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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
喋喋不休的“说教”
我们往往讨厌别人说教，喋喋不休非常烦。比如：I don’t
like my boss. He is always preaching. 就是“我不喜欢我老板，他
老爱说教”。这里的 preach，就是“说教”的意思。
要注意的是，preach 后面如果跟另外一个词 down，组成
preach down，就不是“说教”的意思了，而是“谴责”。如果
我们要谴责某某人，或者抗议某某事，就可以用 preach down
来表达。

032
“Knock yourself out ”不是让你把自己打出去
说一个很有用的句子，“ Knock yourself out ”可别理解成
自己把自己打出去，那就大笑话了。
假设你去某个美国客户家里做客，他很自然地说一句：
“Knock yourself out.”绝不是让你自己打自己，而是跟你说“把
这里当自己家一样”，是一句客套话。
我们再引申一下场景，当客户来你公司样品间参观，又或
者来展会上拜访你们摊位，问你能不能拍照之类的，你就可以
灵活应用这句话了。

033
“Check it out!”是结账吗？
当客户在我们参展的摊位上，或者在公司的样品间里，我




们拿着某某产品请他看看，或者推荐给他，英文口语怎么表
达？可以说，please have a look 或者 please take a look.
在英语中，还有一个地道的近义短语，就是 Check it out!
我们可以拿着自家的产品，对客户说，“ Hey buddy! Check it
out!”
（嗨，伙计，看看这个！）
要 注 意，“ Check it out! ” 表 示“看 这 个！”； 而“ Check
out!”才是“结账”或者“退房”的意思。

034
cut the cheese，跟奶酪可能风马牛不相及
我们跟客人谈事情或者聊天，经常会碰到一些尴尬的场
面，让人不太自在，或者觉得很失礼。比如正好在开会或者商
务谈判的时候，助理 Amy 不小心放了个屁，这时候我可以耸耸
肩膀，打趣一句：“ Oh, she cut the cheese. ”就转为一个幽默话
题，大家可以一笑了之。
Somebody cut the cheese，口语中就是“某某人放了个屁”
的意思。因为 cheese 相对口味较重，有些 cheese 吃起来很香，
但闻上去很臭，所以常用 cheese 来指代 fart（放屁）。

035
要区分 incident 和 accident
刚和美国同事讨论了 incident 和 accident 的区别。虽然都
有“事件”
“事故”的意思，在词典里属于近义词，但实际在英
语国家，两个词在使用上差别甚大。
incident 指“意图发生的事情”，例如：There was a special

incident yesterday that I quitted.（昨天有一个特殊的事情，就是
我辞职了。
）
而 accident 指“意 外 发 生 的 事 情”， 如 天 灾 人 祸 之 类 的。
例如“车祸”，就是 car accident。

036
“去医院看病”不一定都是 go to hospital
中学时，老师教过我们两个词，一个是 go to hospital，表
示“去医院看病”；而 go to the hospital，表示“去医院”，可以
是自己去看病，也可以是探望别的病人等。但实际上，这种说
法并不准确。
举个例子，我们某天感冒去医院配了点药，可能跟美国上
司说：“I went to the hospital.”就不妥当了。
在美国，只有“动手术、住院、全身体检”等比较大的问
题去医院的时候，才可以用 go to hospital 或者 go to the hospital。
若只是小感冒去医院看医生，就用 go to the doctor’s ofﬁce.

037
suitable 这词，你能用对吗？
英语中，suitable 这个词，使用上要非常谨慎。很多朋友喜
欢说，The quantity of 20’GP is suitable for us.（一个 20 尺集装
箱小柜的数量，对我们来说正合适。
）字面上理解貌似没错，可
实际上，suitable 在英文中，往往是以否定形式出现的。例如：
This testing issue is not suitable for our product.
（这条测试要求，对我们的产品是不适用的。
）




038
“工作狂”与“女汉子”
工作狂，英文有一个专门的单词，workaholic。“ -aholic ”
这个后缀，本身就有“沉迷……”“对……上瘾”之意。比如
shopaholic，就是购物狂；alcoholic，就是酒鬼。
至于最近流行的“女汉子”，英文也不难翻译，正巧有一
个很形象的表达：a man of a woman。记得很多年前，一个美国
客户夸我助理能干，我答他：“ Yep, she is a man of a woman. ”
就可以理解为，“没错，她是个女汉子。”

039
应对砍价的底气
做生意，往往会碰到以下这种情况，就是客人到处套价
格，然后拿别家的价格来压你，逼你妥协和降价。
客人或许跟你讲，某供应商的报价比你低很多呢，你的价
格太高了。这时候，如果你心里有底，就可以告诉客人：
“There
is a world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item and ours.”
这里的 a world of difference，表示“极大的不同”，语气程
度比一个简单的 different，要加强很多。

040
of no avail 的用法
“无用的”“无效的”，除了 useless 外，还可以用 of no avail
这个短语来表达。

如果要表达“不改进产品品质，单纯靠降价是无用的”，英
文就可以写成：“ It is of no avail to reduce the price only without
quality improvement.”

041
white lie 跟白色无关
英 文 中，lie 是“谎 言”， 是“撒 谎” 的 意 思。 但 是 white
lie，就跟白色无关了，而是“善意的谎言”。
比如，我们在订单操作中发现某个问题，订单要延期交
货，但具体原因不方便告诉客户，我们可能就会编个理由，找
个借口，就可以体面地解决问题。比较尴尬的是，一旦谎言被
客人识破、拆穿，这时候也不要惊慌失措，可以先 say sorry，
再跟客人解释一下，当初的 white lie（善意的谎言）是不想让他
过于担心。

042
taxi 在美国居然没那么常用
taxi 这个词，我们太熟悉、太熟悉了。出租车嘛，谁不知
道啊？但事实上，英国人使用这个词的频率很高，但是在北
美，美国和加拿大很多地区，大部分人对于出租车，会叫 cab，
而不是 taxi。
cab 这个词，是法语外来词 cabriolet 的简写，表示“带篷
的双轮轻便马车”
“旧式的敞篷车”，也就是出租车的前身。
出租车司机，英国人喜欢叫 taxi driver；美国人很多就喜欢
叫 cabby。




043
What a pity! 我们使用太频繁了
形容“真遗憾”“真可惜”，很多朋友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
这句经典句型：What a pity! 当年从《新概念英语》里学来，这
么多年屡试不爽。
可最近美国同事告诉我，这个句子没错，很地道，但是说
法有点太老了。现在的美国年轻人里，很少有用这个句型的，一
般会用“What a shame!”或者“That’s too bad!”来表达和代替。

044
马屁要拍到位
很多客户非常喜欢砍价，仿佛多砍下一分钱，就有多大的
成就感似的。不过在商言商，这种做法也无可厚非。
只是在价格谈完后，为了让客人心里更舒坦些，有赢的感
觉，我们还可以拍拍他马屁，说一些“您真是谈判高手啊”
“您
的谈判水平真是无与伦比”之类的客气话。美国俚语里有一个
like somebody’s business，就表示“无与伦比”。例如：
Joseph, you have excellent price negotiation ability like
nobody’s business!
（约瑟夫，你超强的价格谈判能力，真是无与伦比啊！）

045
ring a bell 未必是按门铃
ring a bell 这个短语，未必跟门铃有关，要根据上下文的

语境来判断。比如你在展会上，收到过某某客人的名片，突然
回忆起这个客户好像是去年联系过的，自然就可以跟客人谈一
下，顺便套套近乎，也可以追问一下去年的项目有没有进展，
报价有没有进一步消息等。
也许客户不记得你，这时候可能会问你的公司名和姓名，
可能就会来一句：Oh, the name rings a bell.（哦，我对这名字有
点印象。
）ring a bell 在这里，是“对……有印象”。

046
沙拉酱可不是 salad sauce
沙拉酱在西餐里经常会用到，但是沙拉酱的“酱”，不是
我们经常使用的 sauce，而用的是 dressing。“沙拉酱”正确的
英文习惯表达，是 salad dressing。
比如我们去吃肯德基，可能会叫鳕鱼条，就需要蘸千岛
酱，就是 Thousand island dressing；如果我们在西餐厅吃蔬菜沙
拉，配上 Oliver oil（橄榄油）、Vanilla（香草）和 pepper（胡椒）
的酱汁，就属于意式沙拉酱，就是 Italian dressing。

047
sample 和 sampler
sample 是 样 品， 但 sampler 这 个 词 就 比 较 少 见， 可 以 做
“采样器、取样器”来解释。
另外，在日常生活中，sampler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
就是我们中文里说的“什锦”“拼盘”等意。比如我们某天请





客人去吃日本料理，可能会问对方，有没有兴趣来一份寿司拼
盘？这里的“寿司拼盘”，就可以翻译成 sushi sampler。

048
give up 和 back away
“放弃”这个词，除了常用的短语 give up 外，还可以用另
外一个短语来表达，就是 back away。例如：
We couldn’t accept L/C 60 days as payment term. We have to
back away.
（我们无法接受 60 天远期信用证的付款方式。我们不得不
放弃。
）

049
不要做客户最讨厌的 yes-man
客户很讨厌一种业务员，平时什么都说“好的好的”，都
说“没 问 题”， 都 说 ok， 都 说 yes， 都 说 no problem， 结 果 在
谈判和处理订单过程中，这个做不到，那个也做不好，诸多借
口，诸多推搪，让客人一肚子火。
这样的人，在口语中被称为 yes-man，就是应声虫。如果
是复数，那就是 yes-men。假设客人要求你改产品，但你表示
没法做到，就可以直截了当说明原因，跟客人解释，而不是当
面什么都说好，背后什么都不行。可以在说明原因后补充一句：
I’m a professional guy, not a yes-man.（我是个专业的销售人员，
不是应声虫。
）

050
white elephant 可不是白象
英语口语中，有一个地道的表达，white elephant。可千万不
要直接理解为“白象”
，而要根据上下文和语境来判断和翻译。
假设在某个拉杆箱工厂，业务员跟客户谈判，是否需要
在每个铆钉上打上客户的 logo ？客户问，“那需要增加多少钱
呢？”业务员答“一共要增加 3 美元。”客户可能就会来一句：
“ No, that’s the white elephant. ”这里的 white elephant，就表
示“昂贵而无用的东西”，也可以理解为“华而不实的东西”。

051
enjoy having you 不是“喜欢拥有对方”
enjoy having you，字面上看，好像是“喜欢拥有你”，实
际上却不是这么回事儿。
我们看一个例子，假设在广交会上，当客户拜访过某个公
司摊位后，表示“很高兴和你们见面”“感谢你们的接待”等
客套话后，业务员就可以回应一句：“ We also enjoyed having
you!”表示“我们也很开心你的来访”。
这里的 enjoy having you，就是“喜欢你的来访”，而不是
喜欢拥有对方这个人。这个表达在美国很常用，大家一定要弄
清楚了，千万别闹笑话。

052
“脸红”不能用 turn to red
形容某人脸红，千万不要用 turn to red 这个词，老外会非




常诧异的，脸怎么会变红呢？难道是生病了？因为文化的差
异，他们会无法理解的。
比如你很热，或者很尴尬，又或者因为什么原因而脸红，
英文中有一个专门的单词 blush。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不及物
动词。例如：She blushed.（她脸红了。
）
千万不要用“Her face turned to red”，否则就闹笑话了。

053
Career disease 是中式英文
做外贸时间长了，久而久之会有“职业病”。比如做服装
的业务员某天去专柜买衣服，可能会摸一下面料，看一下做
工，脑子里会不自觉地推算面料成本和人工费用，这种本能反
应，就可以算是职业病了，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点。
平 时 跟 美 国 朋 友 说 笑， 就 被 警 告 说，career disease 这 个
表 达“太 中 式”， 美 国 几 乎 不 这 样 用， 他 们 都 说 occupational
hazard。

054
indoors 居然是副词
indoor 这 个 词 很 简 单， 表 示“室 内 的”。 比 如 indoor
furniture，室内家具；indoor décor，室内装饰品。这些词在平
时的外贸工作中很容易碰到。
indoor 这个词一旦变化成副词，就很少有人知道，是在后
面加 s 变化而成的，变成 indoors，表示“在室内”。例如：
Come indoors and give me a helping hand.（快进来，帮我个忙。
）

055
work 和 task 辨析
work 这个词，很多朋友在平时工作邮件里都会用错。这里
重申一下，work 是不可数名词，是不可以跟量词的。如果要表
示某一项工作，那就不能用 a work 这样的用法了。
假设我们跟客人说，“今天给你报价是个艰巨的工作”，那
就要写成：“ It is a difﬁcult task to send you quotes today.”这里就
不能说 a difﬁcult work，是不行的。
再补充一个短语，“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就是 a thankless
task。

056
indifferent 不是 different 的反义词
different 这个词很常见，表示“不同的”，大家都知道。那
加个前缀，变成 indifferent 呢？别傻眼，也别想当然认为是对
different 表示“否定”，变成“相同的”，那就大错特错！
这个 indifferent，用英文来解释，就是 I don’t care.（我不在
乎。
）当同事说，还是僵持在价格问题上，你不降价，客户就下
单给别人了。你来一句“I’m indifferent.”就表示“管它呢”
“无
所谓”
“随它去吧”。

057
lust 千万别乱用
某天早上打开 outlook，就看到一封刚收进来的开发信，




千篇一律，介绍我们是做什么，质量好，价格有竞争力……
最 搞 笑 的 是， 她 后 面 写 了 句“ I’m conﬁdent to increase your
purchasing lust. ”差点让我刚喝进嘴里的咖啡都喷出来。
我知道她要表达的是什么，是想跟我说“我有信心能增加
你的购买欲望”。但是显然，她用的是翻译工具之类的软件，
在网上搜索了“购买欲望”这个词，而没有认真去思考和推敲
用法。因为 lust 这个词，虽然有“欲望”的意思，但更多用来
表示 erotism，libido（性欲）。

058
ﬂat price 是什么意思
商务谈判中，客人可能会对供应商提出 ﬂat price 的要求。
比如说：Could you please give us a ﬂat price with 1 year validity?
（能不能请贵公司给我们一个能保持一年有效期的恒定价格？）
显然，这里的 ﬂat price，表示“恒定价格”“固定价格”
，跟
ﬁxed 相近。在国际贸易中，如果报价频繁变动，买家会显得无
比被动，会不得不调整销售策略和区域市场定价，这会造成相当
大的沟通成本和实际成本。所以买家都希望在某个时间段内，比
如在一年或两年内，得到一个维持不变的价格，就是 ﬂat price。
再衍生一点内容，如果 ﬂat 做名词，在英式英语就表示
“公寓”，在美国，“公寓”就不叫 ﬂat 了，而是 apartment。

059
ﬁle a claim 是把索赔资料建立文档吗
file 这个单词，乍一看就是“文件”“文档”的意思。但是

ﬁle 除了名词外，还可以作动词，除了“归档……文件”外，还
有“提出”的意思。file a claim，实际上是“提出索赔”的意思。
例如：
We are ﬁling a claim to the defective items in last order.
（我们正对于上一个订单中的不良品提出索赔。
）
当然，“提出索赔”除了 ﬁle a claim 外，还可以用 lodge a
claim 表示。至于有些业务员常用的 request a claim，就不要用
了，因为在英美不怎么使用。

060
介绍公司或产品，别乱用 famous
很多人一提到“有名的”
，往往第一时间就会用 famous 这
个词。比如跟客人介绍，我们公司的产品远销欧美，在当地很
知名；或者我们公司在业内有 20 年的历史，非常出名。这类句
子翻译，往往大家会把 famous 这个词代入进去，其实并不妥当。
因为在英文中，famous 只能表示“非常有名的名人”，或
者“世界知名的产品或者东西”。比如苹果公司的 iPhone，的
确是世界知名的产品，用 famous，当然无可厚非。如果是一个
小公司的手机，哪怕销量不低，市场知名度也不差，但是缺少
大品牌和极大的知名度，这时候用 famous，就有待商榷了。
这 种 情 况 下， 我 们 还 可 以 用 well-known 这 个 词， 来 代
替 famous，表示“知名度很高的”“很有名的”。例如：This
restaurant is well-known for its Japanese Teppanyaki.（这家餐厅的
日式铁板烧非常有名。
）这里要用的，就是 well-known 这个词。
那如果某个餐厅真的是太有名的名店，上了米其林餐厅排
行榜，或者是香港“镛记”、台湾“鼎泰丰”之类的亚洲餐饮名
店，那用 famous 这个词，才名副其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