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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 我们一起了解了与房地产和买房有关的一些英语知识和内容,希
望对此感兴趣的朋友们觉得这方面的内容有用。
。
V. 我们在今天和今后几期的节目中，会就这一话题安排几段对话，通过实际运用的对
话来进一步了解相关知识和内容。
A. 先来看第一段对话内容：
-- Hello. I saw the “For Sale” sign around the corner. Is your house for sale?
-- Yes, it is.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viewing it?
-- If that’s ok with you now.
-- Sure. Come on in and feel free to ask me any questions.
-- Thanks! How old is this house?
-- This house was built in 1972, so it’s 40 years.
-- Really? It doesn’t look like it’s 40 years.
-- Thanks. We have been taking good care of it.
--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here?
-- We have lived here for over 18 years.
-- 18 years? That’s a long time.
-- I know. It’s the toughest decision ever. It’s like saying good-bye to a family member.
-- Understood. Why do you want to sell it, if you don’t mind me asking?
-- No, not at all. Both of our kids have moved out, so we decide to move to a smaller place.
-- I see. How much are you asking for?
-- 600K.
-- 600K! I am not sure if we can afford it.
-- Well, it is a bit on the high end, but I can guarantee it’s worth every cent of it.
-- I have no doubt about that.
A. 今天的对话内容比较长，下面我们就一句一句地来学习对话内容。
V. 首先是第一句，在问候之后，对话中的一方说道：I saw the “For Sale” sign around
the corner. Is your house for sale?
A. 这里有两句话，第一句的意思是：我在街角看到“待售”的牌子，第二句的意思
是：您的房子要出售吗？
V. 前一句话中有两个语言点值得一提，一是 for sale 这一短语，意思是“待售”，要注意
它与另一个短语 on sale 的区别。
A.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介绍过，on sale 这一短语也有出售的意思，不过是“廉价出
售、降价出售”。

V. 第二个语言点是 around the corner 这一短语，它有字面意思，也有引申含义。
A. 字面意思应该就是对话这句话中的意思，表示“在街角、在转角处、在近处”，那
它的引申含义是什么呢？
V. around the corner 的引申含义是“即将到来的、即将发生的”，如果用英语来解释就是
coming soon 或者 approaching。
A. 现在是 10 月底，很快就要到年底了，那在表示节假日即将到来时是不是就可以使
用这一短语？
V. 是的，例如我们可以说：Remembrance Day is around the corner.或者 Christmas is
around the corner.
A. 学 会 了 这 样 的 表 达 ， 下 次 在 表 示 同 样 意 思 的 时 候 ， 我 们 就 不 用 总 是 说
Remembrance is coming soon.或者 Christmas is coming soon.，而可以变化一下表达方
式。
V. 并且这样的短语表达在口语中很常用，使用它可以使自己的英语显得更加地道。
A. 除了这两个语言点之外，这句话中还出现了一个单词 sign [ ]，好像这个单词既可
以像句中一样用作名词，也可以用作动词，对吗？
V. 是的，不过在用作名词和动词时，sign 的常用意思并不相同，用作名词时，它的常
用意思主要有：招牌、标志、迹象。
A. 这几个意思比较类似，但也不尽相同，对话中的 sign 是其中第一个常用意思“招
牌、指示牌”，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另外两个意思。
V. 我们还是通过例句来了解，首先是“标志”，例句是：In many cultures, black is a sign
of mourning.，再来听一遍例句：In many cultures, black is a sign of mourning.
A. 在许多文化中，黑色是哀悼的标志，这里的单词 mourning 意思是“哀悼、哀痛”。
V. 这个单词的发音和表示“早晨”的 morning 是一样的，不过拼法略有不同，是[ ]。
A. 通过例句我们了解了单词 sign 用作名词时的第二个常见意思“标志”，接下来继续
了解它的第三个常见意思。
V. 第三个常见意思是“迹象”，例句是：There are some signs of economic recovery.，再听
一遍：There are some signs of economic recovery.
A. 例句的意思是：有一些迹象表示经济正在复苏。

V. 上面了解的是单词 sign 用作名词时的常用意思，而用作动词时，sign 的意思相对就
简单了，最常用的意思就是“签名、签字”。
A.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还提到过，表示这一意思时的名词形式是 signature，希望观
众朋友还记得。
V. 学习完单词 sign 的意思，我们回到对话内容，对方表示是在卖房，并且问道：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viewing it?
A. 你感兴趣看看吗？在表示看房时人们经常使用单词 view，要学会使用。
V. 例如如果你要租房或买房，都可以说：Can I view the place on Saturday?
A. 我星期六去看房可以吗？像 Vincent 所说，这一例句可用于租房或买房两种情况。
V. 另外，除了 view 之外，在表示租房和卖房时，还可以使用它的名词形式 viewing，
例如：I am selling my unit. There are many viewings, but no offer yet.
A. 我正在卖我那单元，来看房的人很多，但还没有出价的。
V. 这里不仅使用了名次形式 viewing，而且是复数形式 viewings，表示“一次一次的看
房”这一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