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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就英语中一个常用和常见单词 note 的一些意思和用法进行了了
解和学习。
V. 我们首先学习和了解的是 note 用作名词时的几个意思和用法，作为名词的 note 最常见
的意思是“笔记、记录”。
A. 在常用短语 compare notes、take notes 中，使用的都是这一层意思。
V. Note 用作名词时的第二个常见意思是“注解、注释、说明”，而表示“写注解、进行说明”
这一动作一般使用 make notes。
A. 这里要注意比较 take notes 和 make notes 在意思和使用上的一些区别。
V. 单词 note 用作名词时的第三个常用意思是“便条、短信”，我们在此提到一个在日常工
作和生活中经常遇到的 sticky note。
A. 也就是那种一面一条边上有粘胶的便条、便签，相信大家都知道和用过这一学习和办公
用品。
V.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来学习 note 这一单词的意思和用法，再来看一看 note 用作
名词时的第四个意思：调子、口气。
A. 这个意思很多人不一定熟悉，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具体了解。
V. 例句就是：The discussion ended on a happy note. The discussion ended on a happy note.
A. 讨论以圆满的结局告终，这里单词 note 其实是用于短语中 on a happy note，表示的意思
是“以快乐的调子”，也就是皆大欢喜的结局。
V.当然这里的 happy 可以换成其它一些形容词，另外，end on a happy note 同样也可以用于
描述电影、故事等情况。
A. 这时候也就是分别表示电影或者故事的结局是快乐、喜庆的。
V. 到目前为止，我们介绍了单词 note 用作名词时的四个常用意思，其实它还有其它一些
意思，因为相比较不是那么常用，我们在节目中就不加以介绍了。
A. 不过观众朋友们如果感兴趣，不妨翻开字典，或者在网上搜索一下，进一步了解这些其
它的意思。
V.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 note 用作动词时的几个意思，首先它可以表示“记录、记下”。
A. 我们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简短对话来了解它的用法，对话是发生在工作场所中的。
-- Do you have any items to add to the agenda?

-- Can we talk about the training at the meeting?
-- Sure, I will note it down.
A. 对话内容应该是工作场所与开会有关的话题，下面我们就一句一句地来了解。
V. 对话第一句是：Do you have any items to add to the agenda?
A. 你们有什么议题要加到议事日程上吗？
V. 这里出现的表示“议事日程”的单词是 agenda，拼法是[
现的单词。

]，这是工作场所开会时经常出

A. 在开会之前会议召集者或主持人通常会准备议事日程，列出会上要讨论的内容和议题。
V. 而这内容或议题就称为 agenda items，其中第二个单词 item 也在对话这句中出现了。
A. 有时候会议召集者或主持人也会征求员工意见，问员工有没有议题或内容希望在会上讨
论的。
V. 对话第一句正是这一意思，来看对话中的回答：Can we talk about the training at the
meeting?
A. 我们在会上能不能讨论培训的事？这应该是员工提出的一个 agenda item 了。
V. 接着看对话最后一句：Sure, I will note it down.
A. 当然，我会把这记下来。这里就出现了动词 note，使用的是动词短语 note down.。
V. 这里也可以使用 I will write it down.，不过使用 note down 更加口语化，并且显得不是那
么正式。
A. 使用 note down 就表示以简洁、简短的方式记下来，就像是以便条方式做 note 一样。
V. 我们把这一简短对话给大家重复一遍：
-- Do you have any items to add to the agenda?
-- Can we talk about the training at the meeting?
-- Sure, I will note it down.
A. 这里介绍的是单词 note 用作动词时的第一个常见意思，下面我们还看一下它用作动词
时的第二个常见意思。
V. note 用作动词时的第二个常见意思是：注意、留意，我们也通过举例来看一下，第一个
例子是：Please note the application deadline. Please note the application deadline.
A. 请注意申请截止日期，这里的 note 是提醒注意，后面直接接名词。

V. 再来看第二个例子：Please note that this is a non-smoking area. Please note that this is a
non-smoking area.
A. 请注意这是无烟区，这里的 note 也是提醒注意，但结构有所不同，后面不是直接接名
词，而是接 that 从句。
V. 除了上面提到的用作名词和动词的几个意思之外，与单词 note 有关的还有一个语言点
也值得学习和掌握，就是 noted 这一单词。
A. noted，是在单词 note 后面加上 d，像是动词过去形式，这是什么意思呢？
V. noted 是单独作为形容词使用，意思是“著名的、知名的”，相当于英语单词 famous，例
如：
noted scholar
noted dancer
noted poet

知名学者
著名舞蹈家
著名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