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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rase: Check Back

Sept.7’11

A. 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一起学习的是以前节目中出现过的两个单词以及它们各自的
用法。
V. 这两个单词分别是 else 以及 consider，我们在此总结一下。首先是 else，它可以用于
疑问词和不定代词后面。
A. 至于 consider，在表示“考虑”意思的时候，它后面是接名词或者动词的 ing 形式。
V. 而在表示“认为、视为”意思的时候，可用于 consider somebody/something to be…这
样的结构中。
A. 最后我们温习了与 consider 很接近的两个形容词，一个意思也接近，而另一个则相
去甚远。
V. 这两个形容词分别是 considerate（考虑周到、体贴的），以及 considerable（很多、
大量的）。
A. 两个单词的拼法看似很接近，其实意思截然不同，一定要注意区别，否则用错了就
词不达意了。
V. 除了上面这两个单词之外，我们在学习购买 emergency kit 的对话中还学习了一个动
词词组 check back，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
A. 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都记得，check back 的意思是“再来看看”。
V. 为了更好地掌握这一词组，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段简短对话，开看看这一动词词
组的用法。
A. 对话是平时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我们先来听一听对话内容：
-- I’d like to order a magic broom, please.
-- I am sorry we are currently out of stock.
-- Can I get a rain check?
-- Sorry we don’t do that.
-- Do you know when you will have it in stock again?
-- I am not 100% sure, but you can check back in a couple of days.

A. 对话也是发生在顾客和工作人员之间的，我们来一句一句地学习对话内容。
V. 第一句是：I’d like to order a magic broom, please.

A. 我想订一个神奇拖把。这位顾客应该是打电话给某商家，要订购神奇拖把这一产
品，也可能是通过电视上的购物频道来订购产品。
V. 对方的回答是：I am sorry we are currently out of stock.

A. 很抱歉我们现在脱销了，也就是说这种产品当前没有现货，这里出现了表示“脱销”
的词组 out of stock。
V. 在使用这一词组时，主语可以有两种，一种是以店家做主语，就像对话中的 we are out
of stock，如果指别的店家，也可以说 they are out of stock。
A. 这里的 we 和 they 都是泛指，表示“我们这里”或者“他们那里”。
V. 另一种情况是，可以用产品本身作主语，例如也可以说：The magic broom is out of
stock.
A. 产品没有现货，对话中打电话订货的人是怎么回应的呢？她问道：Can I get a rain
check?，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有些人不太明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V. 这里的关键是 rain check 这一表达，它的意思是：延期、改期、留作下次用的凭据。
A. 这样的意思好像不太好理解，因为从字面看，rain check 是“下雨天的支票”，难道这一
表达的起源和下雨有关吗？
V. 正是，rain check 是一个口语化表达，起源于在露天举行的棒球比赛，如果比赛进行中
下起了大雨，比赛可能不得不取消。
A. 那如果这样的话，买票入场的观众一定会觉得很遗憾，毕竟花了钱却没看完比赛。
V. 不过没关系，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在离场时，观众会获得一张凭证，在比赛改期
举行时可凭此入场观看。
A. 哦，所以这样的一张凭证就称为“雨天支票”，真的是很有意思，也很有人性化。
V. 理解了 rain check 的起源和含义，我们再来看对话中的这句话：Can I get a rain check?
A. 意思就比较明白了：我能获得下次优先供货的凭证/保证吗？这多半适用于特价销售的
商品，如果有了 rain check，下次来时还可以享受特价购买。
V. 所以 rain check 这一表达还隐含有错过了一次机会、还有第二次机会的意思。
A. 我们来回到对话内容，看看对方是如何回答的：Sorry we don’t do that.，原来他们公司
没有这样的政策和店规。

V. 既然不可以进行 rain check，那就只有等对方有货时才能订购，因此对话中的人问道：
Do you know when you will have it in stock again?
A. 你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次有货吗？这里的 in stock 就是“有现货、有库存”的意思，是和前
面出现过的 out of stock 正好相对的。
V. 例如，如果要表示“这家商店有现货奥运会 T 恤”，我们就可以说 This store has Olympic
T-shirts in stock. This store has Olympic T-shirts in stock.
A. 这个例句和对话中出现的句子的结构一样，都是 have something in stock，要学会使用这
样的结构。
V. 汉语中还经常说到“进货”这一概念，在英语中表达这一意思可以说 replenish the stock，
这里的 replenish 是“补充、添置”的意思，拼法是[ ]。
A. 我们来看对话的最后一句，这里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I am not 100% sure（我不是
100%肯定）。
V. 这句话一看就知道是从 I am not sure 变化而来的，I am not sure 是“我不肯定”的意思，而
使用 I am not 100% sure，则表示对所问问题还是有所了解，但不是绝对肯定。
A. 所以，两句话虽然类似，但还是有一些细微区别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注意体会。
V. 最后一句话中的第二句是 but you can check back in a couple of days.
A. 不过你可以过一两天再看看，这里就出现了我们学习的动词词组 check b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