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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就一段对话与观众朋友们进行了学习，对话内容是发生
在两个认识、但有段时间没见的熟人之间。
V. 对话中一个人辞去了银行的工作，自己当起了老板，也就是开始了 self-employment
（自雇）。
A. 我们在节目中还就自雇这一话题提供了一些信息和资料，希望有意自雇的朋友们觉
得所提供的信息和资料有用。
V. 其实自雇的形式有多种多样，有开店办公司、有与人合作、也有在家自己做，这最
后一种就是人们常说的 home-based business。
A. 许多新移民朋友都希望能找到一份学有所用的工作，不过因为各种原因，这可能不
是一件太容易的事，这时不妨考虑是否有自己做的可能性。
V. 不过和找工作一样，决定自雇与否也应当考虑各种因素，例如自身条件和资源、资
金投入、时间管理能力、自控能力。
A. 这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不错，自雇有很大的灵活性，但如果自控自律性不强
的话，可能会浪费很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最后一事无成。
V. 因此，无论是哪种就业方式，一定要清楚是不是适合自己，这样可以提高工作和事
业的成功机率。
A. 好的，说了这么多关于自雇的内容，下面我们来回到最后一部分的对话内容。
J. I see. So what exactly are you doing?

V. 听完了对方所说的关于辞职的原因，对话
中的 Jacqueline 接着问道：So what exactly are
you doing?

A. 你究竟做什么呢？是啊，自雇有多种，我
们来看看 Leo 做的是什么生意和业务。
L. I am doing consulting work for IT V. Leo 的回答是：I am doing consulting work
companies.
for IT companies.
A. 原来他是为一些 IT 公司提供咨询服务。我
们以前说过，IT 这一缩写的全称是 information
technology（信息科技）。
V. 句中出现的单词 consulting 意思是“咨询
的”，它的动词原形是 consult [ ]。
A. Vincent，我记得以前学英语时，表达“查阅

字典”时就可以说 consult the dictionary，对
吗？
V. 是的，当然这是相对比较正式的用词，口
语 中 我 们 可 以 说 ： look up the word in the
dictionary，意思也是一样的。
A. 也就是说，可以用动词短语 look up 表示
“查阅”，但后面不可以直接接 dictionary，而要
说 something in the dictionary。
V. 除了用于 consult the dictionary 之外，单词
consult 还经常用于表示向专业人士、资深人士
请教和咨询，例如：
consult a lawyer
请教律师
consult a supervisor
请教上司
consult an expert
请教专家
V. 另外，还可以学习从动词 consult 变化而来
的名词 consultant [ ]，意思是“顾问”。
J. Sounds cool. Do you like it?
A. 回到对话内容，Jacqueline 回应道：Sounds
cool.（听起来很棒），然后是 Do you like it?（你
喜欢吗？）
L. Yes, I do. Not only does it bring me V. Leo 先是肯定回答，表示自己很喜欢，接着
flexibility, it also allows me to keep 补充道：Not only does it bring me flexibility
abreast of the latest trend and technology
in the IT industry.
A. 自雇不仅给我带来的灵活性
V. it also allows me to keep abreast of the latest
trend and technology in the IT industry
A. 同时使我可以跟上 IT 界最新的趋势和技
术，这里就出现了单词 latest（最新的），短语
是 latest trend（最新趋势）、latest technology
（最新技术）。
V. 句中还出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短语 keep
abreast of，意思是“跟上、不落后于”。
J. Good for you. Listen, Leo. I’ve got to A. 听到对方对自雇很满意，Jacqueline 也替他
go now. I am running late for a meeting.
高兴，说道：Good for you.（不错啊）。
V. 然后她使用 Listen 话锋一转，说自己得走
了：I’ve got to go.，我们以前说过，listen 单独
使用是提醒对方注意，并转移话题。
L. Oh, sure! Nice bumping into you, A. 为 什 么 要 走 呢 ？ I am running late for a

Jacqueline.

meeting.，原来她要参加一个会议快迟到了。
V. 这里就出现了我们学习的单词 late，不过是
用于 be running late 之中，意思是“快迟到
了”。
A. 同时也出现了 late for a meeting（开会迟到）
这一短语。
V. 听到这话，Leo 赶忙说：Oh, sure!（好的，
没问题），然后是 Nice bumping into you.

J. Same here, Leo. Let’s chat again later.

L. You bet!

A. 很高兴碰到你，短语 bump into somebody
是非常口语的表达，意思就是“偶然遇到”。
V. Jacqueline 也有同感：Same here，并且希望
有机会再聊：Let’s chat again later.
A. 最后一个单词就是我们学习的 later，表示
“以后、日后”。
V. 对话结尾是非常干脆的 You bet（当然、一
定），意思是：我们一定得再找机会好好聊
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