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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从以前的节目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与找工作有关的对话及英语内容。
V. 我们提到，在加拿大找工作，除了要注意报纸和网上的招聘信息之外，一定要注意
挖掘潜在的就业市场(hidden job market)。
A. 打开潜在的就业市场，其中一种方式就是 Cold calling 或者 cold contact，我们
也给大家介绍过主动上门求职方面的内容，Vincent，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呢？
V. 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 networking，也就是拓宽网络及人脉关系，这样大家可以
互相分享工作信息，在可能的时候可以互相推荐和引荐。
A. 但是新移民初来乍到，朋友和熟人都非常少，如何才能进行 networking 呢？并且
大家都在为生活和工作打拼，互相又能帮上多少忙呢？
V. 其实这个网络无处不在，例如邻居、以前同事、英语学习班同学、教会教友、专业
协会会员、其它家长等等。虽然可能大家都在找工作和求发展，但每个人的信息和资
源都是不同的，并且每个人都还有自己的人脉关系。
A. 这么看来这个网络的确是非常巨大的，真值得好好利用。
V. 但是，要记住的一点是：networking 其实是一个相互帮助、信息共享的过程，所
以切不可抱着功利和利用心理。
A. 嗯，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看一看一段对话，一起来学习如何进行 networking。
Dialogue
A. That was a great tennis game,
Mary.

V. 第一句话用的是过去式 That was a
great tennis game，在这里指的是刚结束
的网球比赛。
A. 这在和同事及朋友一起时经常用得上，
大家可以学习使用，例如同事们一起在饭店
吃完饭，你可以说：
That was very delicious. 饭菜真可口。
V. 再比如，和朋友们一起看完电影，你可
以说：
That was an exciting movie. 电影真刺
激。

B. Yeah. You played very well,
John.

A. So did you! Are you coming to
play tomorrow?

A. 我记得以前学英语老师就说过，play 的
意思特别多，形容运动项目时多用 play，例
如 play soccer（踢足球）、play
basketball（打篮球）。
V. 没错，play 也可以用于形容演奏乐器，
不过要注意的是：用于运动项目时 play 直
接加运动项目即可，但用于演奏乐器时，
play 后面要加 the，如 play the piano
（弹钢琴）、play the guitar（弹吉
他）。
A. 这里有一个很简短的回答 So did you，
意思是“你也一样”。如果是否定，应该用
neither。
V. 没错，我们各举一个例子看看。
Jim: I am tired and hungry.
Linda: So am I.
A. 再来看看用 neither 的例子：
Jim: I can’t understand his question.
Linda: Neither can I.
V. 这里要注意的是用 So 或 neither 时，其
后的助动词应当与前面一句中的一致。

B. I would love to, but I can’t. I’m
looking for a job, and I’m very
busy.

A. 比如对话中的 You played very well.
So did you.，还有例句中：
I am tired and hungry. So am I.
I can’t understand his question.
Neither can I.
V. 这句话中有一个结构非常礼貌，也很常
用：I would love to, but…，一般对别人
的提议或邀请说 No 时，最好这么说，这比
直接说 No 要婉转多了。例如：
Mary: Hi Jack. Are you joining us for
dinner today?
Jack: I would love to, but I have to go
to the airport.
A. Mary 说：Jack，你和我们一起吃晚饭
吗？

Jack 说，我很想去，不过我得去机场。
A. Oh, I didn’t know you were
looking for a job.
B. Yes. I’m looking for a job as a
computer programmer. Do you
know where I could look?

A. Well, I’ll talk to a few friends in
the IT field.
B. I appreciate that. Can I call you
next week?

V. 这里的 computer programmer 也是一
个职务名称，意思是电脑程序员。Do you
know where I could look?意思是：你知
道有什么渠道吗？你知道我可以在哪里得到
信息吗？这在请别人帮忙时很有用。例如：
I am looking for a second-hand
laptop. Do you know where I could
look?
A. 我想买一台二手手提电脑，你知道有什
么渠道吗？
A. 下面一句话中有一个缩写词，IT，它的
意思是 Information Technology，信息科
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电脑行业”。
V. I appreciate that 的意思是“非常感激
你这么做”。很多人用 appreciate 时会出
错，它的主语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不
过应当分别使用主动和被动语态，例如：
We greatly appreciate your help.
A. 我们非常感谢你的帮助。这句话也可以
说 Your help is greatly appreciated.
V. 另外，appreciate 还有另一个用法：I
would appreciate it if…，这在写求职信
时也经常用得上，例如：I would
appreciate it if you could give me an
interview.
A. 如果能有面试机会，我将非常感谢。
V. 句子中的 it 是不能省略的，否则就成了
一个错句。

A. Sure.
B. Thanks a l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