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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Recession II（
（经济衰退 II）
）

A. 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一起学习的是当前困扰世界各国的经济衰退话题，其中我们了解
了一些与这一话题有关的英语词汇。
V. 为巩固所学词汇，我们还特意从报刊媒体中选取了一些句子，通过实例来学习这些词汇
的用法。
A. 我们还提到，在经济衰退中，个人乃至家庭最关心和焦虑的无疑是工作的稳定性，而在
与朋友聊天和交谈时，工作也成了越来越常见的话题。
V. 我们今天就这样的话题安排了一段对话，看看对话中的两个人是如何讨论的，同时进一
步学习与经济衰退有关的英语词汇和知识。
A. 好的，和以前一样，我们先把今天的对话听一遍。
Dialogue
D. Hi, Ashley. Long time no see. You must
have been very busy.

Language Points
A. 对话第一话是先问候，然后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了），由此而见两人是彼此比较熟
识的朋友。
V. 然后他说道：You must have been very busy.（你一定一
直非常忙），注意这里使用的时态 must have been，表示
一直以来的状况。
A. 从这里也能看出，两人以前可能会经常或时不时能见
到，因此如果长时间没见到，一方可能会猜测对方一定一
直很忙，所以很少出门或参加活动。

A. Yes, between work, family and school.

V. 我们来比较一下，如果这句话是 You must be very
busy.，则表示的是现在的情况“你现在一定非常忙，”
long time no see（长时间没见）的意味没体现出来。
A. 我们接着看对话下一句：Yes，然后解释原因：between
work, family and school.，应该是忙于工作家庭和学业，
Vincent，这里的 between 是什么意思和用法？
V. between 在这里的意思是“在…共同影响之下”，而不
是常见的“在…之间”的意思。
A. 这个意思好像不太常用，能不能举个例子看一看？
V. 好的，例句就是：Between housework, kids and part-time
job, she hardly has any time for leisure activities.
A. 她既要做家务、照顾孩子，还有份兼职工作，几乎没
有时间进行休闲活动。我想这是许多移民朋友，特别是新

移民都会面对的情况，不过休闲活动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
的一部分。
V. 是的，休闲活动 leisure activities 不仅可使人放松身心，
而且可以结识新朋友、练习语言、了解当地社会和文化。

D. School? I didn’t know you went back to
school.

A. 回到 between 这个单词，我们再强调一下，它的意思并
不是常见的“在…之间”，而是“在…共同影响之下”，
朋友们不妨翻翻字典，多看几个例句。
V. 让我们回到对话，School? I didn’t know you went back
to school.

A. No, I didn’t. I’m just taking an online
course to upgrade myself.

A. 听到学业，对方很奇怪，说道：我还不知道你重返校
园了，这里用的是过去时 I didn’t know，表示在你告诉我
之前我是不知道的。
V. 对方马上回答道 No, I didn’t.，我没有重返校园，I’m
just taking an online course to upgrade myself.
A. 原来是正在上一门网上课程，以提升自己，这里的
online course 就是网上课程、在线课程，是现在越来越普
遍的一种学习和进修方式。
V. 与此类似的还有一种课程 correspondence course，汉语
中称为“函授课程”，其中 correspondence 拼法是[ ]，
意思是“通信、函件”，online course 和 correspondence
course 都是针对教室里面对面授课形式而言的。
A. 这样的授课方式特别适用于有家庭和有工作的朋友，
不过，由于不同于课程授课，因此可能需要很大的自觉和
自律性。
V. 这句话中还有一个单词值得学习 upgrade [ ]，这里的
意思是“提高、提升”，不断的自我提升对于在职人士来
说是非常重要的。

D. Good for you!

A. Well, my company is undergoing
restructuring. This is my Plan B in case
something happens.

A. 这样才能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在职场中立于不败之
地。另外，在表示电脑升级时也使用 upgrade 这一单词。
V. 对话中下一句是我们提到过的日常用语 Good for you.，
意思就是“不错啊、真棒啊”，是一种正面的肯定、欣赏
和祝愿。
A. 这种正面的表达在与人交流时很有用，特别是在别人
取得成绩、完成任务、分享好消息时都可用得上。
V. 听到别人说 Good for you，一般用 Thank you 回答，不
过对话中的人回答道 Well，听起来似乎有些无奈。

A.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原因。
V. 原因就是：our company is undergoing restructuring。
A. 原来是公司正在进行重组，大家都知道，公司要重组
那肯定会对职位进行调整，也就意味着可能会裁掉一些职
位和员工。
V. 这里有两个单词可以学一下，一个是动词 undergo，意
思是“经历、进行”。
A. 要注意它的过去时和完成时，分别是 underwent 和
undergone，与简单动词 go 一样。
V. 第二个词是 restructuring，意思是“重组”，拼法是
[ ]，是从单词 structure 加上表示“重新”的前缀 re 演变
来的。
A. 这里还有第二句，进一步解释为何去上课提升自己。
V. 这句话是 This is my Plan B in case something happens.
A. 意思就是：这是我的第二方案，以防发生什么事，这
里的 something 应该就是暗示 layoff。
V. 而 Plan B 在英语口语中也非常常见，意思就是“第二
方案、备选方案”，指的是原来的情况和计划发生变化时
的应急计划。
A. 在经济衰退时制定 Plan B 非常重要，万一真的被裁员
也不至于一时不知所措，而参加培训和进修是一种非常不
错的 Plan B。
D. Good thinking. I guess I will have to
start doing the same thing.
A. How come?
D. My company has been outsourcing a lot
of jobs to Asia. So everybody is talking
about mass layoff.
A. That sounds scary.
D. It does. We can only hope economy will
turn around soon.
A. True. You know what my motto is?
Prepare for the worse; hope for the best.
D. Mine is: Be positive and optimistic.
A. That’s very important, especially in the
current economic clim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