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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上次节目中，我们继续就与单词 live 有关的英语短语和表达进行学习和了解，我
们首先介绍的短语是 live up to。
V. 我们提到，live up to 这一短语有三个类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意思，其中第一个意
思是“与什么相配”，指的是某人与某人相配。
A. 在举例的过程中，我们就学术界经常遇到的 Ph.D.展开了了解，从它的起源到含义到
用法给大家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V. 希望大家觉得我们的介绍既有趣又有用，不仅帮助您了解了语言，同时也了解了语
言背后的文化内容。
A.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继续了解和学习 live up to 的另外两个意思，先来看第二个
意思。
V. 我们通过例句来了解，例句是：At the very least, we expect you to live up to your
promises.
A. 最起码的我们期望你能信守诺言。这里 live up to 的意思是“遵守、信守”
。
V. live up to one’s promises 就相当于另一个更为简单、更为常见的英语表达：keep one’s
promises。
A. 例句的开始还出现了另一个固定表达：at the very least，意思是“最起码”
，可以单
独作为副词短语使用。
V. 我们把例句再给大家重复一遍：At the very least, we expect you to live up to your
promises.
A. 这是 live up to 的第二个意思，下面我们来了解这个短语的第三个意思，我们还是先
来听一个例句。
V. 例句是：This car will live up to all your expectations.
A. 这部车将满足你所有的期望，也就是说车子的功能和品质很好，不会让你失望的。
V. 我们把例句再重复一遍：This car will live up to all your expectations.
A. live up to 这第三个意思似乎在平时很常见，我们再来举个例子看一看。
V. 第二个例句是：The movie did not live up to our expectations.

A. 电影没有预期的好，也就是说电影让人失望，我们再来听一遍例句。
V. The movie did not live up to our expectations.
A. 由此可见，live up to 的第三个意思是“符合、不辜负”，后面经常和表示“期望、期
待”的单词连用。
V. 也就是说，平常经常使用的短语就是 live up to expectations，表示“不辜负期望”
。
A. 我们刚才举的两个例句是关于 car 和 movie 的，其实这样的表达也经常用于描述学生
或孩子有没有辜负老师或家长的期望。
V. 有朋友可能会问，那在英语中有没有什么单词或短语可以用来表达“辜负”这一层
意思呢？
A. 是啊，这样的意思当然可以把 live up to 换成否定形式，就像第二个例句中的 did not
live up to，不过有没有什么别的表达呢？
V. 有的，在英语中还有个短语 let down 可以用来表示“辜负期待、让人失望”的意思，
例如：They felt the legal system here let them down.
A. 他们感到这里的法律制度令他们失望，言外之意就是：法律制度辜负了他们的期望
值。
V. 我们再来听一遍例句：They felt the legal system here let them down.
A. 这个例句中的主语是 legal system，我们再来看一个主语是人的例句。
V. 例句是：I really let my parents down when I decided to quit this job.
A. 当我决定辞职时，我父母非常失望，也就是说辞职这个决定辜负了父母的期待。
V. 再听一遍例句：I really let my parents down when I decided to quit this job.
A. 在表示辜负和不辜负这一层意思时，使用 live up to 后面要加上 expectations 这一单词，
而 let down 后面就不用接任何单词。
V. 介绍完 live up to 的三个类似但又不尽相同的意思，下面我们来继续了解其它的与单
词 live 有关的短语，接下来的是口语表达 live it up。
A. live it up，好像还没有听过，这一短语是什么意思呢？
V. live it up 是一个非常口语化的表达，意思是“玩得尽兴、尽情玩乐”
，例如：Jerry will
go to Thailand next week. I am sure he will live it up there.

A. Jerry 下星期要去泰国，我相信他在那会尽情玩乐的。
V. 再听一遍例句：Jerry will go to Thailand next week. I am sure he will live it up there.
A. 这么说我想起来有一首英语歌就叫做 Live It Up，好像歌词描述的就是一种狂欢、享
乐的氛围。
V. 是的，最后要来介绍的两个与 live 有关的其实是英语中的惯用语，一个是 live and let
live。
A. live and let live，字面意思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它表示的是“互相宽容、互不干
扰”这样的意思。
V. 最后一个是 eat to live, not live to eat，意思是：吃饭是为了生活，但生活不是为了吃
饭。
A. 汉语中也有这样的说法，吃饭是为了更好地生活，是为了更有体力更有精力从事生
活中有意义的事，但另一方面，如果每天生活就是为了多吃饭、吃好饭，人生就失去了
很大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