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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poor 和 broke，真穷还是假穷？
我以前经常喜欢用 poor 这个词。比如 iPhone 5s 刚出那会
儿，一美国同事买了，有天就跑来问我为什么还不买。我习惯
性回答：I’m poor nowadays. Maybe tomorrow.（我最近穷着呢，
以后再说吧。
）老美很讶异，纠正我 poor 这个词用得不妥。
在美国，这种情况下，一般会用 broke 这个词，而 poor 只
用来形容真正的穷人。

002
cheers, bottoms up, make a toast，哪个才是干杯
中学时候，老师教我们，干杯可以说“ Cheers! ”；后来我
们发现，有些老外喜欢说“ Bottoms up! ”，并把杯子倒过来。
此时会觉得，这个表达貌似更形象。但如果查相关词典，会发
现“Make a toast!”也有“干杯”的意思。那么三者可否混用？
显然是不行的！这里就需要区分英语中的细微差异。我们可以
通过下面一个情景对话来了解：
Boss: Our sales turnover surpassed 1 million US Dollar last month.
I would like to make a toast to the good news! Cheers!
（我们上个月的销售额超过了 100 万美元。我在此向
大家举杯！我们干杯！）
Employee A, employee B: Cheers!（干杯）
Boss: Bottoms up!（要喝光啊）
显然，“ make a toast ”是“举杯”的意思；而“ Cheers ”




表示“碰杯”；“ bottoms up ”表示“喝干”
“杯子要见底”，才是
真正意义上的“干杯”。

003
CS 是反恐精英游戏吗
反恐精英（counter strike）那款游戏曾经风靡一时，简称
CS。但在英语中，CS 这样的简写有很多种，未必代表反恐精英。
比如“剖腹产”
，全称是 caesarean section，就可以简写成 CS。
相对应 CS 表示“剖腹产”；那“顺产”，则是 natural birth。

004
Caesar salad 跟恺撒有啥关系
西餐里，一道非常有名的前菜（starter），就是 Caesar salad
（恺撒沙拉），用莴苣、面包粒、橄榄油、帕玛森乳酪、胡椒、
芥末和蛋黄等材料拌成。很多朋友问，恺撒沙拉是不是罗马大
帝恺撒发明的？其实 Caesar salad 的确跟恺撒有关系，只不过此
恺撒非彼恺撒。
Caesar salad 起 源 于 墨 西 哥 Tijuana（蒂 华 纳） 一 家 意 式 餐
厅。 老 板 Caesar Cardini（恺 撒 · 卡 蒂 尼） 在 1924 年 发 明 了 恺
撒沙拉，一直流传至今，并在世界各地有了千百种改良版本。

005
交通拥挤，不可用 crowded 来形容
我们常常碰到堵车，碰到交通拥挤的情况，英文可以说

bad trafﬁc，可以说 busy trafﬁc，还可以说 heavy trafﬁc，或者说
congested trafﬁc，但千万不要用 crowded 来形容 trafﬁc。
crowded 是“拥挤的”
“人山人海的”，可以说 crowded bus，
拥挤的公车；可以说 crowded elevator，拥挤的电梯；但不能想
当然说 crowded trafﬁc，英语中没有这个表达。

006
浓茶，英文如何表达
我们知道 black tea 表示红茶，green tea 表示绿茶，oolong
tea 表 示 乌 龙 茶，British breakfast tea 表 示 英 式 早 餐 红 茶，earl
grey black tea 表示伯爵红茶，jasmine tea 表示茉莉花茶。那表
示口感浓淡，能否用 thick 呢？答案是不可以的。
“浓茶”，英文表达应该是 strong tea ；相对而言，“淡茶”，
就是 weak tea。

007
bank holiday 不是银行假期
bank holiday 这个词，大家可能平时会碰到。比如你写邮
件给某某客人，结果收到一封自动回复的 email，告诉你，他
们这两天是 bank holiday，所以不上班。这个 bank holiday，不
要想当然认为是银行假期，它跟银行没有关系，而是“公共
假期”。
国 定 假、 法 定 假 日， 就 可 以 叫 bank holiday， 也 可 以 叫
statutory holiday。




008
hot 千万别乱用，小心出大事！
跟客人聊天时，hot 这个词不要乱用，尤其是女生，更加
需要注意。
去年在长沙见一个供应商，业务经理是个漂亮的女生，那
天大约有 40 度，一见到我们，寒暄几句后，就说了句“ I’m so
hot today!”我美国上司一听，就暧昧地笑了起来。
其实 hot 除了热，还有性感的意思。口语中特别要注意，
不要让老外觉得，你在性暗示。
我们在表示“热”的时候，可以说“ It’s so hot today. ”或
“I feel so hot!”，就更加恰当些。

009
生意场上的 double-talk
double-talk 这个词，很容易被错误理解成“两人谈话”。
这里的 double，跟“两人”无任何关系，它的真正含义是“含
糊其词的谈话”“看似认真但实际没有任何内容的谈话”。可以
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例如：
Regarding the repeat order, he double-talked to me again and
again.
（关于返单的问题，他一次次对我含糊其辞。
）

010
报价过高的抱怨
形容某个人“很市侩”“钻到钱眼里了”，英文有一个对应
的形容词 money-conscious。
如果跟客人讨论报价的时候，他抱怨“你们的价格太高了，
我会很难做的”。这时候你就可以幽默一把，
“ Trust me, my
dear! I’m not a money-conscious guy.”
（相信我，我绝对不是那种
钻单钱眼里的人。
）这也是在暗示客人，我的报价是实在的。

011
pass out 的两种用法
pass out 这个短语，有“昏倒、晕倒”的意思。老美在口
语中用得非常灵活，使用频率也很高。比如你屡次三番报错价
格，一次次改，一次次 say sorry，客人难免会抱怨，会来一句：
“I’m going to pass out!”
（我真的要晕倒了！）
另外，要是形容喝酒喝醉了，也可以用 pass out 来表达。
如《21 世 纪 大 英 汉 词 典》 的 例 句：After three drinks, the man
passed out.（酒过三巡，他醉得不省人事。
）美剧《生活大爆炸》
第一季中，这个短语也出现过。

012
ﬁrm things up 跟稳固有关吗
firm 这个词，作动词的时候，有“使稳固、使坚定”的意
思。firm things up 这个短语，在英语中是一个固定搭配，指“把




事情敲定下来”。
比如客人来你公司拜访，但行程一直没有最终确定，可能
邮件来来回回，都改了无数次了，还没最后定下来。如果你要
跟客人说，“那我这个周末再打你电话，最终确定一下行程。”
就 可 以 表 达 为：Well, I will call you this weekend to ﬁrm things
up.

013
have time V.S. have the time
have time 和 have the time， 看 似 接 近， 只 差 一 个 定 冠 词
the，意思却截然不同，千万别用错了。一个 the 的存在与否，
往往会影响整句的含义，结果大相径庭。我们比较下面两个
例句：
Do you have time?（你有时间吗？）
Do you have the time?（现在几点了？）

014
“Show a leg! ”是伸腿吗
2013 年 秋， 我 去 美 国 Ohio 出 差， 有 几 天 住 在 一 个 美 国
同事家里。某天早上他做了早餐，就来拼命敲我房门，大喊：
“Come on! Show a leg!”
当时有些莫名其妙，干嘛要秀我的腿？后来问了才知道，
这个“ Show a leg! ”在口语中，就是“起床！”的意思，就相
当于我们耳熟能详的“Get up!”

015
工作中的 up in the air
好莱坞巨星 George Clooney（乔治·克鲁尼）在 2009 年有
一部非常卖座的电影“ Up in the Air ”，中文翻译成《在云端》。
他饰演的 Ryan 是专业裁员专家，一年有 300 多天飞来飞去解
雇他人，几乎以机场为家。而那些被裁员的人，往往还能保持
对生活的信念，唯一的原因就是家庭。
而 up in the air 这个短语，在工作中也很常见，表示“对
某事不确定，还在天上飘着呢”，相当于 not sure。比如你连续
接了几个大单，业绩很棒，客人十分赞赏，可能某天从你老板
那里得知会升你职，就来提前恭喜你。但事情毕竟没有正式宣
布，虽然你也听到了一些风声，但还是觉得应该低调一点，不
要太嘚瑟，就可以说：
“I really hope so. It’s still up in the air. ”
（我
当然希望如此啦。但这件事情八字还没一撇呢。
）

016
“长话短说”的英语表达
有时碰到客户来公司拜访，老板往往会滔滔不绝地介绍公
司、介绍产品、介绍未来愿景、介绍前途发展等，长篇大论，
生怕别人不知道。很多客户碍于情面，只好耐着性子听着，不
好意思表现出不耐烦，偶尔还要附和两句吹捧一下。
但如果碰到个脾气没那么好的，或者相对直接点的老外，
可能就会来一句：
“Please make a long story short!”中文就是“请
您长话短说！”





017
lump sum 跟钱有关吗
sum 这 个 词， 字 面 上 看， 就 是“金 额、 总 数” 的 意 思。
lump 做形容词，表示“总共的”。lump sum 的含义就呼之欲出，
表示“总金额”
“一次性付款”。
假如客户下了一个很小的 trial order（试订单），金额很小，
只有 500 美金。这时候如果根据贸易惯例，收取 30% 的定金作
为预付款，剩余 70% 货款见提单复印件支付，就太麻烦了，两
笔款项的银行手续费也很贵，还要收两次，对于小订单显然是
得不偿失的。这时候就可以给客人写邮件：Could you help to
pay in one lump sum for this trial order?（关于这个试单，能不能
麻烦您一次性付款呢？）

018
ship 在贸易中，未必仅指海运
ship 这个词作为动词，未必单纯指“海运”，也可用于指
代“空运”。
举 个 例 子：When could you ship the samples ？ 根 据 语 境，
就是“请问您什么时候可以寄出样品呢？”很显然，这里的“寄
出样品”，“ship the samples”，一定是快递空运，而不是海运了。
又比如说：We will ship the goods by air next week. 这里的 ship
by air，更加清晰表明运输方式是“空运”。ship 在这里，相当
于 deliver 的意思。

019
French fries（薯条）跟法国有什么关系
薯条这个词，英国叫 chips，美国叫 French fries。至于跟
French 有什么关系，有两个来源可以参考一下。
来源一，French 在这里指的是“法式深油炸”，是一种烹
饪方式。
来源二，薯条最早出现在 19 世纪末的巴黎。
平时在美国餐馆点餐，可以说 French fries，也可简单说
fries，服务员就会明白了，你要的是薯条。

020
薯条、薯片，在英国和美国的抓狂差异
薯条和薯片，是我们平时常吃的食品，在国外的西餐厅
里，也经常会点薯条，配上主食和饮料。但我们如果叫了薯
条，可服务员上的是薯片，你会不会抓狂？
在英国和美国，这两个词若是不分清楚，真的会让人崩溃。
薯条：在英国叫 chips；在美国叫 French fries 或是 fries。
薯片：在英国叫 crisps；在美国叫 chips 或是 potato chips。
当你说 chips 的时候，先想想，你在英国还是美国？你到
底要薯条还是薯片？

021
英文中的“说曹操，曹操到”
我们中文里，有“说曹操，曹操到”
，表示正说某人的时




候，他就正巧出现。在英文里，同样有类似的表达：Speak of
the devil!
比如你跟客户正聊天，讨论某某同事的八卦趣事，聊得正
投机的时候，正好这同事推门进来，你就可以说：“ Wow, speak
of the devil!”
（哇，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
）
当然，“ Speak of the devil!”是省略过的用法，全句应该是
“Speak of the devil and he appears.”

022
库存的表达问题
库存不多，英文可以用 low stock 表达。比如跟客人解释，
因为原材料库存不多了，我们需要把交货期延长到 45 天后，就
可以说：Due to the low stock of raw material, we have to postpone
the delivery date to 45 days later.
此 外， 没 有 库 存， 是“ out of stock ”； 库 存 充 足， 是
“sufficient stock”。

023
饥饿未必一定要 hungry
英语口语中，表示“饥饿”“肚子饿”，除了常用的 hungry
外，还可以用 feel empty 来表达。如：“ I feel empty. ”就可以表
示“我肚子饿了”
“我肚子空空如也”，很多场合下可能更形象。
千万不要错误理解为“我很空虚。”
反过来，如果要表达“我很空虚”
，正确的英文应该是“ I
have an empty feeling”。这里的 empty feeling，才是“空虚的感觉”。

024
别把 intentional 看成 international
intentional 这个单词，一眼看上去，跟 international 十分接
近，含义却相差甚远。intentional 表示“故意的”
“有意的”；而
international 表示“国际的”
“世界的”。
关于 intentional 这个词，欧美国家的业务员经常在商务工
作中灵活使用，来请求对方谅解，但很少看到国内业务员这样
运用，例如：We’re really sorry for the poor logo painting. Please
realize it was not intentional.（我们非常抱歉商标没有印好，请谅
解我们不是故意的。
）

025
拜访也可以 stop by
拜 访 这 个 词， 英 文 有 多 种 表 达， 比 如 visit， 比 如 pay a
visit，call in，drop in 等。此外，stop by 也可以用来表示“顺路
拜访”
“顺道拜访”。
假设我们给美国客户写邮件：Be sure to stop by our booth in
the coming Canton Fair.（广交会期间一定要来拜访我们摊位啊。
）
不仅在邮件里，口语中同样可以使用。

026
电话英语中多变的 get
get 这个词，是英语中的万能动词，尤其在口语中，更加
频繁、多变。在接听老外电话时，就难免会经常用到 get。




比如客户打电话来找你同事 Jack，可能会问，“Is Jack in?”
（请问 Jack 在吗？）如果他在，你就可以回答：“ I’ll get him.
Hold on please. ”（我让他听电话。请稍等，别挂。
）这里的 get，
就是“叫某人过来听电话”。
又比如客户在电话里跟你讨论某个项目的具体情况，可能
是订单数量或者产品细节等，如果对方说的，你都明白了，也
可以简单回答：“Got it.”

027
A spur of the moment...
我们使用英语中，常常需要表达“一时兴起”
“一时冲动”。
比如美国客户问你，怎么买了件这么丑的衬衫？你回答，“唉，
别提了，一时冲动啊。”就可以说：“ Come on! Just a spur of the
moment.”
当然，消费可以一时冲动，客户下订单，很多时候也会有
一时冲动。关键就在于，你是否够专业，够 nice，在某些地方，
会引导客人有这种 a spur of the moment 的消费欲望。

028
Please help yourself. 并没有那么常用
请国外客户吃饭，往往在开吃前，很多朋友都会说一句：
“Please help yourself.”表示“请随意”
“请自便”，也只会说那么
一句了。
其实这句话在美国，并没有那么高的使用频率。一般都是
你去美国朋友家里，他们跟你关系很好，安排了家宴，别人请

你自便，当成自己家那样，才会用这句 Please help yourself.
如果是商务用餐，或者在外面的餐厅或者 pub 里吃饭，老
美和老美之间，往往有一句更加简单的表达：
“OK. Eat up!”中
文可以理解为“来，开吃吧！”

029
be going nuts 其实跟坚果没有关系
nut 做 名 词 是 坚 果 的 意 思， 加 个 s 显 然 是 复 数。 但 是 be
going nuts 这个短语，就跟坚果无关了，而表示“气坏了”“气
炸了”。
比如一个英国客户来中国拜访你，可能工作之余会聊聊
天，喝一杯之类的。老美可能会说，中国很好啊，可以看到
好多美女，这时候，你可以打趣一句：Your wife must be going
nuts.（要是你老婆知道，一定气炸了。
）就很契合语境，也不失
幽默。

030
dress shirt 无关连衣裙
shirt 这个词是衬衫的意思，但只是一种大致的描述。衬衫
分很多种，有休闲的，有搭配西服的正式的，有短袖的，有长
袖的，有女士衬衫等等。比如你去某个公司面试，HR 可能会
告诉你，请穿上西服和 dress shirt。
字面上看，dress shirt 像是女装衬衫，但实际上，表示“正
装衬衫”，跟 dress（连衣裙）没有太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