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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连好几期的节目，我们学习和了解的都是和春节或农历新年有关的内容。
V. 我们从春节的英文名称、到生肖和属相、到节日前的准备工作，所涉及的话题各不相同。
A. 我们说过，关于春节的话题还有许多，为了全面地了解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我们还会继续
这一话题进行学习。
V. 不过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暂时 take a break，来了解一下在前几期节目中出现的一个语言点。
A. 是的，由于重点是学习对话内容，我们有时对于出现的语言点只能一点带过，无法展开进一
步的说明和学习。
V. 要来进一步了解的语言点是单词 prior 这个单词，来学习一下它的几种不同用法。
A. 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还记得，在当时的对话中，prior 是用作副词，用于句子结尾，
表示“之前、提前”。
V. 如果用英语表示，相当于 ago 或者 ahead，具体意思要看上下文。
A. 至于有什么样的上下文，我们下面分别来举例看一下，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掌握。
V. 第一个例句是：We had heard about his disease three weeks prior.
A. 我们三个星期前就听说了他的病情。
V. 再听一遍例句：We had heard about his disease three weeks prior.
A. 例句中单词 prior 就是用于句尾，表示的意思是 ago，句中的 three weeks prior 就相当于 three
weeks ago.
V. 接着来看第二个例句：To make sure we don’t miss the deadline, please hand in your portion to me
at least two days prior.
A. 为了确保我们不错过最后期限，请将你所做部分提前至少两天交给我。
V. 再听一遍例句：To make sure we don’t miss the deadline, please hand in your portion to me at least
two days prior.
A. 同样，单词 prior 用于句尾，这里的意思就相当于 ahead 或者 in advance，表示“提前”，也就
是在最后期限前两天，所以句中的 two days prior 就相当于 two days ahead。

V. 看完 prior 用过副词时用于句子结尾的例句，我们来继续了解 prior 的其它几个用法。
A. 我想其中一个用法应该是很多朋友比较熟悉的，就是 prior 用于短语表达 prior to 之中。
V. 是的，prior to 这一短语表达意思是“在….之前”，后面既可以接名词，也可以接动词的 ing
形式。
A.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我们分别来举个例句来看一看，先来看第一个例句。
V. 例句是：Prior to our arrival, he had already rented a car for us.
A. 在我们抵达之前，他已经替我们租好了一辆车。
V. 再听一遍例句：Prior to our arrival, he had already rented a car for us.
A. 在这个例句中，prior to 用于句首，并且后面接的是名词 arrival。
V. 例句中还出现了一个在北美生活经常遇到的表达 rent a car：租车。
A. rent a car，这是动词表达，相信有过出去旅游经历的人对此都不陌生，那么如何表达“租车公
司”呢？
V. 要表示“租车公司”，我们可以使用 rent 的名词形式 rental，说成 car rental company。
A. 上面举的例句是 prior to 后面接名词，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后面接动词 ing 形式的例句。
V. 例句是：We should consult our lawyer prior to accepting their proposal.
A. 在接受他们的提议之前我们应该咨询律师。
V. 再听一遍例句：We should consult our lawyer prior to accepting their proposal.
A. 这个例句中，prior to 后面接的就是动词 ing 形式 accepting their proposal，并且并不是用于句
首。
V. 至于 prior to 何时用于句首、何时用于句子后半句，一般都是可以互换位置的。
A. 我们以刚才两个例句来看，第一个例句也可以说成 He had already rented a car for us prior to our
arrival.，这里 prior to our arrival 就用于句子后半句的结尾。
V. 而第二个例句就可以说成 Prior to accepting their proposal, we should consult our lawyer.，把 prior
to accepting their proposal 放于句首，也是可以的。

A. 前面介绍的 prior 用作副词时和用于短语 prior to 之中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除此之外，prior
还有别的什么用法。
V. prior 还可以用作形容词，这时有两个最基本意思，一个是“先前的”，另一个是“优先的”。
A. 咋听起来，这两个意思不太相干，不过还是有关联的，如果某样事物处于优先地位，那也就
说明它位于其它事物之前。
V. 是的，这样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这两个意思了，不过，至于具体的用法，我们不妨将它
作为 Question to you 留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吧。
A. 大家可以利用自己的时间，看看 prior 这一单词在用作形容词时的用法，给自己举例句看一看，
我们在下次节目的开始再一起来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