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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就单词 spot 的一些常用短语安排了一段对话内容进行学习，对
话是发生在两个熟人或朋友之间的。
V. 对话一方可能在组织一个论坛，他让对话另一方猜一猜请到了谁做主题发言人 keynote
speaker。
A. 这里我们学习了两个语言点，一个是单词 keynote 的组成、来源及意思，另一个是英语
中表示“会议”的几个常见单词。
V. 这几个单词包括：最普通和常见的 meeting，比较正式的 conference，还有常用于学术
场合的 seminar。
A. 问题出来后，对方首先想到的是一个叫 Professor Jackson 的人，想必此人非常有名，但
她似乎又有点不太相信。
V. 究竟是不是 Professor Jackson 呢？回答是肯定的，并且表示非他不可：We would get
nobody but him.
A. 我们就这句话中的 nobody but 留了一个问题给观众朋友们，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V. 这个问题就是：nobody but 和与之类似的 anybody but 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A. 我们说过，这里的单词 but 是个介词，相当于 except，表示“除什么之外”的意思，那
么 nobody but 就是“除谁之外没有人”，而 anybody but 就是“除谁之外任何人”。
V. 我们分别来看两个例句进行比较，第一个例句是：Nobody but Mary can do this job.
A. 除了 Mary 之外没有人可以做这工作。我们可以通过分拆这句话来理解：Nobody can do
this job, but Mary。
V. 我们把这句话变一下，变成 Anybody but Mary can do this job.，意思又是什么了呢？
A. 这句话的意思就成了：除了 Mary 之外任何人都可以做这工作，也就是说：Anybody can
do this job, but Mary。
V. 由此看来，nobody but 和 anybody but 的意思是截然相反的，所以使用起来一定要注意
区别。
A. 同样，与之类似的 nothing but 和 anything but 也应该是一样的，我们也举个例子来看一
下。
V. 例如：What he just told us is nothing but the truth.
A. 他刚才告诉我们的全是事实，也就是除了事实之外还是事实，绝无其它。

V. 我们来比较下面一句：What he just told us is anything but the truth.
A. 他刚才告诉我们的一点都不是事实，也就是什么都可能是，就不是事实。
V. 我们回到对话内容，既然主题发言者非 Professor Jackson 莫属，想必他应该是个名人，
来看对方评论，他说：Professor Jackson is the guru in this field.
A. 虽然句中有个单词 guru 很多人不一定熟悉，不过从上下文应该可以判断出来，这句话
的意思应该是 Jackson 教授是这一领域内的权威。
V. 没错，单词 guru 正是“专家、权威”的意思，当然在不同情况下也可以翻译成“大
师、领袖”等意思。
A. 这就大致可以理解为什么对话中另一方对于 Jackson 教授担当主题发言人表示有点不可
置信了，因为能请到权威一般不容易。
V. 其实原因还不止这一点，对方的回答还有一层意思：But I thought he was never interested
in being in the spotlight.
A. 原来是他一直认为 Jackson 教授比较低调，不喜欢在聚光灯下露面，因此对能请到他表
示惊奇，这里就出现了我们学习的语言点 be in the spotlight（引起关注、出风头）。
V. 对方先是说道：You are right.，表示 Jackson 教授的确不喜欢在公共场合露面。
A. 既然不喜欢在公共场合露面，那想必邀请他担任论坛的主题发言人肯定不会太容易。
V. 对话中的下一句正是对此进行补充：That’s why we had to try multiple times.
A.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试了多次，听起来有点像中国三国故事里面刘备三顾茅庐请诸
葛亮出山的感觉。
V. 是的，看来这里 Jackson 教授是被论坛组织者诚心诚意所打动，最终答应在公共场合露
面、担任论坛的主题发言。
A. Vincent，这句话中出现了一个表示“多个、多次”的单词，我们一起来进一步了解一
下吧。
V. 好的，这个单词就是 multiple，拼法是 [ ]，以前学习英语过程中在试卷上经常出现的
考试类型 multiple choice（多项选择）使用的就是这一单词。
A. 另外，除了表示“多个、多次”意思之外，单词 multiple 还是一个数学名词，意思是
“倍数”。
V. 是的，在表示数学意思时，还有两个相近单词值得学习，一个是 multiply [ ]。
A. multiply 是一个动词，意思是“相乘、加倍”，那么表示名次的“乘法”有该如何表示
呢？

V.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相近的单词，也就是 multiplication，拼法是[ ]。
A. 既然提到了乘法，那么观众朋友们知道不知道“加、减、除”又该如何用英语表示呢？
V.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表示“加”的英语单词很简单，是 add，名词是 addition。
A. add 的拼法是[ ]，而 addition 的拼法是[

]。

V. 表示“减”的英语单词是 subtract [ ]，名词是 subtraction [

]。

A. 表示“乘”的单词我们刚学过，那么表示“除”又是哪个单词呢？
V. 表示“除”的单词是 divide [

]，名词是 division [

]。

A. 学习完表示“加、减、乘、除”的单词还不够，大家知道不知道如何表示 2 + 3、4 –
1、5 x 6、10 ÷ 2 这些呢？
V. 我们在此将这些作为 Question to You 留给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下次节目的开始一起来
学习和了解。

V. 另外，multiple 在英语中还衍生出了一个很常见的前缀 multi，表示“多的”。
A. 英语中好像以 multi 作为前缀开始的单词确实不少，我们来看几个比较常见和常用的。
V. 首先，如果说一个人会说几种不同的语言，我们可以说他是 multilingual，就是前缀
multi 加上表示语言的形容词 lingual [ ]。
A. 加拿大是个多元文化的社会，表示这样的意思我们就可以说 multicultural，也是前缀
multi 加上表示文化的形容词 cultural。
V.
A.
V.
A.

-- You must have been happy when he finally said Yes.
-- Happy? We were thrilled and overjoyed.
-- I bet. That almost means the forum is half successful.
-- On a related note, could you give a speech too? You are an expert in this field too.
-- Me? I will pass.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steal Professor Jackson’s spotlight.
-- Tr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