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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走进任何一家书店,随意翻开一本高中英语语法书,我敢保证99.9%的语法书的

书目都是从名词开始,然后是冠词,数词……千篇一律、大同小异。然而对学生们来

说,英语语法中最难掌握的部分,却是动词、与动词相关的时态和语态、情态动词、虚拟

语气、非谓语动词以及独立主格结构等。这些都是各类考试尤其是高考的重点、难点

和命题点所在。
本书的创举之一就是把学生最难掌握的动词部分提到书的首要章节,然后才是语

法的基础知识部分:其他的词类,最后是和句法有关的内容。这样的编排,把语法中难

啃的“硬骨头”放在书的最前面,能够引起学生的足够重视,也便于提高本书的使用效

率。书中每一章开始部分提供了该章语法结构图,并对必考语法进行了重点标明(★),
提醒学生们针对性复习、巩固重点语法。

本书另一特点是采取小开本的形式,便于学生们随身携带,随时随地翻开复习语

法重点条目。
建议配合使用《给力英语———你一定要做的高中英语语法题:精练+评价》(978

7 5628 3104 4)和《给力英语———高中生一定要做的经典考题:高考英语语法真题

分类汇总(1950—2012)》(978 7 5628 3447 2)。通过大量的真题实训及时巩固所

学的语法知识,把“静态”的语法知识有效转化为考试中的实际运用能力,效果会更好。
本书得到以下人员的支持和帮助,特致谢:
梁燕青,张万珠,王莹,金洪芹,李湘萍,陈勇,齐卉等。

我们的互动方式是:

1.腾讯微博:给力英语

2.QQ:1329005764
3.微信账号:

公众号名称:中小学英语学习辅导

类　　　型:普通公众账号

微　信　号:English-for-Students
功 能 介 绍:给力英语系列产品的网上维护端。解答读者在英语学习上的

各种疑难问题。
二　维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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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动词与动词短语

动词与
动词短语

动词的形式

原形

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过去式、过去分词

现在分词

ì

î

í

动词的用法

连系动词

不及物动词

及物动词

延续性与非延续性动词

助动词

非谓语动词

情态动词

ì

î

í

动词短语★

不及物动词+副词

不及物动词+介词

及物动词+副词

动词+副词+介词

动词+名词

动词+名词+介词

动词+介词+名词

ì

î

í

ì

î

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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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动词的形式
　　英语的动词有原形、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过去分词及现在分词五种

基本变化形式。
形式 构成方法 例词

原形 buy,use,fly,study

一般现在时第三

人称单数形式

一般情况加-s works,knows,likes,helps

以o,ch,sh,s,x结尾加-es washes,watches,mixes,goes,guesses

以“辅音字母+y”结尾变y为i,再加-es applies,carries,tries,studies

过去式、过去分

词(规则变化)

一般情况加-ed helped,worked,passed,played

以不发音的字母e结尾直接加-d liked,loved,decided,hoped,used,smiled

以“辅音字母+y”结尾变y为i,再加-ed tried,studied,cried,carried

以重读闭音节结尾,末尾只有一个辅音字母,

双写该辅音字母,再加-ed

stopped, planned, nodded, admitted,

preferred

现在分词

一般情况加-ing buying,finding,meeting,going,working

以不发音的字母e结尾去掉e,再加-ing
writing,deciding,coming,living,riding,

continuing

以重读闭音节结尾,末尾只有一个辅音字母,

双写这个辅音字母,再加-ing

beginning, nodding,admitting,running,

cutting,occurring(发生),preferring

少数以ie结尾的动词,变ie为y,再加-ing lying,tying,dying

以“辅音字母+y”结尾的词,直接加-ing studying,trying,burying,hurrying

以ee结尾的动词直接加-ing seeing,agreeing,fleeing(逃跑)

动词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的发音规律

在清辅音后发/t/:helped,finished,stopped
在元音和浊辅音后读/d/:stayed,agreed,planned
在辅音/t/,/d/后读/Id/:wanted,needed

二、 动词的用法
1.连系动词
表示主语身份、心智、状态的动词,称为连系动词。其后一般跟名词、形

容词、不定式、介词短语或句子等作表语。
(1)状态连系动词:表明主语的性质、状态、身份的连系动词。

be是 appear显得 continue继续 feel感觉

look看上去 seem 似乎是 smell闻起来 taste尝起来

sound听起来 remain仍然是 sit坐 stand矗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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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躺 keep保持 stay保持

　　Shedoesn’tseemtoknowthenews.她似乎不知道这个消息。

Whateverhappens,youshouldkeepcalm.不管发生什么,你们都要保持镇静。

(2)转变或结果连系动词:表示主语性质或状态变化的连系动词。
become变得 come成为 fall变为 get变得

grow长得 go变得 turn变成 prove证明

　　Theleavesturnyellowinautumn.秋天时叶子会变黄。

Mydreamhascometrue.我的梦想成真了。

“系动词+表语”构成的固定搭配

fallasleep入睡　　　fallill生病　　　　　gobad变质　　　　　gohungry挨饿

gomad发疯 lieawake醒着躺下 keepquiet保持安静 standstill站着不动

2.不及物动词
不及物动词指不能连接宾语的动词。中学阶段常见的有:

ache疼痛 agree同意 apologize道歉 appear出现

arrive到达 come来 disappear消失 exist存在

fall掉 flow 流淌 go去 graduate毕业

happen发生 lie躺 rise升起 stay待,留

cry哭 die死亡 run跑 wait等待

　　It’ssonoisythatnoonewantstostayhere.太吵了,没有人想待在这里。

3.及物动词
及物动词的后面必须跟宾语,可以接单宾语、双宾语或复合宾语。
(1)常接单宾语的及物动词。

accept接受 admire羡慕 admit承认 affect影响

afford买得起 announce宣布 borrow 借用 bury埋

celebrate庆祝 cover覆盖 defeat击败 defend保卫

destroy毁坏 discover发现 educate教育 enjoy欣赏

explain解释 forget忘记 guess猜想 invent发明

　　Couldyouexplainthequestionagain? 你能再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吗?

(2)常接双宾语的及物动词。
① “vt.+人+物”或“vt.+物+to+人”。

bring带来 give给 hand递 pass递

post邮寄 promise答应 return归还 pay付款

show给……看 teach教 wish祝愿 sell卖

　　我们祝你在新家美满幸福。

Wewishyoueveryhappinessinyournewhome.
Wewisheveryhappinesstoyouinyournew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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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vt.+人+物”或“vt.+物+for+人”。
buy买 find发现 paint漆、画 choose选择

cook烹饪 draw 画 get得到 make制作

　　Mothercookedusawonderfuldinner.= Mothercookedawonderfuldinnerforus.妈

妈给我们做了一顿美好的晚餐。

③ “vt.+人+物”或“vt.+物+for/to+人”。
do做　　get拿到　　play表演　　sing唱歌　　read读

ShesangseveralEnglishsongsfor/tous.她为我们唱了几首英文歌。

双宾语是指表示人和物的两个宾语同时跟在动词后,即使用“vt.+sb.(间接宾语)+sth.
(直接宾语)”这一句型;当直接宾语提前时,间接宾语前须加介词to或for。

(3)常接复合宾语的及物动词。
有些动词后只跟一个宾语意义不完整,宾语后必须再加上一个成分(宾

语补足语),这种宾语称复合宾语。
① 可接形容词或形容词短语作宾补的动词。

believe相信 drive驱使 find发现 get使 keep使保持

leave使 make使 push推 set使 think认为

consider认为 cut切 dye染 declare宣布 imagine想象

judge判断 paint漆 force逼迫

　　Theloudnoisealmostdrovehermad.这巨大的噪声几乎使她发疯了。

② 可接名词短语作宾补的动词。
appoint任命 call叫 name命名 make把……变为 consider认为

find认为 keep使 choose选择 elect选举 believe认为

judge判断 think认为 guess猜测 suppose推想、假设

　　WeallcallhimDoctorLi.我们都叫他李博士。

③ 可接带to的不定式作宾补的动词。
advise建议 allow允许 ask要求 cause导致

challenge向……挑战 command命令 enable使能够 encourage鼓励

expect期望 forbid禁止 force迫使 get使

inspire鼓舞 instruct指导 intend打算 invite邀请

mean打算 order命令 permit允许 persuade说服

prefer更喜欢 remind提醒 teach教 tell告诉

urge敦促 want想要 wish希望 warn警告

　　WeencouragestudentstospeakmoreEnglish.我们鼓励学生多说英语。

④ 可接不带to的不定式作宾补的动词(变为被动结构时必须加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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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使 make使 let让 see看见

hear听见 notice注意 feel感觉 watch观看

lookat看 listento听 observe观察 discover发现

　　Parentsshouldlettheirchildrenthinkforthemselves.父母应该让孩子独立思考。

Shedoesn’thavetobemadetolearn.她不必被逼着学习。

常接不带to的不定式作宾补的动词

一感:feel;二 听:listento,hear;三 让:make,let,have;五 看:watch,see,notice,observe,

lookat;半帮助help(带不带to均可)

⑤ 可带“tobe+名词或形容词”或“tohavedone”结构作宾补的动词。
believe认为 consider认为 declare宣布 discover发现

feel感觉 find发现 imagine想象 know知道

learn学会 prove证明 suppose猜测 understand理解

say认为,假定

　　WesupposedhertobeKorean,butinfactshewasJapanese.我们都猜测她是韩国人,
但事实上她是日本人。

Weconsiderhertohaveactedfoolishly.我们都认为她做了蠢事。

⑥ 可带v-ing形式(现在分词)作宾补的动词。
see看见 hear听见 keep使 catch抓住

find发现 have让 watch观看 smell闻到

lookat看 listento听 observe观察 discover发现

get使 leave让

　　Don’tkeepyourchildrensurfingtheInternetallthetime.不要让孩子一直上网。

⑦ 可用v-ed形式(过去分词)作宾补的动词。
have使 make使 let让 see看见

hear听见 notice注意 feel感觉 watch注意看

lookat看 listento听 observe观察 discover发现

get让

　　Ifyouwanttomakeyourselfunderstood,youshouldspeakslowly.如果你想让别人

明白你的意思,你应该说得慢一些。

⑧ 可接as等引起的介词短语(as后接名词、代词或形容词)作宾补的

动词。
regard看作 consider认为 choose选为 use当作……用

keep把……当作 qualify取得……资格 referto当作 describe描述

thinkof认为 represent描述成,表现 lookon视为

　　Weallregardourmathsteacherasthebestfriend.我们都把数学老师当作最好的

朋友。

⑨ 可接副词或介词短语作宾补的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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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w 允许 ask叫,让 get使 find发现

let让 drive开车送 shut关闭 see看见

invite邀请 order命令 show 领 lead领着

hear听见 discover发现 notice注意到 keep保持

　　Showallthevisitorsin,please.请把所有的客人带进来。

Pleasekeepallthesebooksontheshelf.请把所有的书放在书架上。

4.延续性动词与非延续性动词
(1)延续性动词:又称持续性动词,表示一种可以持续的行为过程或

状态。
affect影响 arrest逮捕 contain包括 continue继续 drink喝

fly飞 have有 keep保持 know 知道 lie躺着

live住 rain下雨 read阅读 run跑 sing唱歌

sleep睡觉 smoke吸烟 snow下雪 stand站 talk说

wait等待 walk步行 wear穿 work工作

　　(2)非延续性动词:又称非持续性动词,表示行为或过程是瞬间完成的,
动作发生后立即结束。

absorb吸收 admit承认 apologize道歉 arrive到达 begin开始

buy买 borrow 借 break打破 cause导致 close关闭

come来 die死亡 fall倒 go走 hit击中

join参加 jump跳 leave离开 lose丢失 marry结婚

open打开 put放 start开始

延续性动词与非延续性动词之间的转换(非延续性动词→延续性动词)

arrive→stay　　　　　　　　buy→have　　　　　　　　　　borrow→keep
learn→know puton→wear marry→bemarried
gettoknow→know comeback→beback leave→beaway
liedown→lie sitdown→sit standup→stand

(3)延续性动词与非延续性动词的用法区别。
① 延续性动词可与表示一段时间的状语连用,而非延续性动词则

不可。
Ihavebeenworkinginthisschoolforthreeyears.(√)我已经在这所学校工作三

年了。

Shehasboughtthebikeforayear.(×)

② 在否定句中,非延续性动词也可以与表示一段时间的状语连用。
Wehaven’tmeteachotherformanyyears.我们多年没有见面了。

Wedidn’tfindourseatsuntilthefilmhadbegun.我们直到电影开始才找到座位。

③ 非延续性动词不用于 while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中,以 when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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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时则可用。
Whileshecamehome,IwaswatchingTV.(×)

Whenshecamehome,IwaswatchingTV.(√)她回到家时,我正在看电视。

5.助动词
助动词自身没有词义,不可单独使用,只与主要动词一起构成时态、语

态、疑问、否定、强调等。常用的助动词有be,have,do,shall,will,should,

would。
(1)be的用法:be的不同形式可与现在分词构成各种进行时态,与过

去分词构成被动语态。
Sheisplayinganinterestingcomputergame.她正在玩一个有趣的电脑游戏。(现在

进行时)

Anewplanwasraisedattoday’smeeting.在今天的会上提出了一个新计划。(被动

语态)

(2)have的用法:have的不同形式与过去分词构成各种完成时态、语
态、语气。

Ihavestudiedinthisschoolforayear.我在这所学校上学一年了。(现在完成时)

Thefamousbusinessmanhasbeenkilled.那位知名商人遇害了。(被动语态)

Thebosswishedhehadattendedthemeeting.老板真希望参加过那次会议。(虚拟语气)

(3)do的用法:do的不同形式主要用来构成疑问句、否定句以及祈

使句。
Dideverythingcomeoffallright? 一切都顺利吗?

Idon’tthinkshewillwinthegame.我想她不会赢得这次比赛。

Don’tforgetthetimeforthemeeting.不要忘了会议的时间。

(4)shall/will的用法:shall,should,will,would之后均接动词原形,用
来帮助构成各种将来时;shall和should用于第一人称,而 will和 would用

于各种人称。
Iwill/shallthinkoveryourquestion.我会好好考虑你的问题。

Myparentsphonedthattheywouldarrivethenextday.我父母打来电话说他们第二

天到。

IhadthoughtIshouldreturnthenextday.我本想第二天就返回。

6.非谓语动词
注:非谓语动词的详细用法请参阅第五章“非谓语动词和独立主格结构”。

7.情态动词
注:情态动词的详细用法请参阅第三章“情态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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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动词短语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词(含一个动词)构成的短语,称做动词短语,用
法相当于一个动词,主要有如下七类。

1.不及物动词+副词(其后不加宾语)
breakout爆发 breakup打碎,分解 comeup(计划、建议)被提出

dieaway逐渐消失 fallbehind落后 getalong进展

givein屈服,让步 goon继续 growup长大

holdon坚持,等一会 passaway去世 runout(时间等)用光

startoff出发 stayup熬夜 watchout当心

wakeup醒来 dropout中途放弃 dieoff相继死去

2.不及物动词+介词(其后需加宾语)
accountfor解释,说明 breakinto破门而入 callfor需要,呼吁

carefor喜欢,关心 careabout关心,在乎 comeacross偶然遇到

dealwith处理,对付 getover克服 goabout着手做,从事

laughat嘲笑 lookafter照顾 lookinto调查

runinto撞上,偶然遇到 standfor代表 stickto坚持

waitfor等候 waiton伺候 setabout着手,开始

3.及物动词+副词(其后需加宾语)
addup加起来 breakoff折断,终止 bringin引进,赚取

bringup抚养,提出,呕吐 calloff中止,叫停 carryout执行

cutoff切断 drinkup喝光 findout查明,查出

giveaway暴露,捐赠 pointout指出 putoff推迟

puton穿上,上演 putout扑灭(火等) putup举起,张贴

pickup捡起,接某人(物) takeoff起飞 takeup举起,开始从事

turnaway打发走 turnoff关闭 turndown调小,拒绝

turnin上交 turnup出现,被找到 wearout磨损,使筋疲力尽

使用“及物动词+副词”结构时,如果宾语是人称代词,应将其放在动词和副词之间;如果

宾语是名词,则既可以放在动词和副词之间,也可以放在副词后面。

Youshouldn’tgiveupyouridea.= Youshouldn’tgiveyourideaup.你不应该放弃自己

的想法。

It’sagoodplan.Youshouldn’tgiveitup.这是个好计划,你不应该放弃。

4.动词+副词+介词(其后需加宾语)
comeupwith提出 getawayfrom 逃离 getalongwith进展

lookforwardto盼望 getawaywith逃脱处罚 getdownto开始认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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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infor喜欢 lookdownupon轻视 holdonto抓住

keepawayfrom 远离 keeponwith继续 getthroughto与……通电话

5.动词+名词(其后不加宾语)
losecourage丧失勇气 loseheart灰心 loseinterest失去兴趣

losepatience失去耐心 loseweight减肥 makesense讲得通

makeabed整理床铺 makeabet打赌 makeabow鞠躬

takeplace发生 takepower取得政权 takeoffice就职

makefaces做鬼脸 takeadvice接受意见

6.动词+名词+介词(其后需加宾语)
makeprogressin在……取得进步 makeroomfor为……腾出空间

makesenseof理解,弄懂 makewayfor为……让路

makeuseof利用 takeadvantageof利用

takecareof照顾 takechargeof负责,看管

takeholdof抓住 takenoticeof注意到

takepartin参加 takepridein以……为自豪

7.动词+介词+名词
(1)带宾语类。

bring...toanend使……结束 bring...undercontrol使……被控制

have...inmind思念 keep...inmind牢记

keep...intouch使……保持联系 bear...inmind牢记

put...intoeffect使……生效 learn...byheart背诵

know...byheart熟记 set...onfire把……点燃

put...atease使……放松 take...bysurprise使……吓一跳

　　(2)不带宾语类。
gotobed上床睡觉 fallintopieces崩溃 putonweight长胖

keepintouch保持联系 getintouch取得联系 burstintotears突然大哭

comeintopower执政,掌权 comeintouse开始使用 comeintoeffect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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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动词时态

英语中的时态共计16种,常用的有12种。
时间

方式
现在 过去 将来 过去将来

一般 do/does did shall/willdo should/woulddo

进行 am/is/aredoing was/weredoing shall/willbedoing should/wouldbedoing

完成 have/hasdone haddone shall/willhavedone should/wouldhavedone

完成进行时
have/has

beendoing
hadbeendoing

shall/willhavebeen

doing
should/wouldhavebeendoing

一、 一般现在时
　　一般现在时表示经常性或习惯性发生的动作或现在存在的状态。其基

本结构为“动词原形(如主语为第三人称单数,动词则改为第三人称单数形

式)”。常用的时间状语有:often经常,usually通常,always总是,seldom
很少,sometimes有时候,everyyear每年,onceaweek每周一次。

1.表示经常性或习惯性发生的动作
Thechildrenhavefourmealsaday.孩子们一日吃四餐。

2.表示现在存在的状态或情况
Theyareverybusythisweek.本周他们很忙。

TheforeignguestsliveinBeijing.那些外宾住在北京。

3.表示正在发生的动作或存在的状态
Howharditsnows! 雪下得真大!

4.表示客观事实、真理和自然现象
Knowledgeispower.知识就是力量。

5.用于表示较固定的、按计划及规定将要发生的

动作
　　 此类只限于 begin,come,go,leave,arrive,stop,return,close,open,
take,start,takeplace等少数动作。

Thesupermarketopensat10:00a.m.tomorrow.明天上午十点超市开业。

6.表示一般将来时的意义
用于if,unless,once,evenif等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when,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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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il,assoonas,themoment(一 …… 就)等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no
matter+why/how或 wh-ever/however”引导的让步状语从句中,代替一般

将来时。
Ifitdoesn’traintomorrow,we’llgoonapicnic.如果明天不下雨,我们就去野餐。

Youcanjointheclubwhenyougetabitolder.再长大一点你就可以加入此俱乐部了。

Whateverhesays,don’tbelieveinhim.不管他说什么,都不要相信他。

二、 一般过去时
　　一般过去时表示发生在过去的动作或存在的状态或过去习惯性、经常

性的动作、行为。其基本结构为“be动词或行为动词的过去时”。

1.表示过去的经常性、习惯性的动作或状态
常 用 的 时 间 状 语 有 always,often,usually,sometimes,seldom,

never等。
Heusuallywenttoseehisparentsonceamonthlastyear.去年他每个月去看望他父

母一次。

2.表示过去某一具体时间发生的动作或存在的状态
常用的时间状语有lastyear,yesterday,justnow,in+过去的年份,at

thattime,theotherday(前几天),afewyearsago,inthepast(过去)。
Hewasalreadyinthehabitofreadinginhischildhood.他童年时就养成了读书的

习惯。

3.用于时间、条件、方式、让步状语从句中代替过

去将来时
　　FatherwouldgoclimbingwithmenextSundayifitwasfine.如果下周日天气好的话,
爸爸要和我一起去爬山。

Shesaidassoonasshearrivedthere,shewouldringmeup.她说她一到那里就给我

打电话。

4.叙述没有具体的过去时间状语的动作或存在的

状态
　　Thebookwaswrittenbyayoungscientist.这本书是一位年轻科学家写的。

过去时有时也和与现在关系较为密切的时间状语连用,如today,thismorning,thisweek,

thisyear等。

Didyouseemydictionarythismorning? 今天早晨你看见我的词典了吗?



14　　　

　
　
第
一
部
分
　
动
词
相
关

三、 一般将来时
1.一般将来时的基本用法
基本结构为“will/shall+动词原形”,表示将要发生的动作或状态。

shall仅用于第一人称I/we作主语时,而 will则用于各种人称。常用于将

来时的时间状语有:nexttime,tomorrow,thisafternoon,beforelong(不
久),inthefuture,soon,thedayaftertomorrow。

Mysisterwillgraduatefrom middleschoolnextyear.我妹妹明年中学毕业。

IshallvisitmyteacherwhenIgotoBeijing.去北京时我要去看望我的老师。

“will/shall+do”还可以表示一种趋势或习惯性动作,或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或表示“意

志、意愿色彩”,或临时性打算等。

Fishwilldiewithoutwater.鱼离开水就会死。(趋势)

Hewillsittheredoingnothingforhours.他会坐在那里几个小时,什么都不干。(习惯动

作)

Itwillbewindytomorrow.明天会刮风。(预言将来)

Willyouhelpmewiththeheavybox? 帮我搬这个重的箱子好吗? (意愿)
—Sorry,Iforgottopostyourletter.对不起,我忘了帮你寄信。
—That’sallright.I’llpostitmyselfthisafternoon.没关系,我下午自己去寄。(临时打

算)

2.一般将来时的其他表达方式
(1)“begoingto+动词原形”,表示打算、计划、安排做某事,或表示由

某种迹象表明将要发生某事。
Wearegoingtoholdasportsmeetnextweekend.我们打算下周末举行运动会。

It’sgoingtobeafinedayforoutingtomorrow.明天是个郊游的好天气。

(2)begin,leave,arrive,start,finish,meet,return等动词的一般现在

时,表示按计划或安排将要发生的事。
TheFlight55leavesatsixp.m.第55次航班下午6点起飞。

(3)leave,go,come,stay,do,take,have等动词的现在进行时,表示按

计划或准备要做某事。
Sheisleavingearlytomorrowmorning.明天她很早就出发。

MyelderbrotheriscomingfromJapan.我哥哥就要从日本回来了。

(4)“beto+动词原形”,表示即将发生某事、安排做某事或要求做

某事。
Themeetingistotakeplaceat8:00tomorrow morning.会议定于明天上午八点

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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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aretomeettheforeignexpertsattheairport.你们去机场迎接外国专家。

(5)“beabout+动词原形”,表示即将发生某事,不与具体的将来时间

状语连用。
Thenewschoolyearisabouttobegin.新学年开学在即。

四、 过去将来时
　　过去将来时表示从过去某一时间看将要发生的动作或存在的状态,该
时态常用于宾语从句或间接引语中。常用的时间状语有:twodayslater,
thefollowingday,thenextweek,thenextyear。

1.would/should+动词原形
这一形式通常带有表示过去将来的时间状语,多见于从句或间接引语

中,主句谓语多用过去时。
Hewantedtoknow whenyouwouldfinishthepaper.他想知道你什么时候将完成

论文。

Hesaidthathewouldhelpwithmywork.他说他要帮我干活儿。

2.was/weregoingto+动词原形
这一形式表示过去的打算、计划或很可能要发生的事。

Theytoldmethattheyweregoingtovisitafactory.他们告诉我他们打算参观一家工厂。

Sheknewthatshewasgoingtomissthetrain.她知道她赶不上火车了。

3.was/wereto+动词原形
这一形式通常指按过去的计划、安排将在某个过去时间之后发生的

事情。
Hesaidthatthesportsmeetingwastotakeplacesoon.他说运动会不久将举行。

4.was/wereaboutto+动词原形
这一形式通常指最近的过去将来时,有时表示“即将或正想做某事,突

然发生了什么事”。
Hewasabouttophonewhensomeoneknockedatthedoor.他正要打电话时有人

敲门。

五、 现在进行时
　　现在进行时表示说话时或现阶段正在进行的动作。其基本结构为“is/
am/are+v-ing”。常用的时间状语有:now,rightnow(现在),atpresent,at
thismoment,thesedays(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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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表示说话时正在进行的动作或存在的状态
Theyarehavingameetinginthenextroom.他们正在隔壁开会。

2.表示现阶段正在进行,但说话时未必正在进行

的动作
　　TodaythenumberofpeoplelearningEnglishinChinaisincreasingrapidly.当今中国

学习英语的人数正在迅速增加。

3.用于时间和条件状语从句中,代替将来进行时
IfIamsleepingwhenhecomes,wakemeup.他来时如果我在睡觉,请叫醒我。

4.表示按计划或安排将要发生的动作
用于go,come,stay,leave,do,take,have等少数动作,往往表示“马上

就,即将,逐渐地,反复地”。
I’mgoingonatripsoon.我很快就要去旅行了。(即将)

Actually,I’mforgettingmyJapanese.实际上,我的日语快要忘光了。(逐渐地)

5.表示感情色彩
与always,forever,constantly,frequently等副词连用,表示赞扬或厌

恶的感情色彩。
Sheisalwayshelpingotherswhentheyareintrouble.别人有困难时她总爱帮忙。(称

赞)

Thechildrenareconstantlymakingnoise.孩子们老是吵闹。(厌烦)

不用于进行时态的几类动词

○ 表 示 心 理 活 动 的 动 词:love,like,hate,know,understand,remember,believe,hope,

realize等。

Sheremembersthatshehasseenthewoman.她记得见过这位女士。

○ 表示属于或拥有等意义的动词:belongto(属于),have,own,possess(拥有),consistof
(由……组成)等。

Thisdictionarybelongstome.这本词典是我的。

○ 表示感官的连系动词:seem,appear,look,sound,taste,smell等。但feel可用于进行

时,表示一时的感觉。

Themusicsoundsbeautiful.这首曲子听起来很美。

Iamnotfeelingwelltoday.我今天感觉不适。

○ 表示行为结果的动词:accept,admit,receive,allow,decide,promise等。

Iacceptyoursuggestions.我接受你们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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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过去进行时
　　过去进行时主要表示过去某时刻或某阶段正在进行的动作。其基本结

构为 “was/were+v-ing”。常 用 的 时 间 状 语 有:atthattime,atfive
yesterday,then,thistimelastnight,thewholemorning,lastSunday。

1.表示过去某一时刻正在进行的动作
ShewastravelinginTibetthistimelastyear.去年此时她正在西藏旅游。

2.表示过去某一段时间内正在进行的动作或持续

的动作
　　Theywerewaitingforherthismorning,butshedidn’tturnup.今天上午他们一直在

等她,但她没有到场。

3.表示一个动作发生时,另一个动作正在进行
IwassurfingtheInternetwhenyouphoned.你打电话时我正在上网。

4.表示从过去某一时间的角度看将要发生的动作
仅用于come,go,start,leave,stay,arrive等非延续性动词。

Sheaskedwhetherwewerestartingthenextday.她问第二天我们是否动身。

5.表示客气、礼貌或用来描写故事情景
Iwaswonderingifyoucouldhelpmewiththeproblem.不知你能否帮我解决这个

问题。

Itwasadarknightanditwassnowingheavily.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当时雪下得

很大。

七、 将来进行时
　　将来进行时态包括将来进行时和过去将来进行时。

1.将来进行时
(1)表示将来某一时间或某一时刻正在进行的动作,其基本结构为

“shall/will+be+v-ing”。常用的时间状语有:thistimetomorrow,at10
o’clocknextMonday,inaminute。

Thistimetomorrowwe’llbeflyingtoHangzhou.明天这个时刻我们正飞往杭州。

Thepresidentwillbevisitingusnextweek.总统下周来看我们。

(2)与一般将来时连用,表示在将来某一动作之后要做的事情。
Mysummervacationwillendsoon.I’llbehavingclasses.暑假很快就要结束了,我要

上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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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过去将来进行时
表示过去某一时间之后的某一时间正在发生的动作,多用于宾语从句、

状语 从 句 中。常 用 的 时 间 状 语 有:twodayslater,thenextday,the
followingday,thenextweek。

Shetoldmethatshewouldbevisitingherparentsthenextmonth.她告诉我她下个月

要去看望她父母。

八、 现在完成时
　　现在完成时主要用来表示现在已完成某事,或过去发生的动作一直持

续到现在。基本结构为“have/has+动词过去分词”。

1.表示动作发生在过去,但其结果影响到现在
常用时间状语有:already,yet,now,just(刚刚),bythistime,sofar(迄

今为止),bynow(到现在为止)。
Haveyoufinishedtoday’sworkyet? 你已经完成今天的工作了吗?

IhavejustcomebackfromtheUnitedStates.我刚从美国回来。

havegoneto与havebeento的区别

havebeento表示“曾经到过……地方”,有“已经从……地方回来了”之意;而havegoneto
...表示“已经去了……地方”,强调主语所指代的人尚未回来。

IknowwellaboutSeoulbecauseIhavebeentothecitytwice.我比较了解首尔,因为我去

过那座城市两次了。(已回来)

Youcan’tseethebossnow;hehasgonetothesupermarket.你现在见不到老板,他已经去了

超市。(未回来)

2.表示动作或状态的持续
表示动作或状态从过去某一时刻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还可能持续下

去。常用的时间状语有:allday,thewholeday,uptonow(直到现在),all
one’slife(一生),sofar,inthepast/lastfewyears(在最近几年里),“since
+时间点”,“for+时间段”。

Ihavebeeninthelibraryforawholemorning.我已在图书馆待了整整一个上午了。

Howhaveyoubeenwithyourstudyrecently? 你近来学习情况如何?

Themeetinghasbeenoverfortenminutes.会议已经结束十分钟了。

3.表示将来意义
用在时间或条件状语从句中,表示将来某个时间完成的动作。

IwillsurftheInternetwhenIhavefinishedallthehousework.当我完成了所有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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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时,就去上网。

九、 过去完成时
　　过去完成时的基本结构为“had+动词的过去分词”。

1.表示动作的完成
表示一个动作或状态在过去某一时间或动作之前已经完成或结束,即

发生在“过去的过去”,注意:只有和过去某时间或某动作相比较时才能用到

这一时态。常用的时间状语有:bytheendof,bythattime,“before+过去

时间或从句”,“when+从句”。
Mostoftheguestshadleftwhenhearrivedattheparty.当他到达晚会现场时,大多

数客人已经离开。

Theroadswerefullofcars;wehadn’tthoughtofthat.路上车辆很多,我们没有想到

这一点。

2.表示动作的持续
表示过去某一时间的某动作或状态持续到过去另一时间,还可能持续

下去。常用时间状语有:“since+过去时间点或从句”,“for+时间段”。
IhadworkedinacarfactoryfortwoyearsbeforeIcamehere.我来这里之前已在一家

汽车厂工作了两年。

ItwasthebestfilmthatI’dseensince2000.那是自2000年以来我所看过的最好的一

部电影。

hope,wish,plan,want,mean(意图),intend(打算),think,expect(期望)等用于过去完成时

态,表示过去未曾实现的“计划、打算、企图、愿望、想法”等,多译为“本想(本打算、本以为

……)”。

Ihadplannedtosendyouabirthdaygift.我本来计划送给你一份生日礼物的。

Theboyhadmeanttocomeinbutwerefusedhim.男孩本想进来,可我们拒绝了。

十、 完成进行时
1.现在完成进行时
现在完成进行时的基本结构为“have/has+been+v-ing”。
(1)表示从过去某时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动作,并且还将持续下去。

IhavebeenlearningEnglishsincethreeyearsago.三年来我一直在学英语。(动作可

能会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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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babyhasbeensleepingthewholemorning.她的孩子整个上午一直在睡觉。(动
作可能会继续下去)

(2)表示在说话时刻之前刚刚结束的动作。
Wehavebeenwaitingforyouforhalfanhour.我们已经等你半个钟头了。(动作不再

继续下去)

现在完成进行时态多用延续性动词,如live,learn,lie,stay,sit,wait,stand,rest,study等,
并常和allthetime(一直),thisweek,thismonth,allthemorning,recently等状语以及

since和for所引导的状语连用。

2.过去完成进行时
表示从“过去的过去”的某一个时间点开始的动作或状态,一直延续到

过去的某一时间点,与现在无联系。其基本结构为“had+been+v-ing”。
Thetelephonehadbeenringingforminutesbeforeitwasanswered.电话响了好几分

钟才有人接。

十一、 将来完成时
1.将来完成时
将来完成时的构成是:“shall/will+have+动词过去分词”,表示在将来

某一时间点上会完成的动作,并对将来某一时间产生影响。常用时间状语

有:“before+将来时间”,“by+将来时间”,before或bythetime引导的现

在时的从句。
Weshallhavefinishedtheworkbytheendofnextweek.我们将于下周末完成这项

工作。

2.过去将来完成时
过去将来完成时的构成是:“should/would+have+动词过去分词”;主

要用于以过去某一时间为参照点、表示到这一时间为止将会完成的动作。
Hetoldmehewouldhavelearned3,500Englishwordsbytheendofnextyear.他告

诉我到明年年底他将已经学会3,500个英语单词。

十二、 时态的一致性
1.主句和名词性从句时态的一致
(1)如果主句谓语是现在时或将来时,从句中的谓语可根据具体时间

使用各种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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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nowthatmotherhasgonetothedoctor’s.我知道妈妈已经去看病了。

Ithinkmotherwenttothedoctor’syesterday.我想妈妈昨天去看过医生。

IwillletyouknowwhetherIwillcomeornot.我会让你知道我是否能来。

(2)若主句谓语用过去的某种时态,从句中的谓语一般用过去的某种

时态;但如果从句中叙述的是某种真理、不变的事实或对现在及将来仍然有

效的事情,则从句中用现在的某种时态。
HetoldmethathehadtoldMaryabouttheclassmeeting.他告诉我他已经把班会的

事告诉了玛丽。

BobtoldmethathewaswatchingTVat9lastnight.鲍勃告诉我昨天晚上九点他在

看电视。

2.主句与状语从句时态的一致
表示时间、原因、目的、条件、结果、让步等的状语从句一般要和主句的

时态一致,即主句为现在(过去、将来)的某种时态,从句一般也为现在(过
去、将来)的某种时态。

Shewillmakemoreprogressifshekeepsworkinghard.如果她继续努力就会取得更

大进步。

ItwasthefirsttimethatIhadbeentotheGreatWall.那是我第一次去长城。

3.主句与定语从句时态的一致
定语从句中的谓语动词应依据动词本身所涉及的时间使用适当的时

态,不受主句时态的影响。
ThisistheforeigngirlImetyesterday.这就是我昨天遇到的那个外国女孩。

Thisistheteacherwhowillgiveusareporttomorrow.这是明天给我们作报告的那

个老师。

十三、 几个常见句式的固定时态
1.hardly...when/nosooner...than“刚(一)

……就”
　　“主句用过去完成时,从句用一般过去时”为其时态的固定用法。

Rosehadhardlyheardthenewswhensheburstintotears.罗丝一听到消息就哭了

起来。

Wehadnosoonerarrivedatthestationthanthetrainleft.我们一到达火车站,火车就

启动了。

2.This/That/Itis/wasthefirst/second/...
time(that)....“这/那是第几次……”

　　“从句常用完成时态”为其时态的固定用法,主句为现在时,从句中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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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时;主句是过去时,从句用过去完成时。
Thisisthefirsttime(that)shehasbeenabroad.这是她第一次出国。

Thatwasthefirsttime(that)shehadbeenabroad.那是她第一次出国。

3.Itis/hasbeen/was+时间段+since从句
意为“自从……以来有多长时间了”,“多长时间没有做某事了”。“主句

用现在完成时或一般现在时,从句用一般过去时;主句用一般过去时,从句

用过去完成时”为其时态的固定用法。
Itis/hasbeen10yearssinceIcamehere.我来这里已经十年了。

Itis/hasbeen10yearssinceIworkedinXinjiang.我不在新疆工作已经有十年了。

ItwasfiveyearssinceIhadseentheactress.我已经有五年没有见到那位女演员了。

4.Itwillbe+时间段+before从句
意为“要过多长时间……才……”。
“从句用一般现在时态表示将来动作”为其时态的固定用法。

Itwillbeayearbeforeweseeeachotheragain.要过一年之后我们两个才能再次

见面。

5.主句+bythetime+从句
意为“到……时候为止”。“从句用一般过去时,主句用过去完成时;“从

句用一般现在时,主句用将来完成时”为其时态的固定用法。
Themeetinghadbeenoverbythetimewegotthere.我们到达那里时会议已经结

束了。

Iwillhavefinishedallmyworkbythetimeyoucomeback.到你回来时,我将已经完

成所有工作了。

第二节　动词语态

一、 被动语态的常见结构
1.一般现在时的被动语态
由“am/is/are+过去分词”构成。

Thesechildrenaretakengoodcareofbytheirparents.这些孩子受到父母的悉心

照料。

2.一般过去时的被动语态
由“was/were+过去分词”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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