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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学习了一段有关看电视的对话，对话中的两人提及一部电视
连续剧的本季最后一集。
V. 其中一人对电视兴趣不大，而另一人则非常着迷，她说自己是 totally addicted。
A. 我们就形容词 addicted 进行了学习，它后面常使用介词 to，表示对某事着迷、上瘾。
V. 与此同时，我们还学习了 addicted 的名词形式 addiction，使用时可以说 an addiction，
表示一件让人着迷、上瘾的事。
A. 除了这两个单词之外，与 addicted 有关的还有什么单词值得了解和掌握吗？
V. 有的，我们再来学习和了解两个和 addicted 有关的单词，一个也是形容词 addictive，
拼法是[ ]。
A. addictive 意思是“让人着迷的、令人上瘾的”，我们来听一个例句来了解它的用法。
V. 例句是：Text messaging can be very addictive.
A. 发短信会让人非常上瘾的，我们把这个例句再听一遍。
V. Text messaging can be very addictive.
A. 这句话所言极是，现代社会基本上人手一机，许多人每天花很多时间盯着手机，与
朋友的交流也经常通过短信 text messaging 来完成。
V. 是的，有时候开车或者过马路时也控制不住要收发短信，这的确不太安全。
A. 嗯，这一点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得稍加注意，我觉得和生活中许多事一样，凡事都
要有个度、掌握个平衡。
V. 就像英语中所说的：everything in moderation，其中单词 moderation 意思是“适度、
节制”，拼法是[ ]。
A. everything in moderation 意思就是“凡事要适度、要有节制”，这个表达和意思听起来
似乎有些中庸，不过的确在许多方面都很适用的。
V. 没错，回到 addiction 这样的单词，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就说过：Every form of addiction
is bad.
A. 任何形式的上瘾都不好，这句话再朴素、简单不过了，但是真的是这样，非常值得

我们记住和深思。
V. 到目前为止，我们学习了 addicted、addiction 和 addictive 这三个相关的单词，还有一
个表示“上瘾者”的单词值得学习。
A. 上瘾者，指的是对某事上瘾的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英语中是哪个单词来表示的。
V. 单词也是 a-d-d-i-c-t，不过发音时重音在第一个音节，发成 addict，例如我们在媒体
报刊中经常听到的 drug addict 中就有这个单词。
A. drug addict，意思是“吸毒成瘾的人”，注意 addict 这个单词在表示人时的发音。
V. 好的，我们前面就上次节目结尾时出现的一个单词进行了进一步的了解，下面我们
就看电视这一话题在来学习一段对话。
A. 还是和往常一样，我们把对话内容先来听一遍：
-- Hand me the remote, will you?
-- Why? I am still channel-surfing.
-- You have been flipping channels for the past 10 minutes.
-- Sorry. I just want to see if there is anything good on.
-- Do you wanna watch anything in particular?
-- Not really. There are just too many commercials on every channel.
-- Hello?? Don’t you know that’s what TV programs live on?
-- I know. I know. Maybe I should just go back to my computer.
-- I think you should stay away from your computer. You are getting addicted.
-- That’s what I live on, I guess.
-- You are hopeless.
A. 这段对话听起来似乎挺有意思的，我们来一句一句地学习对话内容。
V. 首先第一句话是 Hand me the remote, will you?
A. 把遥控器给我，好吗？这里出现的单词 hand 是用作动词，意思是“递交、给”。
V. 而出现的单词 remote[
]在这里表示的意思是“遥控器”，遥控器还有一种更为完整
的表达方式，是 remote control。
A. 要注意的是，remote 最常见的用法是形容词，意思是“遥远的、久远的”。
V. 这句话结尾用的是 will you，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附加问句形式。
A. 结尾的附加问话一般是与主句中的助动词相反，例如：He is a student, isn’t he?中的
isn’t he 就是附加问句。

V. 或者 You like this movie, don’t you?中的 don’t you 也是附加问句。
A. 这些都比较好理解和掌握，而对话中的附加问句似乎很不一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
下。
V. 这句话的主句 hand me the remote 是一个祈使句，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的附加问句就
使用 will you。
A.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我们还是通过两个例句来进行学习吧。
V. 好的，第一个例句是：Please speak up, will you?
A. Please speak up, will you? 请大声点说，好吗？
V. 第二个例句是：Don’t slam the door, will you?
A. Don’t slam the door, will you? 不要砰地使劲关门，好吗?
V. 在祈使句的情况下，如果直接使用祈使句，语气有点像命令或抱怨，而加上了 will
you，口气显得婉转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