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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
all found 不是全部找到
在美国的招聘广告上，可能会有 all found 这类字眼，比如
一个餐厅服务员的职位，旁边可能简单写了几句要求，然后注
明 $600/w with all found。
这里的 $600/w，显然是周薪，w 表示 week，每周 600 美
元的薪水。后面的 with all found，实际上表示“提供食宿”。

062
take sb.’s medicine 跟吃药无关
medicine 是“药”，take medicine 是“吃 药”， 但 take sb.’s
medicine，就跟药无关了，是一个固定短语，表示“忍受不开
心的事情”。比如：Jack took his medicine for losing his job.（杰
克忍受着失业的不开心。
）
既然讲到了 medicine，那就再稍微补充些知识。medicine
除 了“药” 之 外， 还 可 以 表 示“医 学”， 像 practice medicine，
就是“学医”。

063
surface mail 是什么
很多业务员会碰到这样一种情况：当你给一个新客户寄样
品，往往会碰到费用的问题。可能这个样品非常便宜，就一两
美元，但快递费很贵，或许要 50 美元以上。如果这个样品不是
非常紧急，客人或许就会写邮件：Please help to ship the sample




via surface mail.
这里的 surface mail，跟“表面”没有关系，指的是“平
邮”！ 上 面 那 句 的 含 义 就 是，“麻 烦 你 帮 忙 用 平 邮 寄 这 个
样品。”

064
deep six 无关深，无关六
在 英 语 中，deep six 这 两 个 单 词 放 一 起， 构 成 一 个 动 词
短语，是“抛弃”“放弃”“搁置”的意思。例如：Due to the
insufﬁcient budget, we have to deep six this purchasing plan.（由于
预算不足，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个采购计划。
）
这里的 deep six，等同于 give up，abandon，waive 等。

065
off base 的两个用法
off base 这个词组，可以做形容词，也可以做副词，但含
义却大不相同。
adj. 大错特错的（类似于 totally wrong）；
adv. 冷不防地，不知所措地（类似于 suddenly）。
试看以下例句：
Your negotiating method is off base!
（你的谈判手法完全错误！）
Losing the promotional order caught him off base.
（没有拿下那个促销订单让他不知所措。
）

066
“ Sorry for keep you waiting! ”别乱用
我们中国人讲究谦虚，讲究客气。比如家里明明弄得很干
净，客人过来，往往也会谦虚一下，“家里比较乱，你别介意。
”
又比如明明请客户吃大餐，满桌的菜，还是会说一句，“没什么
菜，招呼不周啊，多多包涵。”
我们跟客人见面，约的是 9 点在酒店大堂见。8 点 55 分
可能就到了，见了客人，我们还是会客气一句：“ Sorry for keep
you waiting! ”翻译成中文是，“抱歉让你久等了。”好像是没什
么问题，但客人会非常奇怪，他心里会想，9 点没到啊，你为
什么要说 sorry 呢？你很准时啊。
这就涉及一个文化上的差异。在欧美人的习惯里，只要
是没有迟到，是没必要道歉的。对方如果早到，也是对方的事
情。准时，就是对的。

067
形象的 nuts and bolts
我们写 Email，常常需要跟客人表示“细节”
“详情”，一般
会用 details 或者 in detail 来表示。例如：
I will send you the offer sheet in detail tomorrow.
（我明天会发你详细的报价单。
）
We have to check the details and reply you soon.
（我们需要确认细节，再回复你。
）
但是 details 用多了，难免会让人厌烦。我们可以用一个更
加形象的表达，nuts and bolts，表示“细节”“详情”。其中 nut




是“螺母”
，bolt 是“螺钉”，那 nuts and bolts，就是螺钉和螺母，
自然表示“所有的一切”，就是“详情”了。上面的例句就可以
写成：
We have to check the nuts and bolts and reply you soon.

068
off-brand 跟品牌无关
我先试写一个口语例句：It seems off-brand.
可能乍一看，很难猜测和判断这句话的含义。那再加上
语境，当我跟同事在讨论新产品的包装问题，同事提出，跟
以前一样，选择 color box（彩盒包装）。这时候，我就说了这
句，“ Oh, it seems off-brand. ”可以翻译成“天哪，这个点子弱
爆了”。
这个 off-brand，在这里就可以理解成“太烂了”
“弱爆了”。
大家学习一下，口语是不是可以变得非常酷呢？

069
“有”和“卖”是两码事！
多 年 前， 有 一 次 去 美 国 Las Vegas 参 展， 那 边 有 很 多 的
factory store（工厂店），很多的 outlets（品牌折扣店），而美国的
折扣力度又大，很多产品的确比国内便宜不少，同胞们都两眼
放光，到处血拼扫货。
比如一进 COACH（寇驰，美国大牌）的工厂店，就有同
事开口问，“ Do you have laptop bags? ”
（你们这里有电脑包吗？）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美国店员小姐的回答就耐人寻味

了。她并没有说，“ Yes, we have. ”而是回答，“ Yes, we carry
laptop bags. ”
这里她用了 carry 这个词，而不是 have，表示“我们有卖
电脑包”，而不是“我们有电脑包”。很显然，carry 在这里，表
示“有卖”，比单纯表示“有”的 have 要贴切得多！
当然，也不是说 have 完全不合适使用，当你询问店员，
某个产品有没有折扣的时候，还是可以说，“ Do you have any
discount? ”或者更省略的“Any discount?”

070
电邮中的 feel free
给客人写邮件，我们常常习惯在结尾的时候用上一句客气
话：Any question,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有任何问题，请
随时联系我。
）这里的 feel free，本意是“觉得自由”，因为要让
对方感觉很自由，可以在任何时候联系，不受限制，所以就慢
慢引申为“任何时候都可以”“什么时候都方便”。除此之外，
feel free 还可以放在句首。例如：
Feel free to share your comments for our samples.
（您可以随时告诉我们，您对于我方样品的看法。
）

071
All well and good 可不是一切都好
以前我问过一个美国客人，
“Regarding our service and order
follow-up, what do you think? ”（关于我方的服务和跟单，你觉
得如何？）美国客人想了下，很自然地回了一句，“ All well and




good! ”我一听，想当然就认为，他在夸奖我们，所以说“一切
都好”，于是连忙对他表示 thanks。
没想到的是，他突然愣了一下，问我，“ Don’t you wanna
get the exact issues? ”（你不想知道具体原因吗？）这下轮到我傻
在那里了，“一切都好，还有原因么？”于是莫名其妙地回了一
句，“Please, I’m all ears!”
（请讲，我洗耳恭听！）
结果客人先表扬了一通，什么服务好啊，报价迅速啊，反
应积极啊，然后就开始说 but，进入转折，开始批评我们打样
速度慢，经常让他在美国失去很多宝贵的机会，失去了很多潜
在项目。
后来我才明白，原来“ All well and good!”，在英语里的意
思是“基本还行，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或者“大体都不错，
但还有些不足”，是在夸奖对方的同时，委婉地指出不足。
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望文生义，不要想当然。

072
你能用对 contact 和 contact with 吗
contact 和 contact with，相信大部分朋友都不易用对。比
如，“ Please contact me at any time. ”（请随时联系我。
）很多人
就 不 明 白， 这 里 该 用 contact 还 是 contact with， 索 性 就 习 惯
性混用了，反正客人也能看懂。如果查字典呢，上面一大堆
的 解 释， 繁 杂 的 语 法 和 词 性， 很 难 有 时 间 和 耐 心 沉 下 心 去
研究。
我这里简单做一下分析，希望大家学习后，使用上不会再
有任何疑问。
（1） contact 如果做动词，往往直接做宾语，就是 contact

somebody。这里是不需要加 with 的。
（2） contact 如果做名词，才有 get into contact with，make
contact with，keep in contact with，lose contact with 等
短语。
我们可以通过例句来做比较。“如果有任何问题，请随时
联系我。”可以有以下几种表达：
Any question，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 Any question，please feel free to get into contact with me.
= Any question，please feel free to make contact with me.
这样对比，是否一目了然呢？

073
如何表达“衣服太大”
去 国 外 的 百 货 公 司 或 者 outlets 买 衣 服， 往 往 也 需 要 去
ﬁtting room（试衣间）试穿以下，好不好看，合不合身，颜色是
否协调等，再决定是否要购买。唯一的差别是，国内的“特价
场”
“折扣店”，或者一些“特价服装”，很多地方，店员会告诉
你，不提供试穿，或者不退换等。但是在美国，这种情况一般
不会出现，否则就会被投诉歧视消费者、霸王条款之类，商家
就会很麻烦。
试穿后，如果觉得衣服太大，我们可能会说，“ That’s too
big! ”或者“ The size is too big! ”等，其实不太准确，因为美
国人一般都不这样说。他们会说，“ It’s a little baggy. ”（尺码有
些偏大了。
）





074
集装箱术语的 CY 和 CFS
外贸操作中，常常会碰到美国客人询问 CY 和 CFS 之类的
问题，让很多业务员抓瞎。这是美式表达，跟欧洲客人常说的
FCL 和 LCL 是一回事。
CY 全称是 container yard（集装箱场站），代表“整柜”，跟
FCL（full container load）一致。
CFS 全称是 container freight station（集装箱货运站），代表
散货，跟 LCL（less than full container load）一致。
总结一下，整柜是 FCL 或 CY，散货是 LCL 或 CFS。

075
地道英语如何表达“业务员”
很多朋友一看这标题，一定觉得，这有什么难的，可以说
“ I’m a salesman. ”或者，“ I’m a salesperson. ”语法上是没错，
也不算 Chinglish（中式英语），但是我观察了很久，地道的美国
人，还真的没这么说的。
我记得多年前第一次去美国总部的时候，来机场接我的同
事叫 Craig Mills，我一见他，心想我们不是很熟，总共就两三
封邮件的联系，我最好谨慎一些，跟他打招呼：“ Hi Mr. Mills，
glad to see you here! Thanks for picking me up. ”（你好，米尔斯
先生，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谢谢你来接我。
）结果他就自我
介绍了，“ Hey, just call me Craig. I’m in sales for North American
market.”（嗨，叫我名字克雷格就可以了。我的职位是北美市场
业务员。
）

这里明显可以比较出来，美国人说自己是业务员，用的是
“I’m in sales ”，而不是“I’m a salesman”。
还有一次，在广州到香港的广九直通车上，坐我旁边的是
一个美国人，寒暄了几句，我问他是做什么的？他答，“ I’m a
sales guy in Hong Kong. ”表示他在香港做业务员。这里，他用
了更加口语化的 sales guy 这个词，而不用正式的 salesman 或
salesperson。
要知道，当我们在描述“业务员”这个词的时候，不要一
个个词去找对应的翻译，而是要通过整句话，来说出最合适、
最地道的英文。就像中文对话，如果一个朋友问你，“兄弟，你
在那公司做什么呢？”如果你答，“我做业务的。”就很自然；
如果生硬地回答，“我是一个业务员。”在我们母语是中文的人
看来，就有点怪怪的了。所以英文亦然。

076
仿皮是 fake leather 吗
我们可能要跟客人表达，我们的产品是仿皮的。这个“仿
皮”，英文怎么说才地道？
很多业务员会用 fake leather，或者 false leather 来表述，但
这并不妥当。虽然语法上没有太大错误，相信大部分客人也不
会有理解障碍，但终究是有瑕疵的直译。
我们可以用 imitation leather 来表示“仿皮”，因为 imitation
本身就有“模仿的”之意。例如：
Our jacket sample was made of imitation leather.
（我们的夹克样品是用仿皮做的。
）




077
客人最讨厌 a cock-and-bull story
这个词汇又是一个地道的英文表达，我们中国人很少会懂
得用。bull（公牛）这个词，在英语中，凡是跟其他词一起构成
形容词的时候，总是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涉及说大话、胡说八
道等。美国电影里经常出现的口头禅 bullshit，也不是“牛屎”
的本意，而表示“胡说八道”。
至于 a cock-and-bull story，看起来既跟公鸡有关，又跟公
牛有关，就表示“无稽之谈”“我根本不可能相信的事情”。曾
经碰到一个业务员，三番两次订单交不出货，每次都有各种借
口，要么说工厂停产，要么说工人罢工，要么说消防安检，要
么说模具坏了，要么说大客户验厂，要么说车间暴雨进水了，
最后三四个月拖下来，实在没有新招了，就干脆说工厂着火
了。结果我上司实在忍无可忍，就写了邮件过去质问。其中一
句话，就是：
Do you think I’m a child? Do you reckon I will listen to your
cock-and-bull story again?
（你真把我当小孩了吧？你觉得我还会信你的破借口吗？）

078
altogether 与 all together
这两个词，也容易让很多新人发晕，非常容易混淆。其
中，altogether 表 示“完 全 地”， 与 completely 类 似； 而 all
together 才是“大家一起”。可以对比下面两个句子：
（1）We are not altogether satisﬁed with your samples.

（我们对你方提供的样品不太满意。
）
（2）Let’s go to the Canton Fair all together.
（我们一起去广交会吧。
）

079
“懂分寸”英文怎么说
“懂分寸”这个词，中文里常会用到，是夸奖一个人做事
懂得适可而止，或者做生意不至于贪得无厌。我们会说某人懂
分寸、知进退。那用英语该怎么说呢？
首先要从文化谈起。英语文化，同样有类似的情形，他们
认为，做事，很多时候是有边界的，知道什么时候会碰到边，
会踩线，就要停了。
“懂分寸”英文可以翻译为，know where the boundary is，
know where to stop，know where to draw the line 等。
“他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很懂分寸。”就可以用下面三
种翻译：
（1）He knows where the boundary is to deal with this issue.
（2）He knows where to stop to deal with this issue.
（3）He knows where to draw the line to deal with this issue.

080
“不符点”英文表达
国 际 贸 易 操 作 中， 选 择 信 用 证 作 为 付 款 方 式， 往 往 难
免 会 碰 到“不 符 点” 的 问 题。 这 个“不 符 点”， 可 以 翻 译 成
discrepancy。




我们看一个客户的邮件作为案例。
Don’t worry——we can accept the discrepancy. We give
you guarantee to accept the discrepancy as it is too costly to keep
changing L/C.
这里，客人请供应商不用担心，他保证会接受这些不符
点，因为修改信用证的费用太高了。显然，discrepancy 在这里
使用，就非常专业。

081
不要做 wheeler-dealer
wheeler-dealer 这个词，我们平时在课本或是英文读物里，
很少看到。但是在商场，在贸易中，这又是切切实实存在的，
是我们很讨厌的一类人，我们可以理解为“为了利益而不择手
段的人”。
在美国，wheeler-dealer 就属于“投机钻营”的那类人。在
讲求诚信的商业社会，它其实是一个贬义词，是为大众、为正
当商人所不齿的。例如：
I will not continue doing business with him. That guy is a
wheeler-dealer indeed.
（我不会继续跟他做生意了。这家伙实在是个为利益不择手
段的人。
）
我希望告诫大家，商场上，最重要的品质是 honesty（诚
信）， 也 是 长 久 经 营 的 最 大 奥 秘 所 在。 千 万 不 要 做 wheelerdealer，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082
out of the blue 是蓝色以外吗
blue 这个词，除了表示颜色的“蓝色”外，还可以用来表
示心情“忧郁的”“沮丧的”。但是短语 out of the blue，就跟颜
色无关，跟心情无关，而是“突然地”。
比如某天晚上，你的老客户突然半夜打你电话，告诉你，
刚下的大订单要取消！你惊出一身冷汗，在询问原因的同时，
也可以来一句：“ Buddy, it’s kinda out of the blue !”
（兄弟，这太
突然了吧！）
英语中还有一个习惯表达：It’s a bolt out of the blue. 表示
“晴天霹雳”
“极度惊人的事情”。例如：
The bad news—our main customer was bankrupt—was a bolt
out of the blue.
（我们大客户破产的消息真如晴天霹雳一般。
）

083
“拼车”英语怎么讲
我们经常会打车上下班，时间上会相对自由一些，也可以
避免自己开车碰到的停车难的问题。可往往事与愿违，在很多
城市，打车并没那么容易，尤其是早晚高峰，或者是下雨天。
如果我们去酒店接某个国外客户，但是打车却等了很久，
还不见有空车开过来。客人可能会抱怨一下：
“ It is a nightmare
to get a cab here.”
（在这里打车真是噩梦。
）这时候，你可以回答，
“Yeah, sometimes we choose carpool, instead. Especially in the rush





hour or raining days.”
（是啊，有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拼车，尤其是
在高峰期或是下雨天。
）
“拼车”，地道的英文表达，就是 carpool。高峰期、高峰时
段，是 rush hour。

084
for example 不等于 such as
我们用到“举例说明”
“比如说”，不免会使用 for example
和 such as 这两个短语。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属于近义词，但
不能相互代替，要根据你举例的内容，来判断究竟用哪个短语
更合适。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两个例句来分析。
（1） For example, we have full experience in exporting items
to Europe.（比如说，我们的产品对于出口欧洲市场，
经验相当丰富。
）
（2） We export items to Europe, such as France，Germany，
Luxembourg, etc.（我们的产品出口欧洲市场，比如法
国、德国、卢森堡等国。
）
显然，for example 后面，跟的是“一个例子”，而 such as
后面，跟的是“多个例子”。在使用这两个词的时候，注意这
一点，就不容易弄混。
另外，“单一举例”的时候，除了 for example 外，还有一
个相对更加正式的表达 for instance，只是后者更多出现在书面
语中。
还需要指出的是，当 such as 做“像……”解，而不是“比
如”的时候，也是可以跟单个名词的。

085
sourcing 和 outsourcing
sourcing 这个词，在贸易中很常见，我们习惯把它理解
为“寻找货源”。比如客人发来一些资料，要贸易公司根据资
料，对于产品进行报价。这时候，业务员或者相关同事，往往
需要寻找合适的工厂，寻找类似的产品等等，这个动作，就是
sourcing。
当然，在很多公司，还有专门的职位，英文也叫 sourcing，
就是指专门负责货源和询价的员工。
但是 outsourcing 这个词，很多时候就跟本来的 sourcing 联
系不大了，而指“服务外包”，或者“采购外包”。比如国内
某个大工厂拿下了某个美国客户的订单，但是价格非常低，自
己生产会亏本，只能外发给其他小工厂来做，才有可能维持一
点利润。这种情况下，工厂老板往往就会跟客人解释：
“ It is
too expensive to arrange the mass production by ourselves. I think
outsourcing is a better option. ”（我们自己来生产，成本太高了。
我觉得外包出去更合适。
）

086
under the weather 跟天气无关
英语中有一个短语，叫 under the weather。乍一看似乎跟天
气有关，其实不然。
比如某天有客户打电话给你，问你工作上的事情，“怎
么价格没有报过来？怎么没有回复邮件？”这时候如果你答：
“ Sorry, I’m under the weather today. ”对方马上就会明白，哦，




原来你今天不太舒服，生病了。
显然，英语中 under the weather，就表示“身体不舒服”。

087
“We’re with you!”是跟你在一起吗
这又是一句非常地道的美国口语，在很多美剧里十分常
见。往往说这句话的时候，并非表示跟对方在一起，而表示
“我们都懂，我们完全明白”。试看下面的情景对话：
Salesman: I’m sorry, Amy! We have to delay two or three
shipment because we are facing some problems for
production.
（很抱歉艾米，我们的货要延迟两到三个船期才能出货，因
为生产上碰到了一些问题。
）
Amy: Sure. We’re with you!
（没问题。完全明白！）

088
美国人很少用 hobby 这个词
hobby 这个单词，我们中学时代就学过。当我们用英语
问对方，
“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往往就会说：
“ What is your
hobby?”
这几年在美国，才发现身边的美国人很少用这个表达。他
们常说的句子是：What do you do for fun?（你平时爱好什么？ /
你平时玩些什么？）
而 hobby 这个词，据我美国同事的解释，他们更常用在某些
特殊的嗜好上，也就是大部分普通人不会去喜欢和体验的事情上。

比如，某某人特别喜欢 bungy jumping（蹦极）
，而且无比痴迷，每
个月都要跳上两三回，那用 hobby 来形容，往往更对老美胃口。

089
“直觉”，如何用英语地道表达
“直 觉” 这 个 词， 我 们 可 能 会 习 惯 性 使 用 相 对 正 式 的
instinct。但是在一些非正式场合，或者熟人之间的闲聊和侃大山
的时候，太正式的用词，往往会让人觉得你在打官腔，很没劲。
在美国还有一个常用表达，gut feeling，在口语里就很常用，
表示“直觉”。例如：
I’m not sure if Amy will place an official order. Just a gut
feeling for getting the order soon.
（我不确定艾米会不会下正式订单。但直觉告诉我，她很快
会下单。
）

090
for a song 居然和价格贵贱有关！
某 个 中 国 外 贸 工 厂 去 美 国 Las Vegas 参 展， 产 品 是 patio
furniture（户外家具）。因为家具本身非常大件，运费极其高昂，
所以参展商一般都在展会结束后，特价卖掉这些样品，不劳民
伤财运回国了。
往往很多精明的美国主妇们，都会选择在展会闭展那天，
来展馆淘点便宜货。如果一套户外沙发，本身的报价要 350 美
元，但这时候出售样品，可能 100 美元甚至 80 美元就卖了。买
到的人，可能就会来一句：
“Wow, I picked it up for a song!”
（哇，
我真是捡到便宜货了！）
这里的 for a song，口语中就是“便宜货”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