。要知道，

“俚语”本来就是一部分人的语言，并不是每一个 native 

speaker 都知道。

我们中国人对美国俚语的热情会不会让俚语逐渐地登堂入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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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闯关

判断下列句子中标出的成分是slang还是idiom。括号中为slang或
idiom的释义。

例：1. Shut up! You really have a big mouth. 
        (talk too much)              [slang]
2. My date for the dance was a cold fish. 
   (dull)                                 [        ]
3.  After Jane met the movie star it was hard for her to come back to 

earth.                 
   (think and behave as usual)          [        ]
4. I am tired of all your complaining. Take a hike.     
   (leave)                                   [        ]
5. Drop us a line and let us know how you are. 
   (to write a short letter)         [        ]
6. We’re crossing our fingers and hoping that the weather stays fine. 
   (wish for good luck )               [        ]                                                                               
7. The tie you are wearing is really in.    
   (fashionable)                            [        ]
8. The homework the teacher gave us was mickey mouse.   
   (nonsense and waste of time)        [        ]

[参考答案]

2. slang  3. idiom  4. slang  5. idiom 

6. idiom  7. slang  8. s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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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的一个星期五傍晚，我和几个老外在下班前互道周末愉快：

“Have a good weekend!”当来自加拿大的 Doug 对我说了一句话

后，大家都对我笑了，我没有听清他说什么，但感觉人家至多只是

开了个玩笑，所以也顺势笑了笑。但心里却是虚的，心想听力关还是

没有过，和老外还是无法“插科打诨”。我心虚的表情被 Doug 觉察出来

了，他嘟哝一声“You didn’t get it”，便特意清楚地重复了刚刚对我说

的那句话：

“Don’t do anything I wouldn’t do!”

他说他们常用这句话开玩笑。这些老外有的来自美国、加拿大，有的来自英国、

澳大利亚，他们能够不约而同地为那句话而笑，可见那个听起来并不像习语的句子在

英语世界一定是很 popular 了。

当时我不好意思追问这句话开的是什么玩笑，有什么好笑，显得自己冥顽不化。

现在想来，这句话确实是一句不错的玩笑，既含蓄，又达意。它的字面意思是“不

要做我不愿做的任何事情！”特别是在周末、度假前，男人之间分别时开这样的玩

笑，隐含的意思应该是—行为检点一点！说得再透一点：不要纵情酒色！Behave 

yourself! 

当然，这句话应该不是男人的专利，也不一定总是有 sexual connotations，而

应该只是分别时泛泛的善意忠告而已，且道别的意义大于忠告。这句话尤其常用于

好朋友将离你而去做一些 exciting, dangerous 或 fun 的事情。据考这句话在上个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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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初就出现了。在二战期间的军营，常用来忠告被怀疑去过“dirty weekend”的战

友。如果十多岁的美国女孩之间说这句话，多半是忠告对方不要“少年犯罪”。

名句总是会被人篡改。有人把这句话创意成“Don’t do anything I would 

do!”，意思是说话人可以做 something questionable（尤指酒色方面），但听话人不

可以去做。

有人把这句话篡改成“Don’t do anything you can’t take a picture of”，

意思是不要做任何不能曝光的事情。或者：“Don’t do anything I wouldn’t do. If 

you do, take pictures.”

还有人把这句话的意境进行全新表达：“Be good, and if you can’t be 

good, be careful.”（检点你的行为；如果你不能检点，就当心一点。）

今天，Don’t do anything I wouldn’t do 这句话的使用范围已经远远超过原

先狭小的范围。既然是句经典的玩笑，大家就都有权消费。例如，周末和情人节快到

了，我们可以给同事发一个温馨的短信：

“Don’t do anything I wouldn’t do this Valentine’s Day. You all have a 

great weekend. Be safe!”

作为好朋友，我们自己不愿去做的事情（something we wouldn’t do），也应该

劝告朋友不去做。我们不愿做的事情有许多，但大致都是这些：something stupid, 

something rash, something reckless, something illegal, something unsafe。

所以，我们也可以在和朋友分别的时候对他们这样说：

Don’t do anything stupid!

Don’t do anything rash!

Don’t do anything reck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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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do anything illegal! 

Don’t do anything unsafe!

话虽可以这么说，但听起来效果似乎都不如“Don’t do anything I wouldn’t 

do!”。带着幽默、开玩笑的口吻给予临别赠言，既不显得好为人师，又不至于伤人。

我想，在一些血气方刚、不计行为后果的青少年朋友之间，分别时来一句“Don’t do 

anything I wouldn’t do!”，既会是效果不俗的玩笑，也可以算作是贴心的忠告。

英语透视

与“玩笑”有关的英文表达

humour               幽默；幽默感
humourous  幽默的 
a sense of humour 幽默感           
joke    笑话           
tell a joke    讲笑话          
dirty joke      荤笑话，黄段子
Get it?    听懂（笑话）了吗？
not get it   听不懂（笑话）           
punch line  （笑话中）最引人发笑的一句
a one liner   小笑话；俏皮话；风趣的话
pun       双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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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英文日记，时态会是个问题。对此，有的人嗤之以鼻，认为这还不简单，用过

去式呗！听这话，就知道此人没有写过英文日记，只是想当然而已。很多的英文老师

也是这么说的，因为他们虽然动员学生写英文日记，但自己可能从来都没有认认真真

地写过英文日记。我之所以相信这是个典型的问题，是因为我常年记英文日记、帮别

人修改英文日记。最关键的是，英语是母语的人也提出了日记中时态的问题。

有人认为写日记要用现在时，因为叙述故事就是用现在时的。可是日记毕竟不

同于故事。故事很有趣，但有多少人会对如陈年流水账似的日记感兴趣呢？有人说

既然日记上已经载有日期，没有必要用过去时，还不如用现在时方便些。不错，用

现在时写起来是方便。但读起来就不方便了。我们写英文日记的主要目的还是学习

英文日记：时态让我犯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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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能够给别人看的英文，所以我们的日记最好是 reader-friendly，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用什么样的时态。当然，如果我们想把日记写成引人入胜的故事，就没有理由不

用现在时了。

还有人说当然用过去时，因为日记记的都是过去的事情。可是日记记的未必全

是过去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晚饭后冒着严寒坐在台灯前写当天的日记，想写“今天

天气很冷”这句话，如果写“It was very cold today”，就表明天冷的事情已经

过去了，这好像与事实不符。另外，我们想写：“今天我看中央电视台得到一个好消

息，中国将在今年 12 月举办动漫博览会。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将来会在动漫行业

发展。”看电视的事情是过去的事情，但因为影响一直延续到写日记时而且会继续，

所以，不适合用过去时。前面这段话可以这么写：“Today, I’ve got good news 

from CCTV that China is hosting the World Animation & Comic Expo in 

December this year. I feel happy about this because my future career 

will be in the area.”这样简单的一件事中，用了现在完成时、表示将来的现在进

行时、一般现在时和一般将来时四种时态，就是没有用到过去时。

可见，英文日记的时态并不是一般现在时和一般过去时二者选其一的问题。二战

中犹太少女安妮 · 弗兰克（Anne Frank）所写的The Diary of Anne Frank（《安

妮日记》）便包括了英语中的所有时态（虽然她的日记是用荷兰语写成的，但在时态

的使用上可以与英语类比）。

在写英文日记的时候，不仅要考虑用什么时态，还要经常在不同的时态中切

换。在日记中，我们记下的不仅有一天的经历（experiences），而且有当日的思想

（thoughts）。有的时候以经历为主，有的时候以思想为主，有的时候则是经历和思

想交替。一般来说，经历适合用过去时，思想适合用现在时。为了让读者清楚地分辨

我们的经历和思想，就必须及时在过去时和现在时之间进行切换。这种切换不难，但

是如果对时态的概念本来就不清楚，就会觉得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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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日记》节选

"I’ve reached the point where I hardly care whether I 
live or die. The world will keep on turning without me, and 
I can’t do anything to change events anyway. I’ll just let 
matters take their course and concentrate on studying and 
hope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all right in the end." 
- February 3, 1944

"...but the minute I was alone I knew I was going to cry 
my eyes out（痛哭）. I slid to the floor in my nightgown
（睡袍） and began by saying my prayers, very fervently
（热烈的）. Then I drew my knees to my chest, lay my 
head on my arms and cried, all huddled up（蜷缩）on the 
bare floor. A loud sob （呜咽）brought me back down to 
earth..." 
- April 5, 1944

英语秀场

意识到时态是一个问题，在写英文日记的时候稍加注意，就可以摆脱这一困扰。

相反，如果意识不到它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随意待之，就会时不时受其困

扰，连连犯时态错误却又不知道问题出在何处。要知道，即使英语是母语的人写日

记，有时也难免要对时态的使用斟酌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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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不满（dissatisfied）时，我们大多能够以适当的言语表达，既能解决问题，

又无伤人际关系。有时候，我们不满的对象是老外，如自己的直接上司或老板、孩子

所在学校的外籍老师或外籍校长、孩子的洋家教等等。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英文表

达不满了。

老外通常把不满分成 concerns（关切，担心）和 complaints（投

诉）两类。在表达前应该评估我们的不满属于哪一类，以便选择合适

的英文字眼。

在很多情况下，不满都仅限于 concerns，尚未达到 complaints

的水平。一般当我们向某人或某个部门表达了 concerns 后，往往

能够当即得到解释、道歉或承诺，使得我们的 concerns 不必走其他

程序即烟消云散。

要向一个人表达 concerns，我们通常可以简简单单地对那个人说：

I have a concern.（我有一点担心。）

I have some concerns.（我有一些担心。）

或者开门见山地告诉那个人我们担心什么：

I have some concerns about the selection process.（我对选拔程序有一些

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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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ve a concern about some of the content on our website.（我们

对网站上的一些内容有一点担心。）

表达忧虑后，我们通常会听到类似的反馈：

We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and we are ready to sit down with you 

to address them.   

（我们理解您的关切，并愿意和您一起坐下来解决。）

The headmaster and the staff share your concern. We must make 

sure something like this never happens again.（校长和员工认同您的关切。我

们一定要确保类似的事情永远不再发生。）

concerns 的影响很小，只要不是无事生非或指手画脚，不应该有所顾忌。如果我

们不表达，老外以为我们好说话。

但有时候，表达 concerns 后仍然于事无补，这样 concerns 可能就要升级为

complaints。比如，受理 concerns 的那个人不耐烦地对你说：

Go and complain to the boss!（去向老板投诉吧！）

或者，那个人仅仅安抚、解释、道歉，就是没有行动。两种情况下，我们好像都

别无选择，只好投诉，否则老外以为我们好欺负。

I’m afraid I need to complain. Can I see the boss, 

please? 

（我想要投诉。我可以见老板吗？）

I have a complaint. Could you let me know how to 

make a compl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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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投诉。你能告诉我怎么投诉吗？）

如果我们采用的是书面投诉的方式，则经常会用到 file 这个动词— 

I need to file a complaint against my manager.（我得投诉我的经理。）

投诉过后，就会有人去处理投诉（deal with the complaint）：

I’m sorry we are unable to deal with your complaint immediately, 

but we’ll get back to you next week. （抱歉不能立刻处理您的投诉，但下周

我们会与您联系。）

细细品味，concerns 和 complaints 除了在不满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外，出发点也

不同。一般来说，表达关切的目的是希望存在的问题得到解决，而投诉的目的多是让

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得到赔偿或补偿（redress of a grievance）。难怪我不止

一次听到老外说：“I’m not complaining. I just have some concerns.”（我这不

是投诉，我只是有一些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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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闯关

参考下面的投诉信（Letter of Complaints），根据你的实际情况，练习用
英文写一封投诉信。

I am writing to complain about the poor service of your company. 
I took your ferry from Hong Kong to Macau on 1 May 2010. When 

I boarded the ferry, there were no seats for me. Then, I went to buy 
a bottle of water which costed me HK$30. After fifteen minutes, I still 
had no seat. To make things worse, a crew member spilled hot tea on 
me, stepped on my foot, and refused to apologize!

I hope you will investigate this matter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I 
look forward to your prompt reply.   

此信旨在投诉贵公司的不良服务。
我于2010年5月1日乘坐贵公司由香港开往澳门的渡船。我上船时没有座

位。后来我去买了一瓶水，花了30港元。15分钟后，我还是没有座。更糟糕
的是，一名船员将热茶溅到我身上，踩了我的脚，还拒绝道歉！

我希望你们尽快调查此事，并期待你们及时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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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 到 有 人 对 我 们 说“I’m sorry”后，我 们 通 常 都 会 说—It’s OK，Don’t 

worry, Never mind, 或者 It doesn’t matter。

在这个 I’m sorry 和 It’s OK 的互动中，I’m sorry 是 apologize

（道歉），It’s OK 是 reassure（使放心）。“使放心”就是

安慰对方—区区小事，又说了对不起，我原谅你了，

啥事都没了，别再内疚了。

看到 reassure 这个单词，我们一定会想到 assure

（ 保 证 ）。 的 确， 它 俩 关 系 非 同 一 般。reassure 就 是

assure again，再一次保证。二度保证，应该放心了吧！所

以，reassure 就是“使放心”了！

我们在生活中有太多的需要用到 reassure 这个单词的地方，奇怪的是直到最近

我才真正掌握这个词。我不知道那么长时间没有掌握它的原因，只知道最近突然能

够掌握它是得益于我不久前参加的老外搞的 first aid training（急救训练）。在为

期一天的训练中，我从培训师口中至少听到 20 遍 reassure，自己开口说了至少 5 遍

reassure，观看别人如何 reassure，自己表演如何 reassure。这是因为急救中的一

个重要步骤就是 reassurance，即在意外事故面前，急救者需保持冷静，安抚伤者，

让其放心—Everything will be fine。

Please be reassured! 
请 放 心好啦 ！

正文155-332兰色.indd   212 2012.6.5   3:52:04 PM



英语的词汇和
语法

Part Five

213

从此，我对 reassure 一词便茅塞顿开了，知道它原来如此好用：

“How can I reassure my boyfriend that he is the only one for me?”（我

怎样让男朋友放心他是我的唯一呢？）

The airline is trying to reassure the customers that the planes are 

safe.（航空公司正努力消除顾客对于飞机安全性的顾虑。）

既然 reassure 是“使放心”的意思，reassured 就表示“感到放心的”。这样稍

作变通，我们就能学会很多表达：

I’m reassured.（我放心了。）

I’m much reassured.（我很放心。）

I’m more reassured.（我更放心了。）

I’m not reassured.（我不放心。）

I still don’t feel reassured.（我还是感到不放心。） 

当别人在我们面前表达任何忧虑和担心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对他们说一句话：       

Please be reassured.（请放心。）

这句话现在看来是如此简单！

我说它简单，是和先前的感觉相比较而言。我大概在 20 年前就用到“请放心”

的英文了。那时我从汉英词典上查到“放心”的英文是 rest assured，仅此一条，

别无选择。但我总感觉这当中的 rest 一词有点磕磕绊绊，想换，又不敢换。我知道

对此有人与我有同感，因为有人已经提出这样的问题：是 Please be rest assured

还是 Please rest assured，中间有没有这个 be？产生如此疑问，都是汉英词典惹

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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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说 rest 一词不好，而是说我们没有被告知“请放心”的更多表达，孤

零零地背 rest assured，确实会感到费解。有的人以为 rest assured 是一个形容

词短语，以至于犯 be rest assured 这样的错误。事实上，rest assured 就是 be 

assured；同 样，rest reassured 就 是 be reassured。reassured 和 assured 的 区

别，自然是前者比后者更加“感到放心”。

所以，如果我们要强调放心的程度，最好还是用 reassured： 

Please be reassured that we do not share your details with third 

parties.

（请放心，我们不会向第三方提供您的个人信息。）

If you do want to complain, please be reassured that it will not 

affect your relationship with this school. （如果您确实想要投诉，请放心这不

会影响您和本校的关系。）

Please be reassured that we are currently 

doing all we can to resolve this issue.

（请放心，我们目前正尽全力解决这个问题。）

Please be reassured that we are thinking 

of you all.

（请放心，我们一直把你们每个人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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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混淆的assure, ensure和insure 

如果你 assure某人，是告诉他某事是真的或将发生，多用于让他
不要担心：

Let me assure you ( I can assure you ) that the children will 
be safe on this adventure holiday. No risks will be taken. （让我
向你保证，孩子在探险假日期间会很安全，不会冒任何风险。）

如果你 ensure某事发生或将发生，你确保它会发生：  
Ensure ( Make sure ) that your working hours as well as your 

rate of pay are written into your contract.（要确保你的工作时间和
薪酬写进了你的合同。）

ensure是英国英语。在美国英语中，insure表示相同的意思。但
在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中，insure都有另一个更为常用的意思，即投
保或承保：  

We can insure your car against fire, theft and third-party 
damage for as little as $30 per month.（我们可承保汽车的火险、
盗险和第三方险, 月费用仅30美元。）

Remember to insure the digital camera and mobile phones. 
They’re not included under the standard homeowners’ policy.（记
得为数码相机和手机投保。它们没有包含在标准房屋保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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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4 月 1 日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虽已事隔十年，很多人仍记忆犹新。

尤其是美国人从最初的坚持不道歉到最终道歉，令人感到 impressive（印象深刻）。

撞机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要求美国向中国人民道歉。

美国人道歉了吗？

4 月 4 日，白宫发言人阿里 · 弗莱舍

（Ari Fleischer） 说：

“The accident took place 

over an international airspace, 

over international water, and we 

do not understand any reason to 

apologize.”（事故发生在国际空域和国际水域，我们不理解有什么道歉的理由。）

2001 年 4 月 5 日，美国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说：

“I regret that a Chinese pilot is missing and I regret that one of 

their airplanes is lost.”（我对一名中国飞行员的失踪表示遗憾，我对他们损失了

一架飞机表示遗憾。）

regret 的意思当然和“道歉”差一大截。

随后，中国政府再次要求美国道歉。

tw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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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4 月 8 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Colin Powell）说：

“We have expressed regrets, we’ve expressed our sorrow, and we are 

sorry that a life was lost.”（我们已经表达了遗憾，我们已经表达了悲伤，我们

为失去一个生命而 SORRY。）

这算不算道歉呢？

这要看鲍威尔口中的 sorry 一词，有没有“道歉”的意思了。

sorry 这 个 英 文 单 词 常 用 的 意 思 有 三 种。 第 一 种 是 feeling sad and 

sympathetic，即“惋惜，同情”，比如别人告诉我们他家里有人去世了，我们可以

说：I am sorry to hear that.（这个消息让我很难过。）

第二种意思是 feeling sad and ashamed about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done，即“歉疚”，如：If you say you’re sorry we’ll forgive you.（你要是道

歉，我们就原谅你。）

第三种意思是 feeling disappointed about something and wishing you had 

done something different or had not done something，即“后 悔”，如：She 

was sorry that she did not go to the concert.（她懊悔没有去听音乐会。）

鲍威尔的“we are sorry that a life was lost”中的 sorry 一词是以上三种

意思中的哪一种，只有他自己清楚。显然，这也不是道歉，至少不是有诚意的道歉。

2001 年 4 月 11 日，美国政府终于通过它的驻华大使馆，给中国递交了一封被外

媒戏称为“the letter of two very sorries”的信件，其中最关键的两句是：

Please convey to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o the family of pilot Wang 

Wei that we are very sorry for their loss.（请向中国人民和飞行员王伟的家

人转达，我们对他们的损失非常歉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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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very sorry the entering of China’s airspace and the landing 

did not have verbal clearance.（我们非常抱歉在进入中国领空和降落时没有得到

口头许可。）    

尽管 sorry 可以表达不同的意思，但两个 very sorry 所包含的“歉意”应该很

清楚了。为此，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s）抨击布什政府，称之为美

国的“national humiliation”（国耻）。

的确，要表达道歉，不一定非要用 apology

或 apologize 这两个词不可。美国人一开始话说

大了，在全世界面前已经排除了用 apologize 或

apology 这两个词的可能。两个“very sorry”，

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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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apologize或apology表示道歉？

I apologize!
I’ve made you do so much work, so I apologize.
（我让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所以我道歉。）

My apology! / My apologies!
I will not be able to respond to your email for the next few 
weeks, so my apology.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将不能回复你的邮件，敬请原谅。）

My apology to you! / My apologies to you!
My apology to you...for those times when I was an idiot and did 
some stupid things.
（我向你道歉……为那些我当傻瓜、做傻事的日子。）

You have my apology! / You have my apologies!
If you find this blog offensive, you have my apology.
（如果你觉得这个博客对你有所冒犯，我向你道歉。）

Please accept my apology! / Please accept my apologies!
Please accept my apology. I want to publicly apologize to you.
（请接受我的道歉。我想公开向你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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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以下两个情景：

情景 1：我从网球场匆匆忙忙地赶到一个地方参加活动。到了才知道那是一个欢

迎酒会。身着旗袍的礼仪小姐忙着迎宾。在场的所有人都身着正装，只有我一个人穿

T 恤、短裤和运动鞋。

情景 2：星期六一大早，我系上领带，穿上皮鞋，一身正

装，赶到某协会参加一个活动。到了才发现在场的所有人都穿

T 恤、短裤和运动鞋。原来今天的活动是爬山。

我在以上两个情景中虽然衣着不同，但尴尬是相同的。什

么原因呢？不是我没有合适的衣服，而是我弄错了场合—我

把正式和非正式搞反了。

使用英语和着装有时候有点相似。这里有两句英文：

A. I am sorry to say that we can’t give you this opportunity.

B. I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we are unable to grant you this 

opportunity.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学哪一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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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我们两句都要学。因为这两句各有各的用途。A 句是非正式的英

语（informal English），在非正式场合需要用到，而 B 句是正式的英语（formal 

English），在正式的场合需要用到。

再举一例：

A: If you need more help, please contact us.

B: If you require further assistance, please contact us.

和前一例相同，该例中的 A 句是非正式英语，B 句是正式英语。

就像准备衣服一样，正式场合和非正式场合的衣服我们都要准备，且要根据不同

的场合着装，正式和非正式的英语我们也都要学习，因为我们每个英语学习者都难免

要遇到正式和非正式的两种场合。

非正式的英语一般是在说话时用到，正式的英语一般是在写信、写报告时用到。

不要以为你学英语只是为了说话，所以不需要学习正式的英语。那样你可能就读不懂

英文、写不出英文，成为英语文盲。也不要以为你学习英语只是为了书面沟通，不需

要学习非正式的英语。即使是书信来往，也有需要非正式英语的时候。特别是随着

email 的普及，书信英语正有向非正式英语靠近的趋势。

有的学习者问：什么是正式的场合？什么是非正式的场合？这

是不可能有统一的答案的。比如说，同样是写信，根据你和收信

人的关系，信件可以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而你和收信人的关

系如何，只有你自己清楚。如果收信人是你多年的老朋友 Paul，

你肯定可以用 Deal Paul 以及一系列的非正式词汇和表达。如果

收信人是你要向其申请工作的人，你绝对应该用 Dear Sirs and 

Madams 以及类似的正式用语。所以，就个人而言，判断一个场合是

formal 还是 informal 还是比较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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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闯关

将下面这封非正式信件的正文改写为正式信件。

We’re really sorry to say that we can’t lend you 
the sum of five hundred quid that you need, but it 
may be possible to give you a loan for some of the 
money.

If you are still interested, do you fancy getting in 
touch with our main office to fix up an appointment 
with the assistant manager? He will be happy to 
talk to you about it.

[参考答案]

We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we are unable to 

lend you the sum of ￡500 that you require, but 

it may be possible to grant you a loan for part of 

the sum.

If you are st il l interested, would you like 

to contact our main of f ice to a r range an 

appointment with the assistant manager? He 

will be happy to discuss the matter further.

如果我们想要最终具备较强的英语能力，我们必须同时学习正式英语和非正式

英语。

用词不同是非正式英语和正式英语的一个重要区别。很多人都说正式英语的词汇

难学，其实，只要我们留心，处处皆有正式英语。我们不仅可以在涉外的通知、商务信

函、法律文件中见到正式英语，还可以在涉外的餐厅等生活场所见到正式英语，如：

Only food purchased (=bought) here may be eaten on the premise 

(=here).（在本餐厅购买的食物方可在此食用——餐厅）

Parking for patron (=customers) only.（顾客专用停车场——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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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英语不同于说英语。我们经常发现，听起来没什么问题的句子，变成白纸黑

字，就成了病句了。有人说，病句怕什么？这就不对了，写英语，任何的错误都是要

不得的。我们经常听到有专家鼓励我们说英语时不要怕犯

错，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哪位专家鼓励我们写英语时

不要怕犯错。写出来的东西，哪怕有一个小小的介词用

错了，都是很遗憾的事情。所以我们写比较重要的东西

时，写完通常要请人 check（审阅）或 proofread（校阅）。

多少年来，有一位忠实的 proofreader（校阅者），一直伴随我一道写英文。它

虽然不能让我笔下生花，造出多么华丽别致的句子来，但可以使得我写出的东西基本

上没有语病。他的名字叫 search engine（搜索引擎）。

我原来写英语时，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不知道写出的句子是否正确，是否地

道，所以写起文章来磨磨蹭蹭，不出活儿不说，还要去求老外。人说“救急不救穷”，

总不能每次都去麻烦人家吧。所以我总是小心翼翼地维系和有限的老外朋友的“友

谊”。不过还是难免被精明的老外识破，知道我所谓的友谊除了让他们 proofread 之

外别无内容，于是再也不搭理我。我很受伤。

自从我和 search engine 结缘，我写起英文虽不能说“下笔如有神”，至少可以

说顺当得很，出活儿比较快了。最显著的好处是不需要求老外了。这时我才体会到什

么叫“无欲则刚”。

英文搜索引擎果真如此神奇？居然抢了老外的饭碗？当然没假，我只需和你分享

它的一个“神迹”，你就会相信其神奇了。

语病 特色门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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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我和往常一样写英语文稿，写到一句话，感觉有点没把握。这句话是：I 

look forward to your reply in your earliest convenience.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

期待您在方便时尽早回复。我望着这句英文，越来越不自信，总觉得应该用 at your 

earliest convenience，而不是 in your earliest convenience。

看到这里，有的朋友可能会笑话我，心想这么简单的介词搭配都不懂！问题不

在于简单不简单，而是在我们写作的时候，经常会发生对简单的用法也产生疑惑的时

候。您是旁观者清。

我的对面就坐着英文造诣精深的老外同事，可是我连问他的闪念都没有，而是将

in your earliest convenience 这几个词原原本本地输入 Google 的“搜索”栏。

在 前 5 页 的 共 50 个 条 目 中， 有 48 个 搜 索 结 果 都 是 at your earliest 

convenience，只有两个条目是 in your earliest convenience。考虑到也许真理往

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我便仔细斟酌了这两个条目中的句子。结果发现，

无独有偶，这两个看起来和我不谋而合的句子恰恰都出自中国

作者之笔下。一句是某链接中的 Dean Li（中国人

名）所撰，另一个句子系浙江某工艺品有限公司

的英文广告语。至此我疑虑全消，相信老外只用 at 

your earliest convenience。

search engine 的功劳绝对不只限于这种 in 和 at 的辨伪存真。属于印欧语系的

英语，被认为起源于新石器时期。那么多年里，那么多人写文章，按常理，我们想用

英文表达的每一句话，不管有多新颖，应该都已经有老外表达过了。而这些句子，在

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几乎都因为种种姻缘（如转载、引用、剽窃等等）而被搬上

了互联网。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英文搜索引擎，能够提供的英文样本句何止

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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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某单位通知电子邮件服务器故障的一封
email。试借助search engine，判断画线部分是否
正确；如不正确，予以改正。

There has been (1) hardware failure on the (2) 
mail server. The (3) replacement part is on its 
way and will be installed (4) within next few 
hours. Once the technician arrives, the mail 
server will be shut down for a period of about 
20 minutes. No email will be sent or received 
during this time. (5)All email will be queued, and 
processed (6)once the server will be available 
again.

英语秀场

[参考答案]

  (1) 错误，应为 a hardware failure 

(2) 正 确 (3) 正 确 (4) 错 误， 应 为

within the next few hours (5) 正确，也

可写作All emails (6) 错误，应为 once 

the server is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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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9 年 11 月 1 日开始，新西兰将禁止驾车时使用手机。这是一项好的法

律，还是一项坏的法律？”

英语课上，我问班上的 9 名国际学生，希望他们无拘无束地用英语表达自己的观

点，当然要给出理由。

一名泰国学生和一名尼泊尔学生都说是 good law，理由都是驾车时使用手机会

导致交通事故上升。两名韩国学生说是 bad law，理由是该项法律无法执行，说在韩

国人人开车时打电话，怎么禁止？而 5 名中国学生的回答则惊人地相似，说要视具体

情况而定—It depends。

此话怎讲？我问他们这法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他们显得很为难，再三思索

后，还是认真地说：“It depends.”见我对这一回答不甚满意，其中一名同学说："It 

is a good law for bad drivers, and a bad law for good drivers."（对坏的

驾驶员来说是好法律，对好的驾驶员来说是坏法律。）

他这言简意赅的诠释颇为精彩，但显然还是所答非所问。

我们中国学生，在观点交锋上，习惯于一分为二和左右权

衡。一分为二没有错，问题在于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要去一分为

二。比如说，我们不可以在谈地震的祸害后，再“一分为二”

出地震的好处。左右权衡也没有错，但最终还是要权衡出一个

鲜明的个人立场和观点来，否则，权衡的意义何在？

我感觉 It depends 一语在我们中国留学生中很有人气，不论英语水平高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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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能精当地使用它。但问题是，老外的思维线路和我们不太相同，当他问一个问

题的时候，期待的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答案。就算答案不是百分之百成熟，也要有个答

案。动不动就说 It depends，虽然能够彰显我们不同一般的深邃思想，但可能会让老

外揣测：此人会不会在辩论时动辄妥协，在投票时动辄弃权，在表态时动辄骑墙呢？

在英语国家读过书的人，大多写过一种叫 essay 的小论文，短则百十来字，长则

上千字。这种文章是构成所有 academic writing 的基本单位，非常重要，所以无论

是托福考试，还是雅思考试，都很强调这种写作能力。

说回文章开头提到的那篇 essay。我给了学生们 40 分钟，要求词数 250 左右。

都说中国学生的写作比口语好，我没有异议。但是，5 名中国学生文采飞扬的作文，

呈现了相似的美中不足—看完以后，我相信如果新西兰对这个道路法规来一次类似

全民公投的投票，这几名中国学生全都会投下弃权票。我在开头部分找不到他们的观

点，在结尾部分找不到他们的观点，而文章的中间部分不厌其烦地把正反两面一项项

地比较，也没有明确的观点。这种文章，如果放在国内高考，不排除得高分的可能

性，但在老外举办的英语作文考场，注定无出头之日。

要是我来写这篇短文，我大概不会随大流，我可能会旗帜鲜明地说它是坏法律。

至于理由，只要去找，一定会有的，比如说，新西兰没有足够的

警察去抓开车用手机的司机，很多重要生意需要驾车时在手机上

谈，能在驾车时用手机的人通常是驾驶技术很好的人（他们不会

出事故），一项无法公平执行的法律不可能是一项好法律……足够

了，因为只要有两三个 point，就足以“立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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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depends... 那得看情况……

在口语中，It depends，It all depends 和 That all depends 其
实是很有用的表达，它的意思是 It has not been decided yet，It is 
pending，即“看情况”，“那得看情况”，“还没有定下来”，“还没拿定
主意”等。例如：

I may go to Europe or I may not, it all depends.
（我可能会去欧洲，也可能不去，还没定呢。）
 —Are you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for holiday?
 —It all depends.
（ —你这个假期去乡下过吗？ 
—还没定呢。）

Big words or small words, which are better? It is hard to tell. 
It all depends.

（写文章用大词和小词，哪一个更好？很难说，都得看情况。）
I may help you, but that all depends. （我也许会帮助你，但得

看情形而定。）
Well, that all depends, doesn’t it? （要看情况而定，是吧？）
Well, it depends. I’m not so certain.（要看情况，我不是很确定。）

英语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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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的句子有长有短。对我们学英文的人来说，当然是短句子比长句子容易掌

握。令人高兴的是，越来越多的读者喜欢的正是短句子，

而不是长句子。这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

比较下面的两段话：

长句：

I real ly do want to go out 

one evening this week to see that rather nice movie Avatar, which I 

particularly enjoy and I know that you also enjoy, as I have not seen 

a movie for such a long time, and I would like to go for a really nice 

meal beforehand. （这星期我真想出去一个晚上，看那部棒极了的电影《阿凡达》，

我特别喜欢看这部片子，我知道你也喜欢，因为我那么长时间没有看过电影了，而且

我想看电影前先出去美美地吃一顿。）

短句 :

I really do want to go out one evening this week. I want to see 

that rather nice movie Avatar. I particularly enjoy Avatar. I know that 

you also enjoy it. I have not seen a movie for such a long time. I 

would like to go for a really nice meal beforehand. （这星期我真想出去一

个晚上。我想看那部棒极了的电影《阿凡达》。我特别喜欢看这部片子。我知道你也

喜欢。我那么长时间没有看过电影了。我想看电影前先出去美美地吃一顿。）

这两段文字都是 53 个单词，但第一段只有 1 句，第二段有 6 句。第一段这句话有

正文155-332兰色.indd   230 2012.6.5   3:52:10 PM



英语写作
和阅读

Part Six

231

53 个单词，第二段平均每句话只有 9 个单词。请注意两段话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

那么，对我们来说，哪一段更可取呢？

我把这两段话打印出来，让两个老外回答：（1）更喜欢哪一段；（2）英语学习者

应该学哪一段？

老外 Malcolm 是一名电脑教师，最高学历是心理学硕士，出生于新西兰。老外

Diane 是一名英语教师，最高学历是英文学士，出生于英国。

有趣的是，两个老外除了都指出两段文字中均用了过多的“I”（与本话题无关，

不去讨论了），可以说看法针锋相对。Malcolm 喜欢第一段，他认为第二段缺乏必要

的 conjunctions（连词），所以应该教学生第一段。Diane 喜欢第二段，她认为第一

段一句话中包含了 too much information（太多的信息），所以应该教学生第二段。

然后我问英语老师 Diane：“为什么 Malcolm 和你看法相左呢？”她回答说：

“Malcolm always tries to give too much information in one sentence!”

（Malcolm 向来都是要在一句话中提供太多的信息！）

我无意请更多的老外发表高见，因为分歧总是会有的。

有 分 歧 就 好，我 担 心 的 就 是 老 外 一 边

倒，倒向“长句子”。既然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我就有话说了。

我要说的是：长句有它的短处，短句有它的长处。对于初学英语的

写作者来说，由于驾驭句子的能力有限，写短句子会更安全。

学写短句子比学写长句子要容易得多。我们都有个 attention span（注意广度）。

一次留心 9 个单词总比一次留心 53 个单词要容易吧。

短 句 子 通 常 都 是 simple sentence（简 单 句），长 句 子 通 常 都 是 compound 

sentence（ 并 列 句 ）、complex sentence（ 复 合 句 ） 或 compound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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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ence（并列复合句）。有的同学可能会担心，简单的句子能不能表达复杂的思

想？我想长句子短句子只是文风的不同，而没有级别的高低。如果写得不好，就算是

一个复杂的句子，恐怕也表达不了一个简单的意思。相反，只要我们写得好，再复杂

的意思，都可以用简单的话写出来。

当然，等我们的英语写作能力提高了，就可以随心所欲，长句、短句“通吃”了。

句子转换（Transformations of Sentences） 

Conversion of simple sentences into complex sentences（简单句变复合句）:
简单句：Tom is a boy. He is eight years old. He goes to school in Philadelphia. 
复合句：Tom is an eight-year-old boy who goes to school in Philadelphia.  

Conversion of compound sentences into complex sentences（并列句变复合句）:
并列句：Search his pocket and you will find the watch. 
复合句：If you search his pocket, you will find the watch. 

Conversion of complex sentences into compound sentences（复合句变并列句）:
复合句：He was educated in a public school where he learned Latin. 
并列句：He was educated in a public school and there he learned Latin. 

英语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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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英语（全国 I 卷）作文题目：

假如你是育才中学学生会主席李华。你校将举办一次英语演讲比赛（speech 

contest），希望附近某大学的外籍教师 Smith 女士来做评委。请参照以下比赛通知给

她写一封信：

        英语演讲比赛

主题：人与自然

时间：6 月 15 日下午 2:00−5:00

地点：501 教室

参赛选手：10 名学生

联系人：李华（电话 44876655）

欢迎大家光临

注意：词数 100 左右

这类东西，相信不少同学考完就再也不想提起它了。我之所以在这里重提，是想

借这道题表达我的一个看法：英语写作和中文写作一样，进入“状态”很关键。

先请看一例范文：

Dear Ms. Smith,

I’m Li Hua, the chair of the Students’ Union of Yucai Middl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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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is close to your university. I’m writing to invite you to be a 

judge at our English speech contest which will be held in our school on 

June 15. It will start at 2:00 pm and last for about three hours. Ten 

students will deliver their speeches on the given topic "Man and Nature". 

We hope that you will accept our invitation if it is convenient for you. 

Please call me at 44876655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reply.

With best wishes,

Li Hua

这篇范文出自一位中学英语老师之手，既然是范文，当然没什么明显的瑕疵了。

不过，假如我是 Ms. Smith，我不会喜欢这样的“邀请信”。不喜欢邀请信的结果，

可能就是拒绝邀请。

这封信应该没有语法错误，该说的也都说了，怎么就不讨人喜欢？一个字：虚。

它不像在邀请人，而像在传达会议通知。

造成这一观感的原因不是这位老师英语水平不高，而是他没有体现邀请别人的那

份心，他想的可能不是如何帮 Li Hua 邀请到 Ms. Smith，而是如何完成一篇高考范

文，状态完全不对。

我读初中时的语文老师多次告诫我们：写作文时要忘掉自己在写作文，才可能写

好作文。这句话现在回味起来真是“一句顶一万句”。写英语作文首先也是一个与人

沟通的活动，落笔前，首先要想着“我要和老外沟通了”，而不是想着“我要写英语作

文了”。我也想告诫写英语范文的老师们：写英语范文时要忘掉自己在写范文。写英语

作文，要明白角色，投入感情，进入状态，否则生产出来的充其量是无活力的堆砌符

号，不管如何堆砌，都乏真情，谈不上语言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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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着帮 Li Hua 重新写了一份邀请信：

Dear Ms. Smith,

My name is Li Hua, Chair of Yucai Middle School Student Union. I 

am writing to cordially invite you to join the panel of external judges 

for our annual English Speech Contest scheduled at 2:00 pm 15 June. 

The theme of this year’s contest is Man and Nature, which I believe is 

quite interesting to you. We will have ten contestants on the day and 

the contest will take three hours to complete. 

You are welcome to phone me at 44876655 to find more about the 

contest before you make a decision, but we would be greatly honoured 

if you could help.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oon.

With best wishes,

Li Hua

我 的 这 封 信 至 少 有 两 点 会 让 Ms. Smith 满 意。 首 先， 我 遵 守 了 informed 

consent 这一邀请伦理，即在别人同意前，要提供充分的相关信息，否则有忽悠之

嫌。我告诉她评委是一个 panel，且都来自校外（external），还提醒她等了解比赛更

多细节后再决定是否接受邀请。其次，我表达了对 Ms. Smith 个人兴趣的尊重。在有

限的百字篇幅中，我在完成规定内容的前提下，尽量使邀请信具有人情味。我不敢夸

口我的信一定能请到 Ms. Smith，但就算请不到，也不该会

是因为信没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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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会”的译法

  “学生会”一词常见的译法有以下三种：student association 
(students’ association), student union (students’ union) 和student 
council (students’ council)。

● student union 和student association 多指大学学生会，通常在
校园内拥有自己的办公室甚至自己的大楼，用于举办各种社会的和
集体的活动。很难说出这两个词的区别。有人说student union用于
英国大学，student association用于美国大学。其实未必，如Oxford 
University Student Union和Edinburgh University Students’ 
Association都是英国大学的学生会。这两个词近来也开始在一些中
学使用开来。

● student council 多用于中学学生会，如Mansfield Middle School 
Student Council, East Greenwich High School Student Council等。

  由于中外学校在学生会的定义上有较多差异，很难说用以上哪
一个词表示“育才中学”的学生会最恰当。因此，就英语考试而
言，上面的三种译法都不应算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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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心观察，会发现老外写字，好像不是左撇子，就是把纸横放，从上往下写。在

我们的小学老师眼里，他们的坐姿和握笔姿势都很成问题。这可能和他们的小学老师

没有尽责有关。但话说回来，他们写起字来看上去一点都不逊色，又快又好看。我曾

和老外同场参加过一次国际商法的闭卷考试，两小时 5 大题。到时间交卷时我写了满

满 4 页，因为复习到了点子上，两小时中几乎没有停笔，简直就等于抄写，自己感觉

没有人会比我写得多。看那老外，在我凝神屏息奋笔疾书之时，居然可以掩卷思考半

个多小时才提笔气定神闲地写，中途还上厕所。令我郁闷的是，他们大多写满 8 页，

还提前交卷。那一次，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的英文书写速度太慢。问题是在这之前，我

一直以为我写英文很快。

我第二次感觉到书写速度慢是在一个小组讨论会上。全班分 4 个小组，每组 3−4

个人，讨论之后每组推举一个人口头汇报，一个人把讨论要点用彩色记号笔写到大白

纸上。我以为动笔总比动口容易，便自信地拿过彩色笔，一条一条地写。我很认真，

也特意提速了，结果我们组还是最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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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把白纸挂上墙的。挂到墙上看，我才发现那些字歪歪扭扭，幼稚不堪。再看看边上

的老外的书写，那就有显著差异了，首先是漂亮的清一色大写字母，其次是流畅，再

次是他们居然有时间画一些有趣的小插图。这些虽然只是细节，但却体现了他们对自

己使用的书面语言的舒适度。而这种舒适度，在我的身上是不存在的，也装不来。比

如说自然流畅的“清一色大写”，确实是一种造诣。老外填写表格，几乎没有人用小

写。而我们填写表格，即使被要求用大写字母，也会一不留神夹杂一些小写。大写字

母好像对我们就是没有亲和力。

尽管电脑打字几乎代替了手写，但英文书写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很有用的。我们之所

以觉得它没用，是我们没有去用。我经常会连一个英文字条、英文贺卡都写不利索，写

不清朗，特别是当大家一起在一张卡上留言时，更能凸显自己在英文书写上的软肋。

和母语比起来，很多人在英文书写方面的训练简直近乎于零。书写也是一种感

觉。小时候学中文，一半的记忆都是关于写字、抄书的，字迹工整，一丝不苟。那种

训练，培养了我们对母语中文的自信。提笔写英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以为会写的单

词，未必会写。勤提笔，写写英文，可以减少我们对这一语言的陌生感。

  我们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不知不觉之间，会在一张废纸片上写下

一些字词，也许是一个名字，也许是一个形容词，没有任何理由和原

因，以至于我们根本回忆不起我们何时何地写下了那些字句。别小看这

总是被我们揉成一团扔进纸篓的废纸，其实它可以泄露我们的心灵秘密，

即所谓“心理投射”。心理学家认为无意识写下的东西也可以投射出彼时彼

刻的心理状态。

我想我们练习英文书写可以从这些不起眼的小纸片做起。我们应该争取在不知不

觉中写出的是英文单词而不是中文字词。如果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随手写出的人名是

英文的，地名也是英文的，感情词也是英文的，那就说明我们对英文书写很习惯很舒

适了，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英语入骨入髓了。有意识地在平时多用英文写写画画，能加

快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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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writing Speed 英文书写速度
 
The average human being hand writes at 31 words per 
minute for memorized text and 22 words per minute while 
copying. （对于记住的文字，人手平均每分钟书写31个单词，
而抄写的速度为22个单词。）Using stenography (shorthand) 
methods, handwriting achieves speeds of up to 250 wpm.（使
用速记法，手写速度可高达每分钟250个单词。）

Slow handwriting can cause a student to miss important 
information, fall behind in class and make life stressful for 
student and teacher. （书写速度慢会造成学生错过重要信息，
在班级中落后，并给师生的生活造成压力。）If you write slow, 
you need to learn some abbreviations or shorthand, so that 
you do not have to write common or long words out in full. 
For example, the date — 7/8/10.  （如果你的书写速度慢，你
需要学习一些缩写或速记，这样你就不需要将常用单词或长单
词的字母全写出来，如日期7/8/10。）

正文155-332兰色.indd   239 2012.6.5   3:52:13 PM



——那些年老师没教过的英语妙招

240

不喊“哎哟”喊“OUCH”

请看下面这句话：

姓的张的内蒙古包头市的政府说脱轨星期五早上的火车的人正在使用链接到满达

拉图附近相邻蒙古的边境城市的包头的铁路建设中的石头。

是不是有一种看火星文的感觉？

实际上，说话者想说的话是：

内蒙古包头市政府的一位姓张的先生说，星期五早上脱轨的火车正运载着用于修

建一条铁路线的石头，该铁路线连接包头和邻近蒙古国的边陲小镇满达拉图。

说话者是谁呢？为避免造成伤害，我们就称其为“某词霸”吧。某词霸有一个“划

词”功能，当我用鼠标选择下面的这句英文时，屏幕上便自动出现本文开头的那段火

星文了：

A man surnamed Zhang with the government of Inner Mongolia’s 

Baotou city says the train that derailed Friday morning was carrying 

stones us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rail line linking Baotou to Mandalt, 

a border town near neighboring Mongolia.

就这个个案来说，大概人人都会认为英文原

文反而比某词霸的中文翻译更好懂。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把某词霸说得一无

是处，因为很多时候，它的翻译还是相当不错的。

就拿同一篇文章中上面这句英文的前一句来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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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fficial in northern China says a train derailment at a railway 

construction site has killed 11 people and injured at least one.

某词霸的划词翻译把这句英文翻译成：

中国北方地区的一名官员说铁路施工现场的火车出轨已死亡 11 人，受伤至少一个。

怎么样？不能说离谱吧？

我要说的不是在线翻译靠谱还是离谱，就算现在还不是很靠谱，我对翻译软件的

未来也还是有信心的，相信它会翻得越来越好。我要说的是：作为英语学习者（而不

是翻译工作者），我们要不要过度依赖科技手段？

打个比方吧。我们都上过小学算术课和初中数学课。计算器对于算术和数学，不

可谓不靠谱。但不能因为计算器可靠，老师就允许小学生和初中生依靠它。这其中的

原因便是—小学生、初中生基本上处于学习计算阶段，而非应用计算阶段。所以，

越初级的学习者，我们越不鼓励他们使用计算器。

同样的道理，越初级的英语学习者，越不能依赖翻译

软件。

有的同学说：“我的英文阅读水平是很初级，但是

我从来不用全文翻译功能，也不用整句翻译功能，只用

屏幕取词功能查查生词而已，这也不可以吗？”

当然，用鼠标逐个逐个单词地取其义，比起整句甚至整篇地取其意，要勤勉多

了，应该肯定。但是，如果要更上一层楼的话，就要认清屏幕取词的局限性。

屏幕取词能有什么局限？难倒说它不如传统词典方便？

问题恰恰出在它实在是太方便了。只要稍微移动鼠标，让光标落到你不认识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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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单词上，所有的中英文解释就出现在屏幕上了。

按理说，方便应该是好事，越方便我们岂不是越愿意更多地查单词，越多地查单

词我们岂不是记得越牢？

不幸的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查单词越容易，就越难努力地去记住查过的

单词。来得太容易，就不珍惜了。所以，除非我们能克服这一局限，学习英语时似乎

还是应该依赖传统词典。

英语透视

阅读：Easy Come, Easy Go

Every time a new word or expression is learnt without much 
thinking effort, there is always a propensity to forget soon 
after. The saying: "Easy come, easy go" becomes very evident 
here. On the other hand, when words are learnt with a bit 
more thinking effort, they are actually embedded in the 
student’s memory.（如果学新的单词或表达时，不动脑筋，不花
心思，则很可能过后没多久就忘记了。“来得容易去得快”这句俗
语在这里显得尤为适用。另一方面，如果学单词时多动一点脑筋的
话，它们就真正地印刻在学生的记忆中了。）

正文155-332兰色.indd   242 2012.6.5   3:52:14 PM



英语写作
和阅读

Part Six

243

再聪明的人，学英语都离不开英文词典。英语不是什么高端科学，学习它不见得

需要什么特别的方法，也不见得要拜师，特别是对于已经具备初步的英语知识的学习

者来说。唯一离不开的可能就是词典了。

人与人不一样，有的人遇到生词就想学，就问，就查，而有的人遇到

生词就嫌烦，就跳过去，只挑认识的看。严谨说来，语言水平不完全体

现在单词量上，不再学习新单词也有可能通过别的方法提高整体语言

水平。但遇到生词不去问，也不去查词典，英语要有大长进很

难。正如自从我们不再查汉语词典，我们的中文水平就基本

定格了一样。

就算我们学习母语，也是词典陪我们一路走过来的。小时

候上学《新华字典》不离书包，上了中学用《汉语大词典》。上了大学后，倒是似乎

没有再翻过词典，以至于经常有一些只可意会不可声传的汉字在自己眼皮底下晃来晃

去，如“饕餮”二字，我现在还读不出这两个字来。不过那是我的母语，我只要不做

中文播音员，不从事汉字、汉语研究，我自认为可以和汉语词典说再见，一辈子读不

出“饕餮”二字又有何妨。

但英语就大不相同了，它不是我们的母语，周围也没有多少人可供求教。英文词

典，应该是我们每一名英语学习者无可争议的“工具”。有本钱甩掉汉语词典的人，

可能也没有本钱甩掉英文词典。

为什么要每天查英文词典？因为我们每天都可能会碰到没见过的或者需要进一步

了解的英文词语。每天查词典是一种态度：承认自己需要学习。因此，每天查词典又

是一种宣示：证明自己有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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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不喜欢词典：查词典多没面子啊。我们的一些英语老师，和演员一样，无

妆不出镜，不愿意承认自己和学生一样会遇到生词，一样需要学习，总是在学生、听

众面前强装无所不知。一些名师在公开演讲前拼命地查词典，演讲的时候便可假装一

切都是随手拈来。他们不愿和别人分享学习的过程，就像明星不愿意让人看到素面朝

天的样子。这样的老师造就了不愿、甚至羞于当众查词典的学生，以至于一些学生永

远分不清 stationary 和 stationery，甚至分不清 principle 和 principal，也不愿意

查词典把这些词的意思搞得清清楚楚。相比之下，我钦佩那些在课堂上当着学生的面

查词典的老师。这些老师，比起那些绕开学生的问题，回家悄悄查词典者相比，首先

是态度端正，定位准确。老师嘛，本来就应该和学生共同探讨问题，而不是先知。其

次是自信，这样的老师不怕学生因当堂查词典找答案而看低自己。老师的作用绝对不

是词典，词典能做的事情就交给词典吧。

词典不仅应该带进课堂，也应该随身携带。走进一家老外开的

西餐厅，如果没有中文菜谱，大半的词都吃不准或干脆不认识，在

餐桌上一边点菜一边查词典有何不可？在外看英文报纸的时候，

遇到个把不熟悉的英文词，为什么不可以当场查词典弄清楚呢？一

些英语学习者，从学校毕业后，随着工资增了，房贷减了，天地大

了，压力小了，昔日每天查词典的美德便不再保持。君不见原来用的

是厚厚的大词典，后来嫌不方便，换了电子词典。电子词典耗电快，电没了，因为懒

得去换电池，造成事实上的懒得查词典。

无论我们如何辛苦地查词典，我们这辈子的英文也不可能达到不需要词典的程

度，所以，英文词典注定要陪我们过一辈子。每天查词典是挺浪费时间的，可是时间

花在查词典上早晚有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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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Something Lost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lost when a new technology 
becomes an accepted part of the culture. The Internet has 
brought the world’s knowledge to any room equipped with a 
computer, but the experience and convenience (方便) do not 
substitute (代替) for the pleasure (快乐) of strolling (漫步) 
through a university library’s stacks (书堆), randomly (随意
地，随机地) searching through volumes (册) of books whose 
titles look interesting. Nor does an online dictionary give the 
same experience as looking up a word in a printed version 
(印刷本), where you can idly (漫无目的地) peruse (读，细读) 
other words that you didn’t know, but look interesting.（摘
自2010年2月23日《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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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英语，不能没有一本好的词典。什么样的词典好呢？和中国人学英语有关的词

典，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英汉双语词典（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一类是英

英单语词典（English Dictionary）。而英英单语词典又分为供外语学习者用的英英词

典和供英语为母语者使用的英英词典。我们常见

到的“英汉双解词典”是这两种词典的合并。那

么，我们是用双语词典，还是用单语词典呢？

关 于 双 语（bilingual） 词 典 和 单 语

（monolingual）词典哪个更好的困惑，不只我

们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有，全世界的英语学习者都

有，而且由来已久。常识告诉我们，对初学者来

说，一本双语词典是不可缺少的。我曾见过一个

国际学生，来自一个非常小的国家，以至这个国家从来没有编写过双语词典，所以他

比别人学习起来要困难得多。不过，如果我们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词汇量，不是初学者

了，由双语词典过渡到单语词典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这是由双语词典和单语词典各自

的特点决定的。

一本词典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就词典本来的意义而言，不管是单语的还

是双语的，它都是用来查清字词含义的工具书。而双语和单语词典在表达词语含

义（meaning presentation）的 方 式 上 是 不 同 的。单 语 词 典 的 方 式 是 通 过 释 义

（paraphrase）来“定义”（define）一个词语，而双语词典的方式是“翻译”。这样，

就造成了两种词典各自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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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英词典的最大特点是它提供的例句。在某种意义上，例句比定义更为重要，毕

竟学定义，也是为了学句子。例句有三方面好处：（1）可以通过例句检查是否正确理

解定义；（2）可以通过例句学会如何在句子中正确使用目标词语；（3）例句帮助大脑

编写正确的英文句子的程序。我们读的例句会留在大脑中，使我们能在另一时刻自己

造出相似的句子。这种例句读得越多，自己能造的句子就越多。这就是有人说要学会

“读”英英词典的原因。

和单语词典相比，双语词典则有如下缺陷：（1）由于文化差异，某些英文字词

在中文里是没有对应字词的（nil-equivalence），所以不是所有的英文字词都能翻译

成中文；（2）翻译到中文里的英文对应词通常只能覆盖英文原字词的部分语义范围

（partial equivalence）而不是全部；（3）很难将英文原字词的美学价值的和外延的

意义翻译出来（stylistic and/or connotational equivalence）；（4）简单直译容易

强化“两种语言可一一对应”的错误概念，不利于英语的内化。

正是因为以上原因，几乎每一位英语教师都建议具一定英语基础

的学生使用单语词典或两种词典并用。但绝大多数英语学习者总是习惯

于用双语词典，因为他们感觉在单语词典中查一个英文词的意思会因

遇到新的英文生词而需要没完没了地查，另外，他们感觉不看到中文对

应词，就不能“真正知道”某个英文词的含义，再就是双语词典对翻译

有帮助。这正应了一位语言学家的这句话：“Monolinguals are good 

for you（like wholemeal bread and green vegetables）; bilinguals （like 

alcohol, sugar and fatty foods）are not, though you may like them 

better.”（单语词典就像全麦面包和绿色蔬菜一样对你有益，但你可能更喜欢双语词

典，尽管它们像酒精、糖和高脂肪食品一样对你有害。）当然，大家也可以选择英汉

双解词典，它同时提供英文释义和中文翻译，只要你能管好自己，不要为图方便只看

中文翻译而忽略英文释义和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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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透视

体会英英词典与英汉词典的不同特点。

UFO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a strange object in the sky, 
sometimes thought to be a spaceship from another world （《朗
文当代英语辞典》)  
不明飞行物，飞碟（《英汉大词典》）

ombudsman
someone who deals with complaints made by ordinary people 
against the government, banks, insurance companies etc （《朗
文当代英语辞典》） 
调查官，巡视官（指专门调查公民对政府或渎职官员所提控告的
特派员）；意见调查员，维护个人权利者（《英汉大词典》）

junk food
informal food that is not healthy because it contains a lot of 
fat, sugar, or caRBOhYDRaTe （《朗文当代英语辞典》） 
（尤指经化学加工虽多热量然缺乏营养价值的）劣质食品（《英
汉大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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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节英语口语课上，我要求学生上台即兴用英语叙述一件有趣的事情。中国学

生 Nana 上台后如是说：

Last week I went to the cinema. I had a very good seat. The movie 

was very interesting. I did not enjoy it. A young man and a young 

woman were...

没等她说到笑点，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都捧腹大笑起来，搞得韩国、日本等其他

国家的学生 very confused。而 Nana 也一副不解的神情，不知道大家笑什么，慌忙

检查自己的衣着。

这一笑，拉近了我和他们的距离，虽然我比他们早学英语近 30 年，可是大家有

一个共同点：背诵过《新概念英语》第二册第一课—A Private Conversation ！

现在回过头看，A Private Conversation（《私人谈话》）的确值得一背。

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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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教我们使用动词的过去式。不要以为过去式简单，对我们中国学生来

说，在动词所有的时态中，过去式是最难用顺的。我们说英语、写英语时，在过去式

上犯的错误特别多。虽说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叙述的大多是过去的事情，但主要原因

是：中文里有表示一般将来时的“将要”，有表示完成时的“已经”，有表示进行时的

“正在”，就是没有表示过去时的副词。中文表示过去靠的是时间状语限定整个句子，

而无需在动词上做文章。

在那段共有 101 个英文单词的短文中，有 15 处使用了动词的过去式：went, 

had, was, did, were, were, got, could, turned, looked, did, could, turned, 

said, said。背诵这些表示过去式的句子，无疑有助于我们流畅地叙述一件发生在过

去的事情。

其次，它教我们简简单单地说话。这段百词短文，有 18 个句子，全部是简单

句，句子之间找不到一个 and, but, then 之类的连词（conjunction），相当于“因

为所以、之乎者也”被一扫而光。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什么闪光点，是知识点太

简单，不要忘了这是第二册，去第四册看看！”但能表达复杂意思的简单句子有什么

不好呢？

再次，它教我们观察平凡的生活。这段文字叙述的是一件极平凡的事情，平凡到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经历过。就是这样平凡的小事，成就了一段精美的英语。可见，只

要我们细心观察，体味，就不会苦于无话可说或无话可写。

虽然如此，但我想没有人是冲着以上三个原因背下《私人谈话》的。之所以形成

了这么广泛的背诵联盟，没有上述复杂的因素，只是因为A Private Conversation

被排在第一篇了。能不满足于学校的课本，“进补”New Concept English 的人，

大多在英语学习上比较有雄心壮志，他们大多从第二册起步，而且有“背诵”的计

划。虽说计划不如变化，但就算再没有恒心，第一篇A Private Conversation 总要

背的！而且越是没有恒心的人，背诵第一篇的次数可能越多—因缺乏恒心而半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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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回顾：A Private Conversation

Last week I went to the theatre. I had a very good seat. 
The play was very interesting. I did not enjoy it. A young 
man and a young woman were sitting behind me. They 
were talking loudly. I got very angry. I could not hear 
the actors. I turned round. I looked at the man and the 
woman angrily. They did not pay any attention. In the end, 
I could not bear it. I turned round again. ‘I can’t hear a 
word!’ I said angrily.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the young man said rudely. 
‘This is a private conversation!’

          （摘自外研社、朗文《新概念英语》第二册）

英语秀场

废，又不甘心，再卷土重来，重来的时候，自然还得从第一篇开始。

本文开头 Nana 的故事让我再一次看到了背诵英文经典的效果—想忘都忘不

掉，想不用都不行。A Private Conversation 想必已经深深扎根于她的脑海，以至

于她信口拈来，脱口而出其中的词词句句时，还浑然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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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看英文报纸，喜欢在边角时间看，比如餐前饭后，等人的时候，在车

上，在地铁里……我觉得在地铁里看英文报纸的感觉莫名地好。我读英文报纸的体会

可归纳成三个词：早开始，迟订阅，重过程。

“早开始”是指读英文报纸不必等到有很大的词汇量。原苏联有个

心理学家叫 Lev Vygotsky（列夫 · 维果茨基），他发明了一个词，叫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最近发展区）。联系到我们阅读英

文报纸，最近发展区就是我们目前的阅读水平与我们可能达到的

阅读水平之间的区域。根据他的理论，如果阅读任务的难度位于

这段区域，就会有效果。

英文报纸的难度有没有落到我们的“最近发展区”呢？这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喜欢查阅词典。只要借助词典能看懂的，就是难度适合的。有

人把读英文报纸复杂化了，比如分析出不同英文报纸的语言风格什么的，我总觉得没

必要。报纸上的文章是大家写的，来自不同的人，尽管会有编辑润色，但还是根据栏

目、读者和时代确定风格，而不是报纸。有的人列举某报上的一句话来概括该报的语

言风格，其实别的报刊类似的话可能更多，只是没有被列举而已。要说风格特点，

我觉得所有报纸的共同特点可能就是它的 headline（标题）了。报纸标题的一大特

色是省略。例如，2010 年 1 月 13 日China Daily 有一则新闻的 headline 为“Cat 

Stuck in ATM”。这个标题有三处省略，两处是冠词，一处是 be 动词，完整的表述

应为 A Cat Was Stuck in an ATM （一只猫被卡在自动提款机里）。报纸标题的

英文报纸的一点读
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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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大特点是用不定式表示将要发生的动作。例如 2010 年 4 月 28 日的China Daily

有个 headline 叫“Beijing to Release Strict New Housing Rules”（北京将出台

严厉地产新政）。

“迟订阅”是针对需要频繁查词典的同学，我建议不要订阅英文报，而是买零售

的，或打印网上英文报纸的电子版。我当年在下定决心读英文报纸后，就订阅了一份

英文报纸。因为学习繁忙，实际上用来读英文报纸（我要经常查词典）的时间十分有

限。而报纸大多是厚厚的一叠，和一本书已经没有多少区别。我通常是一份报纸没看

完，新的报纸就又来了。这样，就来不及查词典了，导致阅读的质量越来越低，效果

大打折扣。这种情形，可以用一个心理学术语描述：over-stimulation（刺激过量）。

买零售的报纸就不同了，买一份英文报，可以仔细看，等到自己看透了，“断粮

了”，再去买下一份。这样，虽然新闻可能成为“旧闻”，但因为一直保持“饥饿感”，

读起来还是津津有味的。这样扎实有效地阅读英文报纸，养成嗜好和习惯，直到阅读

水平提高到必须订阅。可见，我劝大家不急于订阅，是从长计议，是为了将来能够长

久地订阅。所以，英文报纸发行部的同志们不用担心。

“重过程”是指我们要养成阅读英文报纸的习惯。只要这个习惯养成了，看英文

报纸如同吃饭、睡觉一样，到点就需要，英语阅读水平就自动提高了。所以，要努力

从阅读英文报纸中寻找乐趣，这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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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闯关

识别下列报纸标题的语法特点。

a. noun phrases 名词短语
b. noun strings 名词串
c. simple tenses instead of continuous or perfect 用一般时代替进

行时或完成时
d. auxiliary verbs dropped in passive form   被动语态中省略助动词
e. articles dropped 省略冠词
f. infinitive to indicate future 不定式表示将来

 1. Difficult Times Ahead                            [ a ]
2. Forgotten Brother Appears                         [    ]
3. James Wood to Visit Portland                      [    ]
4. Landscaping Company Disturbance Regulations    [    ]
5. Man Killed in Accident                               [    ]

[参考答案]

2. c & e 3. f 4. b 5. d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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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英文电影和听英文广播，哪一个对提高英语听力更有效呢？

在现实中，很多人以看英文电影为主，很少听英文广播。我则相反，基本上是听

英文广播占九成，看英文电影仅占一成。

我之所以听英文广播远远多于看英文电影，最初

是由于身体原因。在电脑屏幕前工作一整天回家，最想

做的事情就是让眼睛休息一下。所以，每天回来后，我

总是先打开收音机，然后往沙发上一躺，闭上眼睛，一

边休息眼睛，一边听广播。时间久了，好像形成了动力

定型，不听广播，反而就不能凝神静心，眼睛就休息不

好。在闭上眼睛的时候，我能够认认真真地听广播里说

的字字句句。也许是久了的原因，我非常喜欢听英文广播，偶尔看看英文电影，大多

是陪家人看，或者是想看重大事件的画面报道而去看看英语新闻。

在闭目听英文广播的时候，我的听觉会变得更加灵敏。我每听一句话，都能够在

头脑中形成一个映象，这些映象连起来，会构成另一种画面。这种画面和电影中的画

面不同，它是从声音刺激到词句意义，再从词句意义到形象画面的过程。另外，我特

别喜欢广播中的访谈（interview）和互动（call-in）节目。在这些节目中，我能从

说话者的声音联想到他们的形象甚至人格。在听到得意的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笑出

声来。那是一种百分之百由“听”制造的沉浸状态。

在英语学习者中，大多数人更喜欢看英文电影，也有像我这种更喜欢听英文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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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从提高英语听力水平的目的看，到底哪一种更有效果呢？这可能不是一句简单

的“因人而异”可以回答的。

单纯从获取信息、理解内容的角度看，电影无疑比广播更有效，因为在很多电影

节目中，即使是静音状态下，借助丰富生动的画面，我们也能够大致明白正在发生什

么事情。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听不懂英语的人也能凑合着看无字幕的英文原版电影了。

所以，这种有效，和对提高英语听力的有效，还是有很大不同的。相比之下，听英文

广播在对信息、内容的理解方面，效果可能要差很多，但是这种效果能够百分之百地

体现英语听力的水平。

  判断英文电影和英文广播哪一个更能提高英语听力，关键

的问题在于：就提高英语听力而言，电影画面的作用到底是正

面的还是负面的呢？也就是说，电影画面是对“听”英语这

个认知过程的“辅助”，还是“干扰”？就我的情况而言，我

感觉画面对我是一种干扰，因为在看电影的时候我难免会把很

多注意力放在欣赏电影画面上。如果说画面是一种辅助的话，

那也只是对获取信息的辅助，而非对听力过程的辅助。

我发现有一些同学，天天抱着电影看，说看电影没有障碍，可是在做英语听力测

试的时候，却不能取得好成绩。我估计这些同学所说的看电影没有障碍，是指能够欣

赏电影情节。实际上，有些电影情节只需要听懂其中 50％的语言，便可以基本无障碍

地欣赏。我称这种情形为“假性无听力障碍”。强迫自己听听英文广播，就能很容易

地诊断出这一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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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英国广播公司(BBC)预备在英国遭受核武器袭击时使用
的广播稿。

This is the Wartime Broadcasting Service. This country 
has been attacked with nuclear weapons. The number of 
casualties (伤亡人数) and the extent of the damage are not 
yet known. Stay tuned (继续收听) to this wavelength (波
长), stay calm and stay in your own homes. Make sure gas 
and other fuel supplies are turned off and all fires are 
extinguished (熄灭). Water means life. Don’t waste it. Ration 
(定量供应) your food supply, because it may have to last 
for 14 days or more. Do not go outside the house. We shall 
repeat this broadcast in two hours’ time. Stay tuned to 
this wavelength, but switch your radios off (关掉) now to 
save your batteries until we come on the air again. 

英语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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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应该有过这样的经历：置身于有老外的闲聊情景中，有时别人笑语声喧，自

己却浑然不知人家在说什么，于是，落后感、挫败感袭来—我的听力怎么这么差？

刚来新西兰不久，我经人推荐，去给一个

老外当秘书。这个推荐人给我一条忠告：

听 不 懂 就 问，切 忌 不 懂 装 懂。我 当 时 琢

磨：你怎么知道我会听不懂？你又怎么知道我会不懂

装懂？你是过来人吗？

既然别人已经点破我不懂装懂的企图，我只好不懂就问了。

我上班第一天，就没有听懂那位老外的一句话，于是我非常老实地对他说，

“Sorry, could you say that again please?”结果他慌忙停顿下来，想了半天，

想不出他说过的那句话，一脸尴尬（他显然认定是他的发音或表达有瑕疵），反问我，

“What did I say?”

说起来让我们很开心，很多老外会过高估计我们的英语水平，他们会想当然地认

为他们所说的我们都懂，所以他们没有什么思想准备要去重复说过的内容。

还有一次，我在路上碰到一个老外朋友，她见面就热情地对我说，“Hi Bill. 

Nice to see you here! I believe congratulations are in order.”我从来没

有听过 congratulations are in order 这句话，所以问，“Sorry, what was the 

last word?”她愣住了，一副“有货倒不出”的神色，终于说“That’s alright!”，

偶尔不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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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悻悻离去。扫兴不？现在我明白了，congratulations are in order 的意思是 

I should congratulate you，可是已经晚了。

我尝到了“不懂就问”的苦头，开始尝试“装”。例如，我那时并不知道 snowed 

under 是“忙”的意思，但照样和 Ian 相谈甚欢：

Ian: I had a pretty busy year last year, and with the baby arriving 

my wife was feeling a bit snowed under. I thought no, I’ll take a few 

months off and spend the time with the family, and I have to say it 

was the right decision.

Bill: Oh, you have to.

Ian: Yeah, yeah. Hey, we’re having a barbecue on the weekend. 

We’ve got Jeff and Jody. Do you want to drop in?

Bill: Oh yeah, sounds terrific.

渐渐地，我发现，听不懂的那句话往往是不重要的，是可以不去探究的。我们不

能期待老外每句话都经得住推敲。他们有时候说出的话，或者不是规范的，或者是多

余的，他们并不期待听者去较真。

听英语从来没有听不懂的时候，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老外之间也有彼此听不懂的时候，就像我们中国人之间照样有

听不懂、听不清的情形一样。可幸的是，大多数情况下，个别字句听不

懂，并不影响顺畅的沟通。偶尔不懂装懂，是提高英语听力旅程中不可避

免的经验，不是什么错误，更不是禁忌。

不过请注意：之所以说“偶尔”不懂装懂，是因为很多情况下装不来。比如有

一次，我的老板问了一句话，听上去既像 What major did you choose in New 

Zealand?（你在新西兰选择了什么专业？）又像 What made you choos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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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时没听清或没听懂时请求对方重复的用语
（strategies to ask for repetition）  

 1. (I’m) sorry?/ (I) (beg your) pardon?
2. Sorry, what did you say?
3. What was that again?
4. What was the last sentence again?
5. Could you repeat that for me, please?
6. Sorry, can/could you say that again, please?
7. Sorry, can/could you repeat it more slowly?
8. Sorry, would you mind speaking a bit slower?
9. (I’m) sorry, I didn’t hear/catch/get/understand 

(what you said).

英语秀场

Zealand?（你为什么选择来新西兰？）这是个特殊疑问句，不是 Yes 或 No 可以回答

的，我只好来一句 Pardon? 了，很郁闷。我的一位朋友更郁闷。他平时不管听懂多

少，都喜欢用 Good! 附和老外的话，结果有一次出事了—因为老外说的那句话是

My mother had a massive stroke last night!（我妈妈昨晚突发严重中风！） 

正文155-332兰色.indd   261 2012.6.5   3:52:21 PM



——那些年老师没教过的英语妙招

262

不喊“哎哟”喊“OUCH”

2005 年 8 月，我刚从工作地北京来新西兰定心居住 1 个多月，可以说对新西兰

的大事小情懵懵懂懂，英语也很不灵光。偏偏这个时候，我的工作环境却对英语有较

高的要求。在这样的供需矛盾中，我自然就要出些洋相了。

话说那个月的一天，我们办公室要倾巢出动去 canvassing（调查民意，寻访）。

我们戴上徽章，拿着选区地图和选民登记表，挨家挨户去敲门，询问选民登记了没

有，是否需要额外帮助，以及倾向于哪一个政党。因为从来没有干过，

我非常怯懦，怕吃闭门羹，更怕和对方交谈中说错话，影响我所服务的

政党的形象。

我说怕吃闭门羹，并不是空穴来风。虽然我访问的选民大多

数都支持我服务的政党，但也有个别人很激烈地反对。有一位

中年老外妇女，一看到我的身影，就面露不友好的神色。我不

知道她是厌恶我服务的政党，还是厌恶我所属的种族。当我开始

告诉她我的来意时，没等我说完，她就愤怒地冲着我说：“Scrap 

it!”然后掉头就走，看都不看我一眼。

回到办公室，每个人都有东西汇报。我报告了我的遭遇后，问我们部长 Scrap 

it! 是什么意思。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不该在部长面前自揭英语不灵光的家底。没想

到部长不假思索地对我说，“Don’t worry about it. Maybe it’s just another 

language.”（别去想了。也许她说的不是英语。）

Another Language：

许他说的不是英语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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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部长的私人秘书已经对我耳语，“Qilong, ‘scrap it’ means ‘go away!’”，

部长的回答仍然使我信心大增。我蓦地意识到：原来听不懂，不一定全都是我的

错呀。

对于久攻不下的英语听力问题，我一直一筹莫展。自从听到了 Maybe it’s just 

another language 这句话，我发展了一个用以维护我脆弱的英语听力自信的心理战

术，其核心就是一个 belief：我坚信凡是我这个学了二十多年英语的人还听不懂的英

语，都不是什么好英语。既然如此，我又烦它作甚？有了这个战术，我就可以放心

大胆地和老外交谈，凡听不懂时，我必暗自批评对方表达不清：“Could you speak 

clearly?”每逢至此，九成以上的情形是说话人向我道歉，而不再是我谦卑地抱歉自

己的英文不好。

我发觉越是友好的老外，越是容易听懂我们的话，也越是容易让我们听懂他们的

话；反之亦然，越是不友好的老外，越会显露出不知我们在说什么的神情，也越会口

中迸出特别多的泥沙俱下的含混俚语，直到我们听不懂为止。尽管友好的老外未必特

意为我们说我们能听懂的英语，但我很怀疑不友好的老外是不是故意说让我们听不懂

的英文。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感觉。

英语是世界语言，英语世界主流报纸的书面语言正在变得越来越通俗易懂，相信

英语的口头表达也会越来越趋于统一明了，到那个时候，有些今天所谓的“地道”英

语口语，也许真的会沦为没有人会介意的 another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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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不懂时不妨“归因”他人

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中有一个理论叫“归
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该理论认为人们对成败原
因的解释（即“归因”）和其行为动机、自尊心等密切相
关。根据这一理论，人们经常进行“自我服务式归因”（self 
serving attribution），即把自己的失败归结为外部或情景因素
（external or situational factors），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内部
或人格特质因素（internal or dispositional factors）。这种归
因有利于维持一个人的自信和自尊（self-confidence and self-
esteem），降低焦虑水平（level of anxiety），保护活动的动机
（motivation）。

本文中部长将我听不懂“Scrap it!”归因为说话者说的是
“another language”，便是替我进行 external attribution，对
维护我听英语的自信和自尊很有帮助。

英语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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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考试的听、说、读、写四项中，听力考试通常是最令中国考生紧张的。在

考试中录音只播放一次，听不明白就是听不明白了，除了放弃或瞎猜，没有办法，很

惨的。不像在真实的会话中，可以说 Pardon please，或者装作听懂了，若无其事地

继续跟人 talk。

在听力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人，有很多在考试中都有疑似“抢跑”的犯规动作，

即抢着在录音还没有播放之前，尽量精准地“预测”将要回答的问题，以便等录音播

放的时候，能够有的放矢地听，把注意力和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重点放在

与需要回答的问题有关的信息上。举个例子吧：

播放录音前，我们拿到了一份答卷纸，答卷纸上虽然不可能写着听力考试的问

题，但如果是选择题，通常会有类似这样的选项：

A. provide her with a new one

B. have it put together for her

C. give her the money back

看到这样的选项，我们不难预测即将播出的录音很可能

是发生在一个 shop 里，一名女士要求调换所买物品，或要求安装所买物品，或要求

退款。这道听力考试题的问题极可能是—

What does she want the shop assistant to do about her...?

这样，在听录音之前，我们就已经胸有成竹了。播放录音时，只要听到该女士提

听力考试中的“预测”
  预则立 —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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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类似 new one, put together, money back 中的任何一个词，就可以信心十足地

在选项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了。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录音吧：

At the moment the table is lying in bits on the floor. When I 

bought it, I was assured that it would only take a matter of moments 

to screw the different parts in place, but the instructions don’t make 

sense. Since I paid so much for it, I think it’s only fair to ask for 

some hands-on help from you in getting it into a usable state. 

Question: What does the woman want the shop assistant to do about 

her table?

看，一切变得如此容易了，答案显然是 B。如果没有前面的预测环节，听完这段

话，冷不丁来这么一个问题，尽管很简单，我们不一定能够不假思索地回答，而因为

时间紧张，回答听力考试问题恰恰要不假思索。

除了类似前例中的凭借选项预测问题，我们还可以凭借过渡词（transitional 

devices）预测内容的变化。下面是一段录音：

Man: I had planned to spend three weeks seeing how the boat 

performed at sea, BUT after six days I had to return because it got 

damaged in bad weather. That was good 

really because if i’d had three weeks of 

good weather I wouldn’t have realized what 

problems I needed to sort out.   

这 段 录 音 的 问 题 是 —Did the man spend 

three weeks testing his boat at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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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所考的问题而言，BUT 一词相当关键，因为它基本否定了前面那句话中的

spend three weeks seeing how the boat performed，直接通向答案，之后的几

句听懂听不懂都不影响正确答题。

当然，英语中这样的过渡词很多，几乎每一个不同的过渡词均可多多少少地帮助

我们预测其后句子内容的变化。

有时候，我们的预测不一定准确，甚至是错误的，但效果还是比不预测好，因为

预测本身就是一种积极、有效地接收信息的方法。

英语透视

英语中的过渡词（transitional devices）

用来增补： and, again, and then, besides, furthermore, too, 
next, in addition

用来比较： whereas, on the other hand, on the contrary, 
compared to,  in contrast

用来举证： because, for, since, obviously, evidently
表示例外： yet, still, however, nevertheless, in spite of, despite
表示时间： immediately, thereafter, soon, finally, then, later, 

previously
表示重复： in brief, as I have said, as I have noted, as has 

been noted
表示强调： definitely, extremely, in any case, absolutely, 

unquestionably, certainly
表示顺序： following this, afterward, subsequently, consequently, 

simultaneously
表示举例： for example, for instance, to demonstrate, as an 

illustration, to illustrate
表示总结： to conclude, in conclusion, accordingly, thus, as a 

result, consequ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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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 年 1 月 2 日发表文章说，在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大会

上，胡锦涛总书记的一句北方方言“不折腾”，难倒了国内外媒体界的双语精英。胡

总书记说：“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

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

奋斗目标。”对“不折腾”一词，国务院翻译员

因找不到贴切的英文对应词，干脆译作 bu zhe 

teng，一时传为典故。

各路英语高手踊跃显身手，不相信英语中找不出词来翻译胡主席的“不折腾”。

结果折腾来折腾去，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译法，如 don’t flip flop（不翻来倒去），

don’t get sidetracked（别走岔路），don’t sway back and forth（别反复），

no dithering（不踌躇），还有 no major changes（没有重大变化），avoid self-

inflicted setbacks（避 免 给 自 己 制 造 挫 折），no debilitating upheavals and 

about-turns（不进行伤元气的动乱和政策反复），avoid futile actions（不做无用

功），stop making trouble and wasting time（停止制造麻烦和浪费时间），no 

self-consuming political movements（不搞自我消耗的政治运动）。不知真假，

据说有人去问精通 12 种外语的季羡林教授，说季老把“不折腾”译作 no trouble-

making。

我想，翻译“不折腾”不是什么 rocket science，用不着去折腾已经辛苦了一辈

“不折腾”

折腾坏了翻译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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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百岁老人。现在的问题不是找不到英语对应词，而是找不到中文同义词。我们都

知道胡主席的“不折腾”指的是什么，但很难用另外一个非方言中文词语来代替这个

方言词语。一旦那个普通话对应词找到了，英文对应词就自然出来了。外交部新闻发

言人在回答有关问题时，说“不折腾”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这一

解释的表现力和“不折腾”还是相距甚远。

其实这不是英语翻译境界的问题，而是中文理解出入的问题。在彼时彼地，“不

折腾”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只有说话人最有权威来注释。

但这并不是说“不折腾”就不能被翻译了，只是因为口译的即时特点而暂时

不 能 翻 译 罢 了。我 看 类 似 下 面 的 这 类 翻 译 就 好 多 了：refrain from capricious 

experimentation that ends up defeating the common goal（戒除多变的、结

果导致大目标失败的试验）。

对“不折腾”被翻译成 bu zhe teng，很多人都觉得扬眉吐气，相信中国到了大

量输出汉语词汇的时候。我看简单的翻译问题没必要被这样泛民族主义化。动不动就

用汉语拼音代替英文译词，也不利于青年人精益求精地学好英文。再说了，就算要输

出，也至多输出“折腾”这个词，因为“折腾”才是一个基本词义单位，“折腾”前

面的“不”字说什么都不应该不翻译。

就即时的翻译效果而言，我认为前面提到的“不折腾”的各种翻译都可以，就是

不该不翻译。因为翻译主要是为不懂中文的人服务的，对被服务者来说，那个译员以

bu zhe teng 留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传递源语言含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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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透视

已经进入英语的中文词汇

char: tea 源于“茶”。例：a cup of char （英国俚语）。

feng shui: a Chinese system for deciding the right position for 
a building and for placing objects inside a building in order to 
make people feel comfortable and happy 源于“风水”。

ginseng: root of medicinal plant which is forked 源于“人参”。

kowtow: showing respect 源于“磕头”。

kung fu: a martial art 源于“功夫”。

mahjong: a Chinese game played with small pieces of wood with 
symbols on them 源于“麻将”。

sampan: a small boat used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源于“舢
板”。

shanghai: forced to serve in the navy 源于“上海”。

tofu: a soya bean extract 源于“豆腐”。

typhoon: a violent tropical storm 源于“台风”。

yin and yang: opposite characteristics 源于“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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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西区 Henderson 有一家叫 The Falls 的洋餐馆，建筑古色古香，已经有

150 年的历史，备受老外青睐。因为我们学校的老外顾问们大都住在西区，那里便成

了我们的会议室。我们经常在那里一边吃晚餐，一边开会。但是直到今天，我仍然无

法像其他老外那样享受这种晚餐聚会。一个原因是在闹哄哄的环境下，要听清他们说

什么十分辛苦；更主要的原因是，我至今仍然不能独立地点菜。

这说起来有点怪，在同样的餐厅，拿着同样的菜谱，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居然还

没有学会点菜！

就是这么怪，每当侍者来到我的面前说：“Can I take your order sir?”（菜

点好了吗？）我几乎都会不假思索地指

着离我最近的男士（女士

和老外一起吃饭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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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饭菜我吃不饱），回答说：“Sure, I would like to copy this gentleman’s 

order.”（当然，我想照抄这位先生点的菜。）我几乎每次都如此，点菜的时候“抄

袭”别人，一副吃啥都行的态度，难掩几分无奈。

我不会点菜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我记不住洋菜的名字。我想这不丢人，像“宫

保鸡丁”、“清蒸鲈鱼”这些家常菜我不用记也忘不了，可我怎么能记住 oven roasted 

chicken & scallop ballontine served on sweet potato mash, smoked vine 

ripened tomato ragout, fresh herb ravioli, crayfish buerre blanc 这么复杂

的菜名？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一道菜还是几道菜。我不会点菜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我

的味觉经验中，老外的菜，不管吃什么，都是一个味，所以实在不值得动脑筋去“选

择”。

在众目睽睽下不会点菜，虽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但也不是什么愉快的体验。

既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我就不想刻意去记那些菜名；既然不是什么愉快的体验，

我当然就怕和老外一起吃饭。我觉得陪老外吃西餐对我很不公平，他们惬意享受，我

却浑身不舒服。

不要以为我只是因为不会点西餐才怕和老外一起吃饭。实际上，我也怕陪老外吃

中餐。不是因为怕买单，而是因为怕在中餐馆老外得不到我很好的照顾。用筷子不是

问题，这年头是老外都会用筷子，问题是我不忍心瞎翻菜名。我发现菜名真的很难翻

译，特别是上个月我在沈阳一家叫“盛京满族人家”的餐厅陪老外吃饭，据说晚宴仿

照某朝开国皇帝的御膳，一个菜名就是一个典故。同席的人叫我翻译，我说这玩意儿

谁会翻，能把中文菜名的意思琢磨出来就不错了。

说来更惭愧了，在宴席接近尾声的时候，服务员问我们还需要什么“主食”。那

天的主客是老外，当然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了。同席的人又要我翻译了。我憋了半天，

不知道怎么翻译“主食”这两个字，只知道绝对不能用 main dish 或 main course

或 main food。英语里实在找不到能够表达我们的“主食”的词。结果还是在座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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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菜肴英译

古老肉：sweet and sour pork fillets with chilli
宫保鸡丁：sautéed diced chicken and peanuts in chilli
蚝油牛肉：sautéed sliced beef with oyster sauce
清蒸甲鱼：steamed turtle
雪菜肉丝：sautéed shredded pork with pickles
鱼香茄子：eggplant and minced pork in dry red chilli sauce
西红柿炒蛋：scrambled eggs with tomatoes
回锅肉：stir fried sliced boiled pork 
木须肉：sautéed fillet and egg with fungus  
麻婆豆腐：ma po bean curd (bean curd in hot sauce)

位已经嫁给老外的华人帮我解了围，她说可以用 carbohydrates（碳水化合物）。这

个词虽然很难让人联想到美食，但我们实在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来表达中餐里“主食”

（米、面食）的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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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下面这段一名初三学生的英语日记—

Yesterday is my birthday so i become 16 now. Time is hard to catch 

and also walk fast. Maybe when you just open eyes 10 years will pass 

already. Have not some good point to write, the reason is my trouble 

subject Physics.

英语作文：

也是好办法

“涂鸦”“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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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这段您有何感想？—语法错误太多了，是不是？

我的感受则不同。我首先想到的是—原来一名初中学生也可以这么没有障碍地

用英语表达！

你可能不认同我的判断，因为语法错误太多了！

不错，书面语不同于口语，我们不应该纵容书面英语中的语法错误。

可是，假如你是英语老师，如果你的学生一提笔就出语法错误，你是鼓励他坚持

提笔写下去，还是让他封笔呢？

我以为，就英语习作而言，最大的错误就是从不练笔。

前面这段不足 50 个单词的日记，有三个亮点。首先，它清楚表达了作者想要表

达的意思—“昨天是我的生日，所以我现在 16 岁了。光阴难捉住，时间走得快。

也许当你刚一睁眼，10 年就已经过去。（今天）没有什么好内容写，原因是我的老大

难科目物理。”其次，它练习了至少 30 个不同的英文单词，这比单纯复习单词表要强

百倍。再次，它尝试使用了一些句型，效果绝对不亚于 5 个造句练习。归结到关键一

点：这名同学实现了从学英语到用英语的飞跃。

小时候，语文老师总是让我们勤写苦练，说作文水平的提高是“水磨工夫”，就

靠平日积累，不可以一蹴而就。英文作文该同样如此。

至于对语法错误的容忍度，主要是说给老师们听的。在学生们说英语的时候，

老师们不该随意打断纠正，应该让学生自由地把话讲完，关键是保护学生的积极

性，而不是讲解强调语法。而在学生写英语方面，老师则应该一丝不苟，把所有的

错误都一条条地指出来，供学生学习。如果要我对这篇日记纠错，我会把它改成这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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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terday was my birthday, so I am 16 now. Time is hard to catch 

and it also goes fast. Maybe in the blink of an eye 10 years have 

passed already. I have not any good point to write because of my 

trouble subject Physics.

修改中学生英语作文的原则应该是能不改动则不改动，而不是按照完美的标准

去改。

当然，你完全可以批评我上面的修改不好，说 Time is hard to catch 这类话

不符合英美人的习惯，是中国式英语。但我们不妨大胆地让英语写作的初学者自由地

表达。

唐代有个诗人叫卢仝，他的儿子喜欢乱涂乱写，经常把书弄得又脏又乱，他便写

下了这样的诗句—“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自此，“涂鸦”一词在中

国诞生了。西方心理学家把儿童绘画水平分成若干阶段，其中两岁儿童即处于“涂鸦

阶段”（scribbling stage）。虽然儿童涂鸦仅仅是身体运动留下的简单记录，没有绘

画的意图，但这种涂鸦，对绘画技能的发展极为重要。

对于错误较多的英语习作，我们就权当它是一种英语文字涂鸦吧。要相信坚持

去涂，就一定有收获；而不必盲目划定英语写作的准入门槛，似乎只有达到一定的造

诣，才能用英语舞文弄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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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涂鸦 (scribbling)
Young children’s first writing is scribbling. They 
scribble up and down and around with pencils, 
markers, chalk, paint brushes, and even their fingers. 
Most adults tend to disregard (忽视) this early stage 
of writing, saying "Oh, it’s only scribbling." But 
scribbling is to writing what babbling (牙牙学语) is 
to speaking: an early stage of children’s development 
that should be encouraged (鼓励). As they continue to 
scribble, children begin to notice what they are doing. 
As their hands and fingers become stronger and they 
are better able to control their scribbling implement 
(工具), their scribbles begin to evolve into shapes: 
circles, ovals (椭圆形), squares, and crosses, among 
others, one on top of the other.

英语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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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那么多人在学英语，但实际上很多人都痛恨英语。只要在百度或谷歌中键入

“我恨英语”四个字，网页上立刻就会显示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对英语的齐声诅咒。

例如“甜蜜公主糖”在其博文《我恨英语一辈子》中写道—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就是过不了那个该死的会考呢？？？ 它为什么就是要出

得那么难呢？？？ 真没天理，没天理，没天理！！！ 一直觉得语言这个东西有些人就是天生

的很好，有些人天生就不是干这个的。但为什么就是一定要每个人都学英语，而且偏

偏是英语呢？？？”

我原先虽然对英语谈不上爱，但也从来没有恨过英

语。那些对英语恨之入骨的同学可能会问：“英语那么

难，你为什么从来没有恨过它？”我要是照实回答，不少

同学要羡慕死了—我们那时候英语不难。我上学那时

候英语不重要，没有今天这么显赫的身份，所以没有

人去把试题弄得那么难；要是难了，就更没人理它了。

因为不难，没有压力，所以同学们对英语至多有兴趣多寡之分，根本不可能有爱

恨之分。如果英语不为难我们，更不加害我们，我们为何恨它？

说那时候的英语不难，今天的同学可能没有什么概念。那我就举个例子吧。1983

年全国高考的英语考卷一点都不难，因为我所在的考场有一半同学时间刚过半就喜滋

滋地提前交了卷，每个人都说英语考试好容易。这对于如今的英语考生来说，只可能

恨 英语恨
我们

为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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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梦想了。

和今天的英语考试相比，这种低难度的考试有一大好处：它不伤人心。如果一种

考试，不管如何努力去学，还是过不了，谁都会受伤，都会怀恨。

令人高兴的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能够爱上英语的，只要我们找个机会给自己

一个成功的感觉，而这种成功的感觉未必要以实力做基础。

我原先对英语谈不上爱，但后来爱上它了。为什么爱上它？因为我高考取得了

好成绩，而且那样的好成绩，只是因为我的一个和英语不相干的行

为—在考场上不随大流。如前所述，那次英语高考很容易，

容易到 15 分钟后就有人交卷，时间过了 2/3，考场里就

只剩我一个人了。我不想让监考老师这么早就收工，任

凭他们不耐烦地声声干咳，愣是坐在那里，反反复复地检

查。每次检查，都有所发现，不是复数没有加 s，就是冠词

忘记用 an，虽尽是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却让我欲罢不能，直到终场。没想到真的是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我意想不到地得了高分。尽管同学们都不服气，但这没有妨碍

我爱上了英语。

把 30 年前的事情拿出来说，有自恋（narcissism）的因素，但主要是想用它说

明一个道理：我们之所以恨英语，大多时候是因为我们面临的英语考试对自己来说太

难了。对于因惧怕英语考试而恨英语的人，要想不恨乃至爱上英语，不妨发挥自己的

长项，在考场之外，从对自己相对容易的英语任务中寻找一次成功体验；而由恨转

爱，往往只需要一次成功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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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More reasons to hate the English language（恨英语的更多理由） 
                       
• Why do "slow down" and "slow up" mean the same thing?
• Why do "caregiver" and "caretaker" mean the same thing?
• Why do "fat chance" and "slim chance" mean the same thing?
• Why do "overlook" and "oversee" mean opposite things?
• Why do they call it "chilli" if it’s hot?
• Why do we say "bye-bye" but not "hi-hi"?
• Why is it that you can walk down a road, even if it goes uphill?
• Why does "right" have so many meanings such as power, justice,   
  and a direction?

英语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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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在某英语口语教学论坛上，我曾经因为一句话得罪了几乎全场的人，

很后悔，不得不收回。我的那句话是：我们中国英语教师在教学中之所以重语法轻口

语，是因为我们的教师只会语法，不会口语。现在想来，此话是事实。正如许多外

教只教 conversation，不教 grammar，也是因为他们只会说话而解释不清楚语法

一样。

有时候我恨语法，因为

我深受其苦。不是受不懂语法

的苦，而是受精通语法的苦。不要以

为我在抬举自己，一点都没有，因为

不是我一个人精通语法，我们中国人，只要是

正经八百上过学的，都可以说是精通英语语法的。很多时候，“精通英语语法”可能

只不过是“哑巴英语”的另一种表述方式而已。

东南亚没有“哑巴英语”一说，他们的毛病是“broken English”（我从来没

有见过恰如其分的中文对应词）。有人将其翻译成“破烂英语”，但意思还是不对。

broken English 描述的是那些不讲究语法、句子结构破损（broken）的英语。比如，

“Why you so like that one? Don’t play-play-lah!”（应该是：Why do you 

like that so much? Don’t play the game!）“Where got such a thing?”（应

该是 Where did you get such a thing?）这就是 broken English。其精髓就是这

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虽然文理不通，但流利自如。东南亚的大多数人（家庭主

语法 语法 ，
成
也 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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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佣、各类教育程度不高的从业人员等）对此种英语绝对安之若素，没有质疑。

这种英语虽然不悦耳，但是中用。日常生活也好，工作场所也好，broken English

大行其道，功不可没，更无可非议。所以从日常交际的效力说，东南亚的 broken 

English 比我们中国的“哑巴英语”好上百倍。在中国的英语学习者中，“哑巴英语”

这一病症影响范围极大，可以说，能够真正实现口语应用的幸免者寥若晨星。

broken English 之所以易学易成，是因为没有语法；哑巴英语之所以难以根

治，也是因为语法深深根植于千万英语哑巴的血液中。不符合语法的句子怎么讲得出

口？—这一信念使得我们开口前都要在大脑中经过语法“安检”。语法安检快的人

勉强还能冒充流利英语，语法安检慢的人只能是“结巴英语”，而过不了语法安检的

人只能沦为“哑巴英语”。

有人说，我们靠语法掌握了英语，反过来又贬低语法，

是过河拆桥。误会。我没有绝对贬低语法，比如说，如果

我们谈论写作，我会竭力推崇语法至上，绝不让一个语法

错误从眼皮底下溜走。但如果我们谈论英语口语，特别是

如何摆脱哑巴英语，由不说英语到开口说英语，那我可以非

常肯定地说：不要去想语法，想说什么就说吧，只要说出来的不是

中文，都是宝贵的呀。设想我们出国旅游，有一天遭遇紧急情况，

手机抓在手上，我们必须用英语向当地警察求助时，我们是把语法

的正确性放在首位，还是把信息传达的速度放在首位（如果二者矛盾

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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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口语中一些“不合语法”的语法 

1. 首置形式（heads）。将重要部分放在句首，以帮助听者掌握
话题。
The white house on the corner, is that where she lives?
A friend of mine, his uncle had the taxi firm when we had the 
wedding.

2. 尾置形式（tails）。将重要部分放在句尾，以强调所说内容。
She’s a very good swimmer Jenny is.
It’s difficult to eat, isn’t it, spaghetti?

3. 省略（ellipsis）。主语或动词由于可以推断出来而省略。
Didn’t know that film was on tonight. （省略 I）
Sounds good to me. （省略 It 或 that）

4. 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s）。用来表示不同话题或内容之
间的界限。
anyway, right, okay, I see, I mean,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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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和许多人一样纠缠于英语的 accent，因为想要说一口“标准”的英语而

躲避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菲律宾英语……殊不知英语是 non-native speakers

较 native speakers 更多的语言，而且 multi-culturalism 已经成了大多数英语国家

的基本国策，我们如果死抱住“标准”不放，很可能最后学到的不是供我们与世界沟

通的英语，而是中听不中用的实验室英语；我们最终可能会听不懂世界上大多数人说

的英语，因为世界上大多数人说的英语并不符合我们许多英语学习者孜孜以求的发音

标准。

举印度英语为例。印度人的英语口音相信大家早有领略，t 和 d 永远不分家，他

们想告诉我们 I am thirty，但我们听到的极可能会是 I am dirty，而且他们说得

很快，不相信别人会听不懂。而现实是，很多中国学生听不懂印度裔教师的英语。在

国外的大学里，有些中国学生干脆放弃印度裔教师执教

的那门课，连投诉都懒得去投，失望至极。我们可能会

义愤填膺：为什么不换老师？我以前也这么想。后来

我才明白，换老师行不通。其一，换来的没准还是印

度老师。其二，更关键的是，老外压根不认为印度老师

的英语难懂。我曾试图采集身边每一位老外对印度人说英

语的负面意见，结果令我很失望：没有老外觉察出印度人

说的英语和他们说的英语有什么不同；倒是有老外说中国

人说的英语很难懂。对这样的“民调结果”，我不仅失望，而且自信受挫：难不成我们

跟着国际音标和BBC 学就的英语还不如 r 和 l 不分的印度英语？不幸的是，现实似乎

口音
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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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如此。谈到英语，老外当然应该比中国人更有发言权。郁闷吧？

还有更郁闷的。我有一次去访问印度学生和印度教师。印度学生告诉我：“我

们不知道中国的讲师在说什么。”收到中国学生投诉的印度教师称：“印度老师说英

语，只有中国学生听不懂；而中国老师说英语，只有中国学生能听懂。”

郁闷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印度英语已经成为了英语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对印度式

英语，我们可以皱眉头，却已经不可以捂耳朵了。我们埋怨印度人的英语，可能就如

同美国人埋怨新加坡人的中文，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我们都在追求英语口音要达到 native speakers 的境界，但也许口音像不像

native speakers 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像 native speakers 那样，即使和

带有口音的人沟通，我们也能够毫无障碍地听懂他们在说什么。

包容英语口音，是为了防止我们的英语世界变得狭小。前面

说的印度人和中国人互相听不懂，除了口音因素，也有一部

分情感因素：因为不喜欢而有意拒绝把对方发出的语音信息

输入到听觉系统。如果我们放眼全球，真真切切地把英语看

作一种交际工具，就会以积极的心态面对不同口音，而不

会因为越来越多的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菲律宾英

语……而忧心语言环境被“污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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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堂

世界主要英语方言（English dialects）

按照不同标准，英语方言有不同的划分方式。这里我们按照比较
常见的方式划分，介绍几种主要的英语方言。 

英国英语（British English）：英国各地均有不同的英语方言，其
中“英语普通话”（Queen’s English），又叫“标准发音”（Received 
Pronunciation）或“BBC英语”（BBC English）, 起源于受良好教育的
伦敦人（Londoners）, 尤其是牛津、剑桥（"Oxbridge"）等公立大学
的毕业生。

美国英语（American English）：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英语。来自
英国不同地区的殖民者分别居住于美国的不同区域，这是美国英语不
同方言的主要成因。

加拿大英语（Canadian English）：总体上与美国北部和西部英语
相似。显著发音特点是 Canadian rising 或 Canadian raising，如： 
out 的发音和 oat 相同，out、about 和 boat 三个词的元音听起来没
有区别。

澳大利亚英语（Australian English）：接近英国英语中的“标准发
音”。把/eI/发成/aI/是其特点之一，如 today 听起来像 to die。

新西兰英语（New Zealand English）：与澳大利亚英语相似，但更
像英国英语。美国人听新西兰人讲话分不出这个人来自英国、澳大利
亚还是新西兰。另外，新西兰人会混淆/e/和/i/，如six听起来像sex，
left听起来像lift。

南非英语（South African English）：接近“标准发音”，但受荷
兰语发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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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天，要学好英语，还一定要出国吗？常有同学或好友的孩子，闹着向父

母要求出国无果，就给我发电子邮件，要我从学英语的角度证实出国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声援他们。

问题是，我越来越相信，在今天的中国，

年轻人如果只是想要学好英语，出国已经并非

不二选择。

在交通、电信等高度发展的今天，在海外

的人经常向国内人士说：“我们在国外和在国内

没有什么两样。”换位思考，现在身处中国的

一些大中城市，和在国外也没有什么两样。特

别是大学外语系的学生，比很多在华人圈中工作、生活的海外人士的英语学习环境还

要好。

放眼美、加、英、澳、新，英语很棒的大陆新移民（幼儿除外），几乎都是在出

国前就打下了坚实根基。没有那种根基的人，英语多半显得“欠工整”，“没文化”，

或文化程度不高。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大二学生施宇鹏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个案。因为这样的

个案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日渐增多：小小年纪，从来没有跨出国门一步，却能因为英语

让数亿电视观众叹服。他 2007 年 9 月上大学，2008 年 11 月获得“CCTV 杯”全国英

语演讲大赛冠军。听他的英语演讲和辩论，能感受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不是英语专

出国未必      过得了 语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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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生，却拥有超出很多专业学生的品质。他的语音、词汇、表达、流利程度之理想

自不必说，且出口成章，思路清晰明快，挥洒自如。有人会说全中国大学生中一年就

出了这么一个人，有什么稀奇的。话不能这么说，其实中国土生土长的英语顶级人才

真的很多，只是我们没有刻意去了解而已。

想出国来学英语吗？那我们就到大学的语言班看看吧。最近两年，从悉尼到温哥

华，从纽约到伦敦，语言班里的中国学生人数锐增，常常占到班级总数的一半以上，

华人教师也多了起来。有的中国学生在国内是外教上课，到了国外却由华人上课；在

国内和老外住在一起，在国外却与华人住在一起。

有人说这是个别和暂时现象。我看未必，按道理这应该是一个趋势。因为越来越

多的外国人去中国是趋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国留学也是趋势。所以，中外学英语

的环境反差确实在缩小。

不要认为留学了英语就会好了。实际上，对一个大一外语系的学生而言，到底是

在国内学三年英语提高快，还是在国外呆三年英语提高快，这很难说。国外的语言班

使用的教学资源绝大多数在国内都可以同步得到，因为现在几乎所有在英语国家中有

影响力的出版社都已经在中国建立了代表处或版权代理处，有的教学资源是中外出版

社在中国联合开发的。

要提高英语文化水平，还是要和所有成功的英语学习者一样，首先把语法彻底弄

懂，然后听 BBC 和 VOA，看英语原版电影，读英文报纸，写英文日记。而

这些事情，对于已经出了国的留学生，一个月中都难得去做一

件。靠国外英语环境熏陶得来的英语，虽可以解决聋哑英语

的问题，但可能同时会滋生不能读写的文盲英语的问题。所

以可以说，国内国外，胜算各半，最终成功，在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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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浸入式英语日”（English Language Immersion Day）

试一下，每个周末（周六或周日），给自己一个“浸入式英语
日”。在这一天你—

Take part in an English corner（参加英语角）

Watch English language movies and videos only（只看英语原
版电影或录像）

Not allow yourself to speak Chinese（不让自己说中文）

Read English only newspapers, magazines and other reading 
materials（读英文原版报纸、杂志或其他阅读材料）

Allow English only music to be played（只听英文原版音乐）

Listen to English only radio news, music or sports（只听纯英
文的新闻、音乐或体育节目）

Eat only foods and drinks typical of English culture（只用符
合英语文化风格的餐饮）

Play games in English（用英语玩游戏）

英语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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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耳闻目睹英语培训机构宣传自己的教学质量“世界一流”，理由是学员中不乏

慕名从美、加、英、澳等大学语言班返回的（中国）学生，特别是在国外学校的长假

期间。除了“世界一流”几个字值得商榷以外，我相信其他宣传内

容均属实。美、加、英、澳的情况我不曾亲身体验，但新西兰

大学语言班的中国学生在假期成群结队回国参加雅思培训班的

盛况我是亲眼目睹了的，就差包机了。

不久前，我在新西兰一所大学的语言系办事，惊羡大学

良好的设备和语言环境之际，忽见走廊尽头走来三名高声说

着普通话的中国学生。随着他们走近，其声音也越来越震耳，感

觉响彻整个教学楼。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他们不是新生。倘若是新同学，

甭说在英语国家的大学，就是在他们家门口的大学，也会有所顾忌，不至于这么“适

应”。

问题不在于大声喧哗。作为一名付费的英语语言学生，在上学期间，在一个师生

协力教学英语的学术环境下，用非目标语言高谈阔论，旁若无人，我有理由相信他们

平日没有任何 English Only 的意识。难免让人唏嘘，每周两千人民币的学费啊！

如果不是一时兴起，偶尔为之，在英语教学楼里如此“高调”地说中文也不免会

让辛勤执教的老外教师寒心。老外教师除了心寒，可能也无计可施。现在已经不比从

前了，国外大学语言班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亚文化群”

（subculture）。曾有老外教师在训导中国学生的过程中有失当言行，被以“种族歧视”

留学雷人事儿：
回国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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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名控告。也许是因为出了这种事情，我发现现在不少老外教师对中国学生在课堂上

讲中文已经不怎么制止了。

都说学英语环境很重要。几乎所有的留学生出国前都想：只要到了英语国家，怎

么可能说不好英语？

然而，等真正出了国，他们中的有些人却不知不觉对英语环境产生了“另类适

应”—不是被环境同化，而是对环境丧失感觉。这些学生刚到国外时，还会觉得不

会说英语是个障碍，所以也会下几天苦功。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朋友也

有了，路也熟了，驾照也拿了，只要带上钱，要上哪都行，要干啥都可以。有的学生

办张银行卡什么的，如果没有中文服务人员，还生气。

回到家里，门一关，上的是新浪、 搜狐，看的是中央四

台，听的是“华人之声”，聊的是 QQ 群，对身处其中的英

语环境，他已经没有感觉了。

这就是对英语环境的“另类适应”，它或许可以解释

在英语国家生活多年却过不了语言关的现象。

假期回国学英语这件事我不能说不好，也不能说好，

我只是觉得此举有点“雷人”。我听过“孟母三迁”为择邻，难不成学英语也要“三

迁”？平心而论，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只要沉下心来，耐下性子，投入时间，在哪

里都一样能学好英语，出国绝对不是学好英语的唯一选项。如果不能用心地去感受，

积极地去练习互动，而是游离于其外，再好的语言环境，又“与尔何干”呢？

回国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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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透视

关于“留学预警”

教育部每年都会向出国学习人员发布“留学预
警”。该预警及时通报国外私立学校倒闭或违规受罚的
情况，为准备出国的学生提供参考。

有留学预警当然是好事。但千万别以为只要不去那
些倒闭的学校就一切都好了。就出国学英语而言，我看
关键靠个人而不看学校。道理很简单，一个星期通常只
有20个小时在学校，其余的148个小时都是在课堂之外
度过的。学校再好，如果自己玩“第二种适应”，那20
个小时又有什么用呢？

据我所知，至少在新西兰，语言学校倒不倒和学生
关系不大。倒了正好有理由根据自己的选择换学校，反
正学费余额会退的。那什么和语言学生关系大呢？就是
千万不要不知不觉地“第二种适应”了。这就算我给准
备出国学英语的朋友们的“第二种留学预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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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 弱项强项
英语写作：我们的

请看一道英语作文考题—

International air travel has a negative 

impact upon the environment and should 

therefore be restricted.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下面两段文字分别摘自两张得分相同的答卷，第一

段的作者是来自太平洋岛国斐济 (Fiji) 的 Joslyn，第二段

的作者是来自中国的 Wenfan。画线部分有语法错误。

I disagree with this statement. Air travel are very important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It is fast compared to other types of transportation. 

It only takes four hours to travel by aeroplane from Fiji to New 

Zealand. I also agree with this statement because at times we hear 

in news that there was a plane crash, living many dead or injured. 

However, it should not be restricted because there are unpredictable 

things that may occur anytime. (Joslyn)

There i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air pollution and air travel. 

Someone think that international air travel should be restricted. I 

am not agree with it. There are two reasons for me to disagree it. 

First, it make a barrier for people who need travel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The second reason is air travel restricted is not good for 

international trade...For the above reasons, I disagree to restricted 

international travel. (Wen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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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得分相同，但这两篇作文有太多的不同，能够折射出我们中国学生在英语写

作上强在哪里，弱在哪里。我们可以从逻辑、词汇表达和语法三个方面比较。

1. 逻 辑 方 面。Joslyn 显 得 思 维 较 混 乱， 先 说 disagree， 又 说 agree， 又 说

should not be restricted，让人摸不清她的思路。Wenfan 的文章则表现出清晰的

脉络，先说 not agree，然后给出两个 reasons，最后重申 disagree。可见，这方面

是 Wenfan 的强项。

2. 词汇表达方面。Joslyn 用了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plane crash, leaving 

many dead or injured, unpredictable things, occur 等 比 较 地 道 的 表 达。

Wenfan 用了 contradiction, reasons for, make a barrier 等比较学术的表达。

总体感觉，Wenfan 的词汇和表达不及 Joslyn 丰富和老练。可见，这方面是 Wenfan

的弱项。

3. 语 法 方 面。Joslyn 有 两 处 错 误：...are...means of... 应 为 ...is a means 

of...；...living many dead and injured 应为 ...leaving many dead and injured。

Wenfan 有七处错误：Someone think that... 应为 Some people think that...；I 

am not agree with it 应为 I do not agree with it；...for me to disagree it

应为 ...for me to disagree with it；it make a barrier for people who need 

travel... 应为 it makes a barrier for people who need to travel；air travel 

restricted is not good 应 为 air travel restriction is not good；

I disagree to restricted international travel 应 为 I 

disagree with restricting international travel。可

见，这方面不是 Wenfan 的强项。

总结一下：Wenfan 强在逻辑，弱在词汇表达和语法。Wenfan 英语成绩

中等，在九零后高中生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有人可能会不解—语法不

是中国学生的强项吗？不错，在单独的语法考试中是强项，应用于写作中就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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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是有原因的。我们中国人写英语时是自己造句，所以就算语法知识不很差，也

可能错误频出。而 Joslyn 他们写英语时不用自己造句，而是套用在生活、广播、电

视中听到的语句，所以就算语法知识很差，也不大可能出现很多错误。这个原因同样

可以解释我们的词汇表达为什么较弱。

我们中国学生要从根本上克服这两个弱项，功夫可能要下在写作之外—多听英

语广播，多看英语电视节目。

阅读：名人谈听对写的重要性。

● I have learned as much about writing about my people 
by listening to blues and jazz and spirituals as I have by 
reading novels. (Ernest Gaines)
我通过听布鲁斯、爵士乐和灵歌所了解到的关于写作和我的民
族方面的东西，和我通过阅读小说所了解到的一样多。（美国
作家欧内斯特·盖恩斯）

● I learned to write by listening to people talk. I still 
feel that the best of my writing comes from having heard 
rather than having read. (Gayl Jones)
我通过倾听人们的谈话学会了写作。我现在仍觉得我最好的作
品源于听而非源于读。（美国作家盖尔·琼斯）

英语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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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数字（numbers）往往成为我们听、说英语的一大障碍，这尤其体现在考试

中。所以，我们得在这方面专门下点功夫，培养对英文数字的敏感度。

在各种数字串当中，除了银行卡的密码，就数自己的电话号码最值得记住了。如

果你刚刚换了电话号码，还没有来得及记住，那么请尝试用英语记住它。假设你的电

话号码是 58585918，我不反对你用中文记成“我发我发，我就要发”，但建议你同时

也试着用英文记。这不仅因为我们兴许有需要用英文告知别人电话号码的时候，而且

因为电话号码是训练我们对英文数字敏感度的最好工具。

电话号码虽然只有几个数字，但要像说中文那样一口气报出来，还是不太容易

的。很多人在实战中，都需要先把电话号码写到一张小纸条上，然后照着读。否则可

能会在说出“five eight five eight five nine one eight”（58585918）后仍然十

你能说利索吗？

自己的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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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自信，生怕出错。对电话号码来说，错一个数字和错八个数字没有什么区别，反

正结果都是打不通。

能不能顺利地用英语输出信息，取决于有没有用英语输入过这些信息。就拿那个

58585918 来说吧。用中文输入的时候，编码特点是一个“我发财”的意思和“fa”

的韵脚。用英文输入的编码与此完全不同，没有了“发财”的意思，韵脚也由

“fa”变成了 /ei/。但我们还是可以给英文一个朗朗上口的编码的，听起来像一首童

谣 （nursery rhyme），很好记：Five eight, five eight; five nine, one eight!

你盯着这英文童谣看几遍，就不难记住这个英文电话号码了。这就是输入、编码的功

劳，和“我发我发，我就要发”异曲同工。要注意童谣中的标点符号，因为这种断句

方式很重要，特别是对位数比较多的数字。

只要用心联想，每一个英文电话号码都可以找到一个易于自己上口和记忆的断句

方式和韵脚。

不是用英文记住一个电话号码难，而是我们太容易忽略用英语进行初始信息输

入。都说掌握英语的关键是要用英语思维。怎么用英语思维？用英语记住我们的电话

号码就是最能落到实处的英语思维！努力用英语记住生活中很简单但对我们很重要的

数字，比起记住一些华丽的英文词藻，更能有效地锻炼我们用英文思考的能力。用中

文思考时，每个文字每个数字都缺一不可。用英文思考时，数字同样举足轻重。

除了自己的（或自己单位的）电话号码，另一个需要用英语告知别人的重要数字

就是我们的出生日期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无法享受不透露年龄的隐私权。在很多

国家，当你拿起电话，向某个政府机构寻求帮助时，对方总是要先问你的姓名和出生

日期。如果你从来都没有用英语想过自己的出生日期，还能在被询问时一口气报出，

那你一定具有很好的英语基因，不需要输入，就能输出。

在中文世界，一位擅长使用数字、擅长用数字说话的人总能给人们“可信”、“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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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闯关

数字双向练习

1. 盖住左栏阿拉伯数字，逐一写出右栏英文表示的阿拉伯数字。反复练习
10遍。

2. 盖住右栏英文，逐一用英文读出左栏的阿拉伯数字。反复练习10遍。
    
217                    two hundred (and) seventeen
782                         seven hundred (and) eighty-two
5,720                        five thousand, seven hundred (and) twenty
10,000                       ten thousand
15,000                       fifteen thousand
140,000                     one hundred (and) forty thousand
26,000,000                 twenty-six million
250,000,000                two hundred (and) fifty million

谱”的第一印象。同样，如果我们在英文环境中对数字运用自如也一定会达到不凡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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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英语思考不仅是英语学习的目标，也是英语学习的方法。用英语思维的学习

方法完全是一种内省的方法，只适合“个人修炼”，不适合教学场所，所以很少有英

语教师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根据自己的体会，结合一些对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人士的访

谈，我认为英语学习者要经常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对所学的每一个英语单词建

立 心 理 表 象（mental image）。 比 如 说， 学

到 window 这 个 单 词，我 们 要 在 大 脑 中 想 象

window 的样子。再抽象的单词，都可以在大

脑 中 建 立 这 种 意 义 表 象，只 是 不 再 是 visual 

image 而已。比如，学到 arrogant 这个词，我

们的头脑里要浮现出一个“傲慢的”人物漫画，

并将二者放在一起在大脑中多次重复。坚持建立、强

化这种心理表象及其与所学英文单词的联系，有助于我们切断英文单词和中文对应词

的关联，让所学的英语单词和其意义的表象直接联系。要建立每一个英文单词的心理

表象并非易事，因为通常是每学一个英文单词，其中文的对应物就会先于心理表象跳

出来。所以这是一个锲而不舍的过程。

第二件事情是对于所学的单词和词组，在头脑中想象可以应用它们的场景，想好

后立刻使用（至少在自己的头脑中）。不一定要在真实的会话中使用它们，在你的意

念中使用它们也能够达到差不多的效果。例如，早晨起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头

训练英语思维，
自己说来自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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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中用英语过一下一天要做的所有事情。如果想得久了，上班要迟到了，可以在心里

用英语诅咒“Damn! Shit! Hell!”，什么都可以，反正没人听到，既伤不着别人，也

损害不了自己的形象。之所以这么建议，是考虑到经过多年的教育，汉语中骂人的话

已离我们远去，这里应该是我们建立英语主导地位的一个不错的突破口。

第 三 件 事 是 用 英 语 和 自 己 说 话（talk to yourself in 

English），也可以称作“英语出声思维”（think aloud in 

English）。“出声思维”（think aloud）曾被用于多个学

科的课堂教学中。我不止一次发现有老外在我附近大

声说话。我环视周围，发现那老外是在自言自语或出

声地思考。可见用英语自言自语其实是不足为怪的。实

际上，用英语自言自语 10 分钟，效果不亚于用英语和别人

交谈 10 分钟，因为自言自语比与人交谈在同等时间里产出的语言加倍了。而且自言

自语是在非常个人的、放松的心理环境中进行的，往往会有上乘的表现。有的时候，

在家人看电视、做功课的时候，我在院子里一边散步，一边用英语“大声思考”。有

的时候说到忘我处，就会放开嗓门。有一次，我把散步半个小时的自言自语全程录下

来，再回放自己欣赏，觉得妙不可言。

众所周知，英语思维是建立在对英语材料的多听、多读、多说、多写的基础上

的，同时，英语思维也必须在用英语进行思维和输出的活动中才能得到训练。我想，

上面说的这三件事，应该是获得英语思维能力之前必须完成的规定动作。成功的过来

人一定都一直是这么做的，虽然未必是有意识地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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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英语做算术—我的英语自言自语片断

Alright, let me start estimating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this supermarket. Let’s see. There are five floors: first 
floor, second floor, third floor, fourth floor, fifth floor...plus 
underground car park...so that makes six floors, because 
five plus one equals six. Well, suppose there are two 
hundred people on each floor...it is most likely...so, that 
makes twelve hundred in all because six times two is 
twelve. That means there could be one thousand and two 
hundred people shopping at the supermarket at any time 
during a week day...then what about weekends?  

英语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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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一方面哀叹没有时间学英语，一方面还能挤出时间网聊，那我建议你还是

两全其美的好—用英语网聊吧！

有人说，网聊学来的英语就像网聊结交的恋人一样不可靠。这里姑且不去考察

网聊学来的英语可靠与否，因为我认为用英语网聊的最大好处不是“学”英语，而是

“用”英语。我们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主要缺陷不是学得少，而是用得少。再好的武功

不用，迟早要废。何况真正的学习是在“用”中学。用英语聊天，特别是用英语久聊

上瘾，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学以致用”的问题。

用英语网聊不难，不需要多好的英语水平，正如我们用中文网聊一样，准入门槛

不高，要不我们怎么会有 3 亿网民呢？看看我们中国人 Fang 和英国人 Bird 的一小段

聊天记录—

20:09 Fang

Hello,Bird!

20:09 Bird

Heyy :)

20:09 Fang

I am sorry to know that you have got the headache. how do you 

feel know?

，
网聊 你肯定行！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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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Bird

it sucks haha, it’s better now, i took some pills to make it go away 

:] but i still feel a bit dizzy

20:11 Fang

i hope you will come back to health soon

20:12 Bird

yeah, i’m sure i will. i’m going to the beach this weekend so the 

sea air will do me good.

聊得不错啊！Fang 写的部分，想来你也不会有问题的。

我们中国学生提高英语写作能力，机会很少，因为要我们写的时候不多。平常，

就算勤于锻炼英语写作的人，也只是写一些英语小作文或写点英文日记。与此相比，

用文字和人在网上聊天（Internet text chatting）有很多优势。英语网聊中，由于

沟通双方基本上是同步互动的，比起命题作文或日记，有更加鲜活的内容。

另外，网聊中的同步互动，能够及时收到对方的反馈，及时排除沟通的障碍。请

看 Fang 和 Bird 的另一段聊天记录—

21:03 Fang

i am going to find some information in england internet

21:04 Bird

cool :] what kind of internet do you have?

21:06 Fang

what? i can’t und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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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6 Bird

do you have the same internet servers as we do? like google and 

like that..., is there any special chinese computer software?

21:08 Fang

the same as you use. but i can only search for information in 

chinese.

21:08 Bird

ohh rightt!

网聊英语的质量，引起了不少人的担忧，因为它包

含了很多不规范的用语。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 Fang 和

Bird 均有不少拼写、语法和标点错误。我认为这不要

紧，顺利沟通最重要，没有必要计较这些错误，否则可

能就会因噎废食。在对语言规范性的要求上，英文聊天

和中文聊天是很相似的。如前所述，我们现在的主要问

题不在于学不到正确、规范的英语，而在于缺乏实际使

用英语的机会。我们已经有充分的机会学习规范的英语，却很少有机会把学到的英语

付诸应用，这才是造成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英语上“有学问，没本领”的元凶。在网上

和别人用英语聊天，给了我们这种机会。当然，难免还会有专家忧心长此以往我们的

英语会越来错误越多。我要说的是：如果不用，永远不会有错误。

一些英文不太好的朋友，担心老外嫌弃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好意思找老外聊。不

好意思找老外聊就找自己的同胞聊好了。别忘了，英语聊天的主要功能是“练兵”，

而不是“模仿”。兴许和同根同祖同文化甚至同班级同条街的朋友用英语聊天效果会

更好呢，不就是练笔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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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透视

网络礼仪（Netiquette）

用英文在网上聊天应该遵守Internet etiquette，又称Netiquette。
这里列出最被英文网民看重的几条：

● Using all capitals is hard to read, and it’s seen as SHOUTING! 
You can emphasize a point by using *asterisks*.（大写字母难读，
看起来像大喊！可以用星号*强调。）

● If you are being humorous, try to include smilies :-) in your 
messages to express such humour. They are very useful for 
letting people know that your comment is friendly.（在使用幽默
时加用微笑符号 :-)，让别人知道你的措辞是友好的。）

● If you need to include a date, spell out the month to avoid 
confusion and write the year in full, e.g. 10 Nov 2008, or Nov 10 
2008.（为避免混淆，书写日期时将年代写全，将月份拼出。）

● Don’t be in too much of a hurry. Spell check your message 
before clicking "post" and try to proofread for other errors.（不
要太慌忙。发帖前检查拼写，并检查其他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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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标题，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点头，有多少人会摇头。

我属于点头那一类。我经常会用英语做梦（dream in English），用英语做梦的

感觉很好，因为在梦中自己能毫无错误地（至少自己觉察不到错误）、自信地使用英

语。有一次，我甚至梦见自己在坐满老外的数千人的礼堂用英语批驳“中国威胁论”。

演讲中我慷慨陈词，最后的答问时间还“舌战群洋”，真是痛快淋漓。有的时候我甚至

还会在梦中说英语（speak English in dream）。这个毛病上大学时候就有。同寝室

同学夜里听到，甚是叹服。令我自己不解的是，每逢这样的梦，梦醒后第二天的一整

天，我都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嘴巴说起英语比平时要听话许多。因为这个缘故，我非常

喜欢用英语做梦的经历。

我听到很多人都有

用英语做梦的经历。

为 了 解 学 生 学

梦
梦

梦

梦梦

英语      话，
你说过吗？

正文155-332兰色.indd   308 2012.6.5   3:52:36 PM



我的方法论Part Eight

309

习英语用功的程度，有的研究者就把“你用英语做过梦吗”之类的问题放进调查问

卷。根据被调查者的自我报告，那些“英语梦”奇奇怪怪，有的愉快，有的悲伤，但

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梦中都能把英语说得十分流利，完美无缺。

我想，用英语做梦，梦中自己英语很好，并不全是“流利英语”的梦想被压抑后

的释放，多数情况下是因为自己脑子里装的英语足够多了，以至于“日有所思，夜有

所梦”。不管什么原因，我认为用英语做梦，以及在梦中说英语，都是英语学习过程

中的理想境界。

说它是理想境界，不只因为用英语做梦可能标志英语学习达到了一定阶段，而

且因为有研究表明“英语梦”是巩固大脑中所学英语的一种有益方式。人的睡眠分为

两个时相：快波睡眠（REM）和慢波睡眠（NREM）。心理学家发现，快波睡眠对于巩

固长时记忆（long term memories）很重要，而且快波睡眠能够促进第二语言的学

习。用英语做梦时正是处于促进英语学习的快波睡眠阶段。

不管心理学家的这些发现有多大的说服力，至少常识告诉我们：用英语做梦有益

无害。所以我们不仅不用担心这种英语梦境，而且可以期待，诱发它的发生。有一名

英语老师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了自己诱发学生用英语做梦的若干教学方法，包括：让

学生背诵英语台词并限期上台表演、频繁地进行英语口语小测验、让学生反复做相同

的英语游戏、让学生用英语编故事、让学生睡前进行轻松的英语活动（看简单的英语

小说、看英文电视节目等）。

这位老师的努力也许是徒劳的，因为梦境通常是可遇不可求的，现实中哪有“造

梦”成功的事情呢？然而，这位老师的用心是良苦的。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能说一口

流利英语的梦想，这个梦想要实现，必须先经历真正意义上的“英语梦”。美国前第

一夫人埃莉诺 · 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有一句名言：“The future belongs 

to those who believe in the beauty of their dreams.”（未来属于相信梦之美

丽的人们。）拥有越多梦中的流利英语，就越能实现流利英语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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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名人论梦

● Dreams are today’s answers to tomorrow’s questions.  
 (Edgar Cayce, American psychic)
 梦是今天对明天问题的回答。（埃德加·凯斯，美国灵异诊

断师和预言家）

● You are never too old to set another goal or to dream a 
new dream.

 (C.S. Lewis, British scholar and novelist)
 你永远都不会老到不能设定一个新的目标或做一个新的梦。
 (C. S. 刘易斯，英国著名学者和作家）

● Dream as if you’ll live forever, live as if you’ll die today. 
 (James Dean, American actor)
 像永远都会活着一样做梦，像今天就要死去一样活着。
 (詹姆斯·迪安，美国演员）

英语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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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窍门，抄近路，这是聪明人的本能。人越是聪明，越不会轻易使出一身蛮劲

儿去成就一件事情，而是会先找寻最佳的方法。有人比一般的聪明人更加聪明，他

们不是去找寻学习英语的方法，而是干脆炮制出方法若干，专供喜欢找窍门的聪明

人享用。

2001 年，我有幸在北京见到了一位这样的聪明人，他和他的英语口语学习方法

至今仍然享誉京城。那天见过他后，我感觉特别 amused。我去北京之前，就听北京

人告诫我：来北京要特别注意两种人，一种是北京的媒体，说北京的媒体特别厉害，

还有一种就是北京的骗子，说大骗子都喜欢来北京骗。

我以为，那人的“实”与他沽来的“名”极端地不相符，不管此人有无主观故

意，客观上他就是一个骗子。我之所以说他是个

骗子，是因为他让全国各地的很多人攒足路

费和学费，千里迢迢到北京听他的“英语口

语 XX 法”，结果他自己却说不出几句英语。

我见到他的那天，坐在我斜对面的是一个教师

模样的年轻女士，脸上一直挂着鄙视的神情。到后来，那种神情再也挂不住了，她

终于款款走到讲台处，当场当众戳穿了骗局。只见那女士用流利的英语问他：“How 

many years have you been teaching English? How come you are not able 

to speak a single full sentence in English?”那人演讲用的一直是中文，冷不

丁“学生”中有人逼他说英文，顿时有点乱了方寸。那女士好像已经忍无可忍，毫

不留情：“Have you tried your so-called secret to learning spoken English 

“      ” 我 做主我 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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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self? If yes, why are you still not able to speak English? If no, 

why on earth are you here promoting it?”那老兄终于开口了，但讲的是中文，

不是对着那女士，而是对着满屋子的取经者：“同学们，大家一定要抓住我的学习法

的精髓。我在此声明，我给大家传授的是英语口语学习法，而不是英语口语。”我已

经确信那老兄是死心塌地想行骗到底，但我不想加入那位女士的行列，便离开了教室。

说这么一件平常小事，意在表现英语学习的“方法”

是多么引人求索不止。在偌大的中国，想租几间教室

教英语，难的不是办批文，而是要想出一个能够叫

得响的“方法”。别以为给“方法”起名容易，

现在几乎什么名字都出现了，要找一个不一样的

名字已经很难。

说了这么多，我想表达的意思有两个：第一，学

英语其实没有捷径可走，there is actually no shortcut to learning English。

从这个意义上说，越聪明的人，也许越学不好英语，因为越聪明，就可能越执著于找

捷径，执著于这个“三月通”，那个“速成法”，而不能老老实实地学进去。因为我本

人智力平平，甚至有时颇显愚笨，浑然不知学英语还有什么窍门，所以极容易使出一

身蛮劲儿一头扎进英语里。第二，那些已经被冠以“著名品牌”的英语学习“方法”，

大多是被只爱学习方法不爱学习英语的聪明人逼出来的。在英语学习上，可以套用一

句话：世上本没有好方法，我们学久了，那就是适合我们的方法。坚持下去，成功

了，其过程就都成了方法，包括犯过的错误。

谨以此文献给因为一直在探求英语学习方法所以至今还没有开始学习英语的

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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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透视

There Is No Royal Road to Learning

  英语中 Royal Road 一词，专指波斯帝国（Persian 
Empire）名君大流士一世（Darius I）修建的连接帝国全
境的皇家大道。Royal Road在当时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快
捷的通途，以至于人们干脆用它比喻成就一件事情的“捷
径”（short cut）。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Euclid）
说：There is no royal short cut to geometry（没有通
往几何学的捷径）。美国19世纪的著名文学家、思想家爱
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的 There is no royal road 
to learning（学习没有捷径）更是早已成为英语中的经典
名句。读了这篇《我的“方法”我做主》，如果您颇有同
感，则不妨人前人后秀一下这个英文句子—There is no 
royal road to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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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英语学习者说英语都有一大障碍，就是总要在中英文之间进行一个转

换，而这个转换过程使得我们的英语说出来总是慢半拍，遇到转换困难的时候还会卡

住，从而生成“卡式英语”。

中文和英文是不同的符号系统。母语是我们每个人最熟悉、最好驾驭的符号系

统。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在英语国家生活的经验，头脑里面最根深蒂固的是中文符号系

统。我们日常说话、写文章、思考问题都是用这个符号系统。

如果我们要说英语，则必须在中文和英文这两个符号系统之间进行转换。首先是

用中文思维，然后在头脑里把想到的中文翻译成英文，再把翻译好的英文说出去。如

果是用英文会话，则转换又多了一道程序，那就是一边听英文，一边把听到的英文翻

译成中文理解，然后用中文思考出回答的话，再把回答的话翻译成英文说出去。

谁都知道学习英语要培养英语思维，都知道用英语思维就会避免这么复杂的转换过

程，从而使我们的英语说得和英语为母语的人一样。然而，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只要我

们还生活在中文的环境中，中文是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唯一使用的语言，则我们的思

维一定是中文的，也就是说占据我们大脑的语言符号系统一定是中文。

如果只是听，也许还能勉强去尝试英语思维。然而要说英语，就很难脱离中文这

个拐杖。从语法、用词，到语言文化，无不渗透着中文的根。

既然用英语思维这么遥不可及，我们是选择一味地去训练英语思维，等训练成功

后再去学习口语，还是直接尝试在中文和英文这两种符号系统的转换上下功夫呢？

其实，英语思维是一种结果，是一种境界，是一种成功后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东

西，但这绝对不是一种学习过程。

快速转换？

如何进行中英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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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文符号系统和英文符号系统两者之间的转换，也并不是像某些专家认为的那

么被动和机械，甚至错误。从学习表达来说，有中文这一符号系统的存在，绝对是好

事情。其实，英文和中文这两种符号系统之间，除了差异，剩下的都是相同之处，而

且，就语言要素来说，相似的、共通的地方多于差异。也就是说，如果说中文符号系

统对英文符号系统有干扰的话，则良好的中文系统对说好英文更有支持作用。

这里说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学生从英

语国家留学归来，这些学生的英语水平是参差不齐的。总体而

言，英语口语水平的高低和他们所学的专业和所从事的工作有

较大的关系。比如，学习文学、法律、教育等需要接触人群、

需要口语交流较多的学生，英语口语一般比学习自然科学、很

少与社会和人群交流的学生要好。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如果继续探究下去，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英文口语不强的同学，

中文口头表达能力往往也欠佳。这当然是就总体而言。这就能说明一个问题：在学习

英语口语的过程中，中文的支持作用是存在的。

在书面表达上，中文的支持作用更是显现得一清二楚。在同等的教育背景下，

那些中文书面表达非常好的同学，那些能写出漂亮的中文作文的同学，通常也能写出

漂亮的英文作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很简单：不管是英文写作还是中文写

作，在谋篇布局、选材、激情创造、想象、表现手法和修辞等方方面面，都是需要相

同的技巧的。

口头表达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说话其实就是不动笔墨、不需要修改的作文。我

们说话时虽然没有谁像写文章那样字斟句酌，但是是靠多年形成的自动化的无意识的

语言习惯支撑的。没有这种语言习惯，是很难滔滔不绝而又绝无意识的。可见，在口

头表达中（当然英语口头表达也不例外），长期形成的自动化的语言习惯起着十分关

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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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讲英语的时候也是离不开语言习惯的。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讲英语的语

言习惯从哪里来？是英语口语的习惯吗？当然不是，因为语言习惯是长期形成的，是

不知不觉地形成的，并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我们日常的口头语言活动。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其实，对于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来说，不管我们的英语造

诣有多深，我们说英语，是靠中文的语言习惯在支撑着的。

在说英语的过程中，大多数人只能看到中文干扰的一面，而忽视中文的支持作

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作出判断前进行比较的参照系错了。他们把自己的英

语口语和外国人的比。因为外国人的英语好，而外国人没有中文干扰，所以，他们认

为：中文的作用只有干扰，中文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只能徒增障碍。

只要换一下参照系，把自己的英语拿来和其他中国人去作比较，结论马上就会改

变。这时，大家就会发现：在付出同等努力的情况下，总体而言，一定是中文说得好

的人英文说得比较好。如果中文只是个障碍，其结论应该相反：即总体而言，中文说

得好的人英文都比中文说得差的人要差！这显然与现实是不符的。

前面说那么多，只是想证明一点：我们在学习英语口语的时候一定要充分利用中

文的支持性作用。

怎样利用呢？

既然我们在说英语的时候离不开两种符号系统之间的

转换，绕不开这一障碍，那么我们平时何不趁早训练中文

和英文之间的转换呢？

怎样训练？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口译法（Oral 

Interpretative Method）。

学习英语口语，应该全情投入。我们需要无时无刻不想着英语，日有所思，夜有

所梦。我们需要有和英语热恋的感觉。我们需要在每一分钟都作好学习英语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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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学习的机会就在我们的周围。

没有真实的环境，那就虚拟吧！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的五感“英语化”。我们看到

的、听到的、嗅到的、感觉到的和尝到的，都要在头脑里面想英文应该怎么讲。

眼睛看到的（sight）：red, beautiful, traffic jam, bus... 

耳朵听到的（hearing）：loud, thunder, music, cry, chirp... 

鼻子嗅到的（smell）：stink, fragrance, smells good, aroma... 

身体感觉到的（feel）：hard, soft, hot, cold, pain... 

舌头尝到的（taste）：sweet, sour, bitter, spicy... 

翻译遇到障碍的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学习新东西的时候了。比如我们心里正想

要说“我舍不得买这么贵的鞋子”时，先在脑中尝试用英语说，但想来想去也想不

出“舍不得”怎么准确地表达。这时，我们已成为专家，知道 cannot afford 不是

“舍不得”，hate to buy 不是“舍不得”，begrudging buying 不是“舍不得”，too 

stingy to buy 不是“舍不得”，reluctant to buy 不是“舍不得”，要表达“舍不

得”我们可能要绕几个圈，如：It’s not that I cannot afford to buy it, but I 

really don’t want to spend so much money on these shoes. 

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中文思维，但对我们的英文水平是绝对有帮助的。

用中文思维翻译英文虽然不好，但比起用中文思维而不翻译要好多了。

当然，要翻译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词汇量的。没有词汇量，怎么翻都不可能翻出

来。但要是没有翻译意识，我们也怎么都不会知道自己的英文词汇还缺多少。英语水

平比较高的学生更是应该常常这么做。

特别是听到有趣的中文，一定要设法利用自己已经学过的英语知识去翻译。例如：

小玲： 你看……戴维和玛丽夫妇真幸福。他俩结婚 30 年，至今还是恩恩爱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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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听说呀，他们俩当年可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呢！ 

大牛：我说呀……他们爱情长跑了几十年，还不腻呀？

小玲： 你看你，一点儿都不浪漫。人家这种感情叫山盟海誓，此生此世，永不

离分！

大牛：好啦，好啦。别肉麻兮兮的，好恶心啊。

Xiao Ling:  You see... David and Mary are really lucky. They have 

been married for thirty years, and till today they are 

still in love. I heard that they had started liking each 

other when they were just kids. 

Da Niu:  I don’t understand. They have been in love for that long 

and they are not sick and tired of it? 

Xiao Ling:  Well, well, well, that’s why I always tell you that you 

are not romantic at all. This kind of love is called 

"eternal love" or "everlasting love". 

Da Niu: Alright, alright, please cut it. You’re starting to sound disgusting. 

只要我们有恒心，天天翻，夜夜翻，不断把中文倒腾成英文，总有一天我们会成

为一个英语口语高手。

请尝试翻译下面这段话：

我想学英语很久了，就是一直没付诸行动。

三年前，我有一个去新西兰旅行的机会。我非常高兴，因为新西兰一直是我想去

的地方。为了增加旅行的乐趣，我决定自己一个人去。

可是，一下飞机我就开始晕头转向了。怎么指示全是英文的呢？我看不懂，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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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问人家，因为看上去都是洋面孔。

最后，终于让我看到了一个中国人。我兴冲冲地和他说中文，结果他却皱着眉

头，问我可以说英语吗？

总之，我只能说我的新西兰之旅充满了失望和挫折。回国后，我便跟自己发誓，

一定要掌握英文。我现在已完全不同了，流利的英语已成为了我的骄傲。

I always wanted to learn English, but there was never any action. 

Three years ago, I had a chance to visit New Zealand. I was very 

happy because it had always been the place I wanted to visit. To make 

this trip more exciting, I decided to do it alone. 

However, as soon as I got off the plan, I started having a head-

spin. I found that all the directions in the airport were written in 

English! I couldn’t understand any of them, and dared not ask anyone 

because they all looked very foreign to me. 

Finally, I spotted a Chinese. I happily asked him questions in 

Chinese, but he frowned and asked me if I could speak in English. 

Anyway, I can only say that my trip to New Zealand was filled with 

disappointments and defeats. When I returned from New Zealand, I swore 

to myself that I would do everything I could to master the language. 

And thanks to New Zealand, I am now a totally different person. My 

fluency in English has now become my new-found pride. 

一味追求英语思维是不现实的，我们平时学习就是要在英汉转换中多下苦功，

并尽量缩短转换所需要的时间。

（本文及以后几篇文章收录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步入英语的殿堂 • 专业人

士谈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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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说英语时，有的时候会因为拼命回忆某个学过的单词或句子而急得涨红了

脸，陷入十分尴尬的局面。这种经历体验得越多，对说英语的恐惧往往就越深。

大家应该注意到，让我们陷入这种困难境地的并不是那些我们没有学过的词句，

而恰恰是我们学过的。正是因为我们曾经学过，所以在说话的时候头脑里总是要去把

它们调取出来派上用场。

而这些似曾相识的词句，往往会临阵脱逃，千呼万唤不出

来。这是我们很多人在说英语的时候都会遇到的一种障碍—词

句调取障碍。

什么是调取障碍？我们学习过

的字词以各自的编码方式储存在我

们的大脑中，不同的编码方式会影

响我们从记忆库中提取这些信息的

速度。在同等的学习训练情况下，

有些词句容易提取，而有些词句不

容易提取，主要就是因为编码的方

式不同。所以说，不良的编码方式造

成了提取障碍。

我们在说英语时，需要的提取是即时的、立刻的，容不得耽搁，所以那种提取障

碍足以阻挡我们通往流利英语的道路。那么，如何克服这种调取障碍呢？我们当然要

用造句问答法 口语突破突破突破

正文155-332兰色.indd   320 2012.6.5   3:52:40 PM



我的方法论Part Eight

321

从编码方式上着眼。

事实证明，就单词而言，死记硬背的编码方式是最差的编码方式，最不利于日后

提取，不管我们记得有多牢；就句子而言，机械训练的句子是最差的编码方式，也是

最不利于日后提取的方式，不管我们对这个句子机械训练了多少次，多么熟悉。

什么样的编码方式才是有利于提取的呢？简单地说，单词要放在句子里记，单句

要放在问答中记，这就是“造句问答法”。

所谓造句问答法，就是用造句法记单词，用问答法记句子。

先说说用造句法记单词。一个单词，可以造出不同的句子，句子造得越多，这个

单词在我们的大脑中建立的联系就越牢固。

比如，学 contract 这个词，我们与其把时间花在单单去记它的几个含义：

1. 合同，契约；2. 订合同，订契约；3. 感染（疾病）；4. 缩小，缩短……，还不如

用它的意思来造句子：1. You shouldn’t enter into a contract until you have 

studied its provisions carefully.（我们应该先仔细研究合同的条款，然后再签

订合同。）2. Having contracted with them to do the repairs, we cannot 

withdraw now.（我们与他们订有维修合同，现在不能撤销。）3. In the spring 

of 2003, thousands of people in Beijing contracted SARS. （2003 年春，北

京数千人染上了非典型性肺炎。）4. “I will” can be contracted to “I’ll”. （I 

will 可缩写成 I’ll。） 

造出以上的句子，并记住它们，我们学到的就不只是一个单词的死的意义，而且

学到了它的活的用法。

造句法不仅有利于使得死的单词变活，更重要的，通过造句记住的单词更容易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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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句子不同于一个单词，一个句子不仅包括我们要记住的

那个单词，也包括了帮助记忆那个单词的很多线索，即句子中很多相关的单词和句子

表达的意义。当我们记不起那个特定的单词时，所有这些线索都会帮助我们在记忆中

搜索，从而大大加快调取的速度和准确性。相反，孤零零的单词线索就非常少。

有人可能会说这样学习是不是太麻烦，太

慢。其实不然，一边记一边忘的快速，和记一

点巩固一点的慢速相比，后者从效率上说还是

要强得多。

再来说一下问答法记句子。

我们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不仅用记忆来储存单词，也会

储存一些经典的用途广泛的句子，特别是当这些句子中包含一些习

语、成语的时候。例如：She looks rather out of it — perhaps she doesn’t 

speak English.（她看上去好像是局外人，大概是她不会说英语的缘故吧。）在这句

话中，前半句 She looks rather out of it 才是值得我们记住的句子。

用问答法记句子就是把句子放在对话中记忆。例如，要记住 I am an English 

major student 这句话，我们就应该学会问自己：

Who are you? 

What’s your occupation? 

What do you do? 

What’s your major? 

Are you a student? 

正文155-332兰色.indd   322 2012.6.5   3:52:40 PM



我的方法论Part Eight

323

这样自问自答，我们背的句子才能被放在一个生动鲜明的情景当中，从而使得死

的句子变活，也使得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句子能够派上用场。

再如，要记忆 Absolutely impossible! 这个句子，我们也可以自问自答：

Is it possible? 

Could you lend me 10 thousand US dollars? 

Can we be friends again? 

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恰恰是那个问句，那么问答法照样派得上用场。例如：我们要

记住 What can I do for you? 这个服务行业的套话，就可以这样自己回答：

Nothing, thank you! 

I just look around. 

Do you sell masks? 

How much is this suit? 

我们在自问自答中，就进入了语言情景。这种活生生的语言情景就是我们将来调

取这些句子的线索。同时，这些句子也能够被用得恰如其分。相反，如果孤立地一天

背十几个句子，却不去理会何时何地如何使用，那么背诵过程便极容易流于鹦鹉学舌

般的形式，白费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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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各种英语听力考试中，由于考的大多数是单句，读一句话问一个问题，

我们就能马上针对刚刚听过的材料而回答。在这种类型的考试中，听懂了就是听懂

了，只要能听懂就能做对题目。

而现在的听力考试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大段大段的听力材料，不再是单个句子。

所以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形：虽然每句都能听懂，但听完这些句子后却回答不了问题。

这是因为大家遇到了英语学习的一大障碍：听后忘前。

不要小看这种障碍，其实这一障碍正是英语知识和英语技能之间的一道屏障，乍

看起来英语听力不错，听得摇头晃脑，可是问他前面一大段说的是什么意思，就“如

烟往事俱忘却”了。这种听后忘前的顽症害了不知多少人。其实那些专业的口译人

员，除了英文水平胜人一筹外，他们一定是跨越了这种听后忘前

的障碍的。

这种听后忘前的障碍，随着听力材料语速的加快而越来越

严重。因为听力材料的速度越快，我们就越没有足够的时间

来加深对所听到内容的印象，一段材料结束，头脑空荡

荡，这是很多英语学习者常见的遭遇。

虽然听大段的汉语也有听后忘前的现象，但是因为

听汉语时我们用不着花太多的心思在理解上，所以我们能够边听边记住，只是记住的

效果因人而异而已。

怎么办？
“听后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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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英语则不然，我们一边听，还要一边理解消化，甚至还会出现理解障碍，这

样，就很难在跟上一段速度较快的听力材料的同时还记住琐碎的细节。

面对这一障碍，我们有什么对策？这里就要重申知识和技能之间转化的重要性

了。我们听得再多，我们听懂的再多，如果不能说出来给别人听，那都还没有形成听

力技能，说明我们的听懂只是表面上的。

要克服听力训练中听后忘前的障碍，可以尝试英语学习中的另一方法—听述法。

听述法，顾名思义，就是先听再复述。

训练听述法最好使用我们曾经学过的内容作为听力材料，因为新内容会淡化我们

训练的针对性。

听述法的训练不应该采用所谓循序渐进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不要从一句一句地

听述开始，因为那样就成了背诵。我们应该上来就听比我们听力考试中最后一道题都

要长的材料。

听完这么一段，马上关掉录音，头脑里赶紧搜索听过的素材。然后我们自言自语

地复述听到的内容。

一字不差地复述是不现实的，也没有必要，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一个有顺序的

points，只要记住这些 points，而且不把顺序搞乱，我们就能够完成任何形式的听力

考题，甚至可以进行口译。

在复述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和恒心。不要轻易放弃，不要轻易去看文本或频繁播

放音频。只有在百思不得其解后想出来的答案印象才最深刻。当思考的时候，当遇到

认知冲突的时候，注意力是最集中的，学习效果也最好。

听述法是一种训练过程，它的训练目标是两方面的：一是训练我们正确的聆听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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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二是训练我们对英语材料的工作记忆。

先说第一方面。就英语听力而言，良好的聆听习惯的精髓是：专心。用听述法进

行听力训练的时候，因为我们总是带着听后复述这个任务，这就好比是一种驱动力和

监督装置，让我们不听则已，听就专心听。

坚持“不复述则不听”，久而久之，听的过程就会变得实实在在，我们就会形成

专注的聆听习惯。习惯成自然，后来我们会发现，即使不带着听后复述的任务，我们

也会自然而然地一听就专心。

第二方面是提高工作记忆能力。工作记忆是一个心理学术语，英文是 working 

memory，有人也将它翻译成短时记忆。工作记忆能力指能够记住工作过程的能力。

我们一边听，一边能够记住多少，要靠我们的工作记忆能力。

虽然说工作记忆能力因人而异，但某方面的工作记忆绝对是可以训练的。这中间

主要是意识的作用。有意记忆和无意记忆的效果是大不相同的。

怎样在听的过程中加强我们有意记忆呢？和培养良好的聆听习惯一样，最好的方

法就是带着复述任务来听。随着这种边听边记的训练的增多，我们自己会逐渐领悟到

一种最适合自己的短时记忆或工作记忆的方法，同时也会渐渐形成用最佳记忆方法记

忆的习惯，不再浪费记忆的时间，少走弯路。

为什么说在听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适合自己的记忆方法呢？因为这是一种尝试后

顿悟的过程，不是什么人能告诉我们的，必须靠我们自己在实践中体会。

各人短时记忆的方法也不尽相同，比如，有的人是记每句的第一个单词，有的人

是记每句中的关键词，而有的人则是依靠一个情节线索……

我们自己到底该用哪一种方法？大家一练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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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我们掌握的英语知识越多，可选择的听力材料就越

多，听述法的可用资源也就越多，我们在训练听力记忆方面就可能越扎实。

听述法的副产品：复习巩固，模仿运用，温故而知新。教

材中的英文最经典，几乎每句话都有用处所以教材也可以用作

听述法材料。如果没有教材的配套音频材料，你可以请练习

伙伴读给你听。这样不仅能训练听力，还能巩

固英语知识。这种良性循环如果形成，就不会

出现学习多年英语却不会听说的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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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不懂英语，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是指听不懂快速的英语。只要把我们听不懂

的部分用慢速的方式再向我们呈现一遍，我们很可能就听懂了。如果还是听不懂，就

用更慢速的方式呈现。慢到什么程度呢？慢到能够听懂。

从理论上说，只要我们能读得懂，我们就一定能听得懂。我们读得懂而听不懂的

原因，可以说就是因为跟不上速度，反应不过来。

既然速度对听力有着如此大的影响，那么有没有办法来加快我们对快速听力材料

的反应呢？

速度快慢都是相对的。一方面，越是快速的材料我们就越听不懂；另一方面，越

是听不懂，我们就越觉得所听到的材料速度快。

听力训练有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有一种方法不仅几乎适合所有人，而且事半

功倍。这种方法叫做“默跟法”。

什么是默跟法呢？默跟法就是听到任何英语，不管是快的还是慢的，不管是难的

还是容易的，都要边听边努力争取紧紧跟住我们听到的每一个字。所谓默跟，就是默

不作声地跟着。不要小看这个默跟，这种脑力或者意念方面的持之以恒，在效果上远

比阅读强得多。

我们提倡默跟而不是出声或者大声地跟，并不是怕声音会影响别人，而是因为

“默”字具有不可替代的功效。“默”是一种境界，从大声朗读和默读的区别中，我们

也不难看出默跟的力量。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要默读呢？原因主要不是怕影响别人，或

者怕自己累着，而是在默读中能够集中精神对所阅读的材料进行理解、记忆或分析等

为什么
?跟不上 录音的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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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处理过程；而在大声朗读时，难免要为自己的发音、别人（如果有人在场）的评

价等而分心，不能专注于所读内容的本身。在古代私塾中，那些整天捧着书摇头晃脑

大声读的学童大多不知道自己在读什么。

默跟法的精髓在于一个“跟”字。大多数同学都会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

针”的道理。但这句话用在听力训练上，特别是练习快速材料时，就很容易被表面化

地理解。有的同学想只要每时每刻耳机不离耳，正宗的 VOA、BBC 或者原版全真托福

听力题不绝于耳，还怕没有突破听力难关的一天？不幸的是，在这样的人当中，英语

听力裹足不前、听力部分永远无法跨越 600 分大关的人真是比比皆是。

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有耳无心。别看我们的周围有很多人练听力的架势

摆得很吓人，各种音响设备和光盘磁带也多得吓人，但如果他没有达到“默跟”这种

境界，他真的就是听了也白听。要知道，我们毕竟不是生长在英语国家，哪里能只要

不停地把英语往耳朵里灌就能变成自己的？

比起英语口语和写作，英语听力训练是非常被动的。听懂了就是听懂了，没听不

懂就是没听不懂，没有半点可发挥的。但这种看似被动的技能却应该以非常主动的方

式去训练，那就是：不能被动地把听力材料灌入自己的耳朵，而是要主动

地把听力材料注入自己的大脑。要实现这一主动，最好的方

法就是默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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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己的英语基础，可以采用不同的默跟目标。

默跟目标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密度，也就是那么多的字词能够跟得上多少

的问题。基础好的同学可以逐字地跟，所谓逐字地跟就是将听到的每个字从脑海里过

一边。基础差一些的同学，可以跳过一些字，逐句逐句地跟。这种跳着的跟和不跟是

有天壤之别的。只要头脑意念中有个目标，努力地牢牢地跟着所听到的东西，就达到

了训练的效果。这里所说的“努力”是指不管实际上我们能够跟多少，能不能跟上，

但只要我们在听的时候时刻努力就足够了。

默跟目标中的第二个维度是层次，高层次的默跟是跟语义，就是在听到每一个字

词句的时候头脑里就随之闪过相应的表象。例如当听到：I’ve had my apartment 

redecorated 时，不仅要明白听到的 redecorate 这个词的音，而且要在头脑里形成

redecorate 的表象。这样就会对所听到的材料有较深的理解。这种表象形成的最好例

子就是在听 direction 的时候。例如：

A: Excuse me, where is the post office? 

B:  Go straight ahead. Turn right at the first traffic light into 

Queens Avenue. Then keep going ahead until you see a KFC outlet 

on your left side. The post office is behind the KFC restaurant... 

有的人听到这些问路的材料，很是不以为然，以为这里面没有什么难懂的内

容，所以听起来就好似蜻蜓点水，不怎么投入心思。其实不然，像这样的段落，对

于我们训练在听的时候形成认知地图就非常奏效。什么叫认知地图呢？就是我们听

了这些材料，不用到实地，也不用拿来一张地图，在我们的脑海里就已形成了一幅

清晰的地图。这样，如果听过材料后让我们回答问题，我们还怕有什么问题无法对

付吗？ 

如果英语听力基础较差，一时无法顾及到意义，我们就先来低层次的默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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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语音。跟语音也并不轻松，像前面这段问路的话中，虽然我们的大脑来不及反应

到底怎样去找到 post office，但要争取把问答双方所说的每个字听得真真切切。Go 

-straight -ahead. Turn -right -at -the -first -traffic -light -into -Queens 

-Avenue. Then -keep -going -ahead -until -you -see -a -KFC -outlet -on 

-your -left -side. The -post-office -is -behind -the -KFC -restaurant... 这

样，等我们跟语音不成问题了，就可以把同样的听力材料拿来从头再听，但这次的层

次就提高到默跟语义了。

这样，听的过程才算是实实在在，才会有效果。

跟读法能够帮助我们完成从学过的英语知识到听力速度的提高之间的跨越。那么

这种跟读法和我们已经学过的知识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尽量

跟读学过的英语内容，最好是跟读我们教科书中的内容。

别以为教科书中的内容我们都已经耳熟能详，其实不然。由于我们的英语教学多

年来比较注重阅读和语法，在听力方面比较薄弱，相信把我们学过的课文用较快的语

速读出，大家听起来也还是能够过瘾的，能够起到训练的效果。

跟读熟悉的内容更加有利于提高听力速度。速度问题完全是一种对英语语音和语

义的接收习惯问题。如果听到的内容自身比较熟悉，我们就会在跟读时把重点放在对

英语语音语义的领会和把握，进而形成一种接收习惯。相反，如果听到的内容比较陌

生，在跟读时就容易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形，虽然努力做到耳到心也到，但

心却没有用到培养听力习惯上，而会搅进对新信息的理解认知上。虽然这样的情况在

我们生活当中是无法回避的，但在我们进行自我训练的时候，却可以有意挑选熟悉的

内容，回避陌生内容。

除了利用制作好的录音资料，另外一条简单便捷的方法就是自己录音。根据自己

的需要，用较快的语速录下英语教材中的课文，然后用这些录下的课文训练自己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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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能力。还有一条更加简单便捷的方法，就是找一个练习英语听力的合作者，一个人

朗读，一个人默跟，然后交换角色。两人不断加快阅读的速度，这样彼此跟读的技能

也就能随之提高。

在大量的默跟训练后，就会自然而然跟得上说话人的节奏，不知不觉地能够听

懂快速的材料。蓦然回首，你会发现以前觉得很快的材料原来并不是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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