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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是一种国际语言，是当今世界各国交流活动中应用最为普遍的文字，学好

英语对于广大青少年的未来发展，对他们今后求学、求职、从业等各方面，都至为重

要。而要把英语学得好，首先必须打下坚实的语法基础，掌握英语遣词造句的基本

规律，为听、说、读、写铺平道路，最终达到一流的英语能力。
本书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最新中学英语教学大纲，按照新课标的要求，在深入研

究现行使用的初中英语教材和近年来各地的中考试题的基础上，分专题全面而系

统地介绍了初中英语语法知识。

本书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一、［系统性］初中英语所涉及的语法知识和词法知识，在本书中都得到了系

统而详细的讲解、例示。
二、［实用性］对于初中英语教材中的重点和难点，诸如某些疑难句型、习惯搭

配、易错易混的词或短语等，通过比较和正误辨析等方式，给予了特别的点拨，以使

学生们能透彻地掌握。
三、［前瞻性］考虑到国家对初中生英语水平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同时也考虑

到学生们课外学习和教师教学的需要，我们在书中还对某些知识要点和语言现象

作了适当超前的扩充和拓宽，并对中考的常见考点作了重点处理，以便于广大初中

学生扩大知识面，做到游刃有余。
四、［经典考题］大都是各省市近年来中考全真试题，具有信度和深度，通过专

项自学自测，可巩固所学知识统一点，熟悉各种考点和题型，为获取中考高分而作

好充分准备。
希望本书能帮助初中学生打下扎实而系统的英语语法基础，在此为他们未来

的人生之路送上一份祝福。

徐广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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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第一章

冠　词

概述 !
　　冠词是一种虚词，一种辅助性的词，不可在句中独立担当一个成分，主 要 放 在 名 词
前，帮助说明名词所表示的人或物。

冠词有不定冠词（犪，犪狀）和定冠词（狋犺犲）两种。
定冠词狋犺犲，在以辅音音素开头的词前读作［］，在以元音音素开头的词前 读 作

［犐］，强调时读作［犻］。
狋犺犲狋犪犫犾犲［狋犲犐犫犾］那张桌子　 　 　狋犺犲犪狀犻犿犪犾［犐狀犐犿犾］那只动物

定冠词狋犺犲，基本含义是“这个，那个”，表示特指。
狋犺犲犳犾狅狑犲狉那朵花 狋犺犲犲犿犪犻犾那封电子邮件

不定冠词犪和犪狀，基本含义是“一，一个”，表示泛指。
犪犳犾狅狑犲狉一朵花　 犪狀犲犿犪犻犾一封电子邮件

犪和犪狀的区别 "
　　犪用在辅音音素前，包括以半元音［犼］、［狑］开 头 的 词 前，读 作［］，强 调 时 读 作［犲犐］。
注意，这里讲的辅音音素指的是发音，不是指辅音字母。
犪狀用在元音音素前（不是元音字母），读作［狀］，强调时读作［狀］。
犪犺狅狋犲犾［犺狋犲犾］一家旅馆 犪犽狀犻犳犲［狀犪犐犳］一把小刀

犪狌狊犲犳狌犾狋狅狅犾［犼狌狊犳犾］一件有用的工具 犪狌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犼狌狀犐狏狊犐狋）］一所大学

犪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犮狅狌狀狋狉狔［犼狌狉狆犐狀］一个欧洲国家

犪狅狀犲犲狔犲犱犿犪狀［狑狀犪犐犱］一个单目失明的人

犪狀犲狔犲［犪犐］一只眼睛 犪狀犲犪狉［犐］一只耳朵

犪狀犈狀犵犾犻狊犺犫狅狅犽［犐犾犐］一本英语书 犪狀犲犵犵［犲］一只鸡蛋

犪狀犪狆狆犾犲［狆犾］一个苹果 犪狀犻狊犾犪狀犱［犪犐犾狀犱］一座岛

犪狀狌狀犮犾犲［狀犽犾］一位叔叔 犪狀狅犾犱犿犪狀［犾犱］一位老人

犪狀犺狅狌狉［犪］一小时 犪狀犪狀狋［狀狋］一只蚂蚁

犪狀犺狅狀狅狉［?狀］一种荣誉 犪狀犺狅狀犲狊狋犫狅狔［?狀犐狊狋］一个诚实的男孩

犪狀狌犿犫狉犲犾犾犪［犿犫狉犲犾］一把伞 犪狀狅狀犻狅狀［狀犐狀］一个洋葱

犪犇［犱犻］一个犇（犅、犆、犌、犑、犓、犘、犙、犜、犝、犞、犠、犢、犣前也用犪）
犪狀犉［犲犳］一个犉（犃、犈、犎、犐、犔、犕、犖、犗、犚、犛、犡前也用犪狀）

１．犕狉．犠犪狀犵犺犪狊狑狅狉犽犲犱犪狊 犈狀犵犾犻狊犺狋犲犪犮犺犲狉犳狅狉犿狅狉犲狋犺犪狀１０狔犲犪狉狊．
犃．／　　　　　 　 　犅．犪　　　　　 　 　犆．犪狀　　　　　 　　犇．狋犺犲
［答案］犆。王老师当英语老师已经１０多年了。

２．—犆犻狀犱狔，犱狅狔狅狌犺犪狏犲 犲犿犪犻犾犪犱犱狉犲狊狊？犐狑犪狀狋狋狅狊犲狀犱狔狅狌狊狅犿犲狆犺狅狋狅狊．
—犢犲狊，犐犱狅．犐狋狊犆犻狀犱狔１２６＠狊狅犺狌．犮狅犿．
犃．犪 犅．犪狀 犆．狋犺犲 犇．／
［答案］犅。—辛迪，你有 电 子 邮 箱 吗？ 我 想 给 你 发 些 照 片。—是 的，我 有，地 址 是：犮犻狀犱狔
＠狊狅犺狌．犮狅犿．

３． 狅犾犱犿犪狀犫犲犺犻狀犱犕犪狉狔犻狊 狌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狋犲犪犮犺犲狉．
犃．犃狀；犪狀 犅．犃；狋犺犲 犆．犜犺犲；犪 犇．犜犺犲；犪狀

　



２　　　　

［答案］犆。玛丽身后的那位老先生是一位大学老师。
４．—犠犺犪狋犮犪狀犐犱狅犳狅狉狔狅狌？

—犐狑犪狀狋 犕犘４狆犾犪狔犲狉犳狅狉犿狔犱犪狌犵犺狋犲狉．
犃．犪 犅．犪狀 犆．狋犺犲 犇．／
［答案］犅。—你要什么？—我想为女儿买一个 犕犘４。

５．犃犾犻狋狋犾犲犫狅狔狑狉狅狋犲 “狌”犪狀犱 “狅”狅狀狋犺犲狑犪犾犾．
犃．犪；犪狀 犅．犪狀；犪 犆．犪狀；犪狀 犇．犪；犪
［答案］犃。一个小男孩在墙上写了一个“狌”和一个“狅”。

不定冠词的用法 #
３１表示“一，一个”，用在单数可数名词前
犜犺犲狉犲犻狊犪狆犻犮狋狌狉犲狅狀狋犺犲狑犪犾犾．墙上有一幅图画。
犎犲犺犪狊犪狀犪狆狆犾犲犻狀犺犻狊犺犪狀犱．他手里拿着一个苹果。
犐犱狅狀狋犽狀狅狑狋犺犲犮犻狋狔．犠犺犲狉犲犮犪狀犐犳犻狀犱 犵狅狅犱狉犲狊狋犪狌狉犪狀狋？

犃．犪狀 犅．狋犺犲 犆．犪 犇．／
［答案］犆。我不了解这座城市。我在哪儿能找到一家好的餐馆呢？

犪／犪狀虽表示“一个”，但不强调数量，而是强调类别；狅狀犲则强调数量。

犐犫狅狌犵犺狋犪犮狅犿狆狌狋犲狉．我买了一台电脑。（不是收音机和电视机）
犐犫狅狌犵犺狋狅狀犲犮狅犿狆狌狋犲狉．我买了一台电脑。（不是两台）
犠狅狌犾犱狔狅狌犾犻犽犲犪狀犻犮犲犮狉犲犪犿？来一客冰淇淋好吗？（不是别的食物）
犛犺犲犵犪狏犲狅狀犲犻犮犲犮狉犲犪犿狋狅狋犺犲犿犲犪犮犺．她给他们每人一客冰淇淋。（不是两客）
表示数量对比时，要用狅狀犲，不用犪／犪狀。

我有１支红铅笔，但是她有３支。 犐犺犪狏犲犪狉犲犱狆犲狀犮犻犾，犫狌狋狊犺犲犺犪狊狋犺狉犲犲．（误）
犐犺犪狏犲狅狀犲狉犲犱狆犲狀犮犻犾，犫狌狋狊犺犲犺犪狊狋犺狉犲犲．（正［ ）

我只需要１美元，但他给了我２美元。 犐狅狀犾狔狑犪狀狋犪犱狅犾犾犪狉，犫狌狋犺犲犺犪狊犵犻狏犲狀犿犲狋狑狅．（误）
犐狅狀犾狔狑犪狀狋狅狀犲犱狅犾犾犪狉，犫狌狋犺犲犺犪狊犵犻狏犲狀犿犲狋狑狅．（正［ ）

３２表示一类人或物，指同类中的任何一个，犪或犪狀不必翻译
犈狏犲狀犪犮犺犻犾犱犮犪狀犪狀狊狑犲狉狋犺犻狊狇狌犲狊狋犻狅狀．就是小孩子也能回答这个问题。
犃狀犲犾犲狆犺犪狀狋犻狊狊狋狉狅狀犵犲狉狋犺犪狀犪犺狅狉狊犲．大象比马力气大。
犃狋犲犪犮犺犲狉犿狌狊狋犫犲狊狋狉犻犮狋狑犻狋犺犺犻狊狊狋狌犱犲狀狋狊．教师必须对学生严格要求。
３３第一次提到某人或某物

第一次提到某人或某物时，用不定冠词犪或犪狀，起介绍作用。
犃犵犻狉犾狑犪狀狋狊狋狅狊犲犲狔狅狌．一位姑娘要见你。
犗狀犪犮狅犾犱犲狏犲狀犻狀犵犪狊狋狉犪狀犵犲狉犮犪犿犲狋狅犿狔犺狅狌狊犲．在一个寒冷的晚上，一个陌生人来

到我的住处。
犎犲犻狊 犽犻狀犱犿犪狀．犎犲狅犳狋犲狀犵犻狏犲狊犿狅狀犲狔狋狅犮犺犪狉犻狋狔．
犃．犪 犅．犪狀 犆．狋犺犲 犇．／
［答案］犃。他是一个善良的人，经常把钱捐给慈善机构。

３４表示身份、职业
不定冠词用于单数名词前表示身份、职业，尤其用在作表语或补足语的名词前。

犛犺犲犻狊犪犺犻犵犺狊犮犺狅狅犾狋犲犪犮犺犲狉．犎犲狉狀犪犿犲犻狊犔犻犉犪狀犵．她是一位中学教师，名叫李芳。
犜犺犲犠犺犻狋犲狊狑犪狀狋犲犱狋犺犲犻狉犱犪狌犵犺狋犲狉狋狅犫犲犪犿狌狊犻犮犻犪狀．怀特夫妇想要他们的女儿成为

音乐家。

　　表示某个职位在某一个时期内只有一人担任，或表示某人的职称、头衔，可不用冠词。
犎犲犻狊（狋犺犲）犮犪狆狋犪犻狀狅犳狋犺犲狋犲犪犿．他是球队队长。
犣犺犪狀犵犉犲犻，（狋犺犲）犿狅狀犻狋狅狉狅犳狋犺犲犻狉犮犾犪狊狊，犻狊犵狅狅犱犪狋犈狀犵犾犻狊犺．张飞是他们的班长，英语很棒。
犔犻犾狔狊犳犪狋犺犲狉犻狊 狋犲犪犮犺犲狉犻狀犪犿犻犱犱犾犲狊犮犺狅狅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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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犪 犅．犪狀 犆．狋犺犲 犇．／
［答案］犃。莉莉的父亲是一所中学的老师。

３５用于专有名词前，表示不认识某人
犃犣犺犪狀犵犮犪犾犾犲犱狔狅狌犼狌狊狋狀狅狑．一位姓张的刚才给你打电话。
犃犕狉．犛犿犻狋犺狑犪狀狋犲犱狋狅狊犲犲狔狅狌．有位史密斯先生想要见你。
３６表示“每一”

　　不定冠词用在 表 示 数 量、长 度、时 间、速 度、价 格 等 的 计 数 单 位 的 名 词 前 时，表 示
“每一”，相当于犲狏犲狉狔。
犠犲犺犪狏犲狋犺狉犲犲犿犲犪犾狊犪犱犪狔．我们每天吃３顿饭。
犜犺犲狔犿犲狋犲犪犮犺狅狋犺犲狉狅狀犮犲犪犿狅狀狋犺．他们每月会面一次。
犜犺犲犮犪狉犿狅狏犲犱１００犿犻犾犲狊犪狀犺狅狌狉．这辆小汽车以每小时１００英里的速度行驶。
犜犺犲犲狀狏犲犾狅狆犲狊犪狉犲狅狀犲狔狌犪狀犪犱狅狕犲狀．信封１打是１元钱。
犈犿犻犾狔犵狅犲狊狋狅狊犲犲犺犲狉犵狉犪狀犱犿狅狋犺犲狉狋狑犻犮犲犪狑犲犲犽．埃米莉每周去看奶奶２次。
犜犺犲犺犻狊犺狊狆犲犲犱狋狉犪犻狀犮犪狀狉狌狀犪狋狊狆犲犲犱狊狅犳３００狋狅３５０犽犻犾狅犿犲狋犲狉狊 犺狅狌狉．犜犺犲狋狉犻狆
犳狉狅犿犛犺犪狀犵犺犪犻狋狅犅犲犻犼犻狀犵狅狀犾狔狋犪犽犲狊犪犫狅狌狋犳狅狌狉犺狅狌狉狊狀狅狑．
犃．犪 犅．犪狀 犆．狋犺犲 犇．／
［答案］犅。高速列车每小时能跑３００至３５０公里，现在从上海至北京只需４个小时左右。

３７用于人名前，表示“某一，一位”
犃犕狉狊．犛犿犻狋犺狑犻狊犺犲狊狋狅狊狆犲犪犽狋狅狔狅狌．有一位史密斯夫人想同你说话。
３８用于两件一套东西的某一件之前
犪犮狌狆犪狀犱狊犪狌犮犲狉一套杯碟　 犪犽狀犻犳犲犪狀犱犳狅狉犽一副刀叉

犪犫狌犮犽犲狋犪狀犱狊狆犪犱犲（一套）桶和铲

３９用于某些结构中

狊狌犮犺犪＋单数可数名词 狇狌犻狋犲犪＋单数可数名词

狉犪狋犺犲狉犪＋单数可数名词 犪狏犲狉狔＋单数可数名词

犐狋犻狊狊狌犮犺犪犳犻狀犲犱犪狔．多么晴朗的一天。
犎犲犻狊狇狌犻狋犲犪狀犺狅狀犲狊狋犿犪狀．他是个非常诚实的人。
犎犲犻狊狉犪狋犺犲狉犪犵犲狀狋犾犲犿犪狀．他真是一位谦谦君子。
犎犲狋狅犾犱犿犲犪狏犲狉狔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犻狀犵狊狋狅狉狔．他给我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名词前若有形容词修饰，不定冠词犪／犪狀可以放在狇狌犻狋犲，狉犪狋犺犲狉前面或后面。
犐狋犻狊狉犪狋犺犲狉犪犱犻犳犳犻犮狌犾狋狆狉狅犫犾犲犿．这是相当难的一个问题。
＝犐狋犻狊犪狉犪狋犺犲狉犱犻犳犳犻犮狌犾狋狆狉狅犫犾犲犿．

３１０用于某些惯用短语中
犺犪狏犲犪犮狅犾犱患感冒 犺犪狏犲犪狋狉狔试一下

犺犪狏犲犪狉犲狊狋休息一下　 犺犪狏犲犪犵狅狅犱狋犻犿犲玩得高兴

犺犪狏犲犪狊狑犻犿 游泳　 犺犪狏犲犪犾狅狅犽看一看

犺犪狏犲犪犳犲狏犲狉发烧　 犺犪狏犲犪犺犲犪犱犪犮犺犲头痛

犺犪狏犲犪狇狌犪狉狉犲犾吵架　 犺犪狏犲犪犵狅狅犱狊犾犲犲狆好好睡一觉

犺犪狏犲犪狋狅狅狋犺犪犮犺犲牙痛　 犺犪狏犲犪狀犻犮犲狋狉犻狆旅途愉快

犺犪狏犲犪犱犪狀犮犲跳舞　 犺犪狏犲／狋犪犽犲犪狑犪犾犽散步

犺犪狏犲犪狋犪犾犽谈话　 犿犪犽犲犪犳犪犮犲做鬼脸

犵狅犳狅狉犪狑犪犾犽散步　 犻狀犪犺狌狉狉狔匆忙地

狋犪犽犲犪犫犪狋犺洗澡　 犱狅狊犫．犪犳犪狏狅狌狉帮某人忙

狋犲犾犾犪犾犻犲撒谎　 狋犪犽犲犪狀犪犮狋犻狏犲狆犪狉狋犻狀积极参加

狑犪犻狋犪犿狅犿犲狀狋等一会儿　 犾犻狏犲犪犺犪狆狆狔犾犻犳犲过幸福生活

狑犻狋犺犪犾犻犵犺狋犺犲犪狉狋愉快地　 犵犻狏犲犪犾犲狊狊狅狀教一堂课

第一章　冠　　词 



４　　　　

狑犻狋犺犪狊犿犻犾犲微笑着　 犪狋犪狋犻犿犲每次

狑犻狋犺犪狀犲犳犳狅狉狋努力地　 犪狊犪狑犺狅犾犲作为整体

犪狊犪狉犲狊狌犾狋因此　 犪犾犾狅犳犪狊狌犱犱犲狀突然

犳狅狉犪狑犺犻犾犲一会儿　 狅狀犮犲狌狆狅狀犪狋犻犿犲从前

狅狀犮犲犻狀犪狑犺犻犾犲偶尔　 犻狀犪狑狅狉犱总之

犳狅狉犪犿狅犿犲狀狋一会儿　 犐狀犪犿犻狀狌狋犲马上，立刻

狀犲犲犱犪狑犪狊犺需要洗一洗　 犺犪狏犲犪犵狅狅犱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精通

狑犻狋犺狅狌狋犪犫狉犲犪犽不休息　 犻狀犪犱犪狔在一天中

犮犪狋犮犺犪犫犪犱犮狅犾犱患重感冒　 犺犪狏犲犪狑狅狉犱狑犻狋犺狊犫．同某人谈话

犐狋狊狀狅狋 犵狅狅犱犻犱犲犪狋狅犱狉犻狏犲犳狅狉犳狅狌狉犺狅狌狉狊狑犻狋犺狅狌狋 犫狉犲犪犽．
犃．犪；犪 犅．犪；狋犺犲 犆．狋犺犲；犪 犇．狋犺犲；狋犺犲
［答案］犃。开４个小时的车不休息，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３１１不定冠词与狊狅，犪狊，狋狅狅，犺狅狑等连用时的位置
如果修饰名词的形容词前 有狊狅，犪狊，狋狅狅，犺狅狑等 副 词，不 定 冠 词 一 般 放 在 形 容 词

和名词之间。
犎犲犻狊犪狊犮犾犲狏犲狉犪犫狅狔犪狊犜狅犿．他是像汤姆一样聪明的孩子。
犐狋犻狊狊狅犺犻犵犺犪狑犪犾犾狋犺犪狋狑犲犮犪狀狋犮犾犻犿犫犻狋．这堵墙非常高，我们爬不上去。
犎狅狑犫犲犪狌狋犻犳狌犾犪犫犻狉犱犻狋犻狊！这是一只多漂亮的鸟啊！

犐狋犻狊狋狅狅狑犻犱犲犪狉犻狏犲狉犳狅狉犿犲狋狅狊狑犻犿犪犮狉狅狊狊．这条河太宽，我游不过去。
犐狋犻狊狋狅狅犱犻犳犳犻犮狌犾狋犪犫狅狅犽犳狅狉犫犲犵犻狀狀犲狉狊．这本书对初学者来说太难了。

我从没见过这么高的树。 犐狏犲狀犲狏犲狉狊犲犲狀狊狅狋犪犾犾犪狋狉犲犲．［＝犐狏犲狀犲狏犲狉狊犲犲狀狊狌犮犺犪狋犪犾犾狋狉犲犲．
犺犪犾犳常放在不定冠词前，但在美式英语中，犺犪犾犳也可放在不定冠词后。

半个苹果
犺犪犾犳犪狀犪狆狆犾犲
犪犺犪犾犳犪狆狆
［

犾犲 　
半天

犺犪犾犳犪犱犪狔
犪犺犪犾犳犱犪
［

狔

半个小时
犺犪犾犳犪狀犺狅狌狉［
犪犺犪犾犳犺狅狌狉 　

半英里
犺犪犾犳犪犿犻犾犲［
犪犺犪犾犳犿犻犾犲

犪／犪狀应放在狑犺犪狋和犿犪狀狔之后。

犠犺犪狋犪狀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犻狀犵犫狅狅犽犻狋犻狊！多么有趣的一本书啊！

犕犪狀狔犪犿犪狀犺犪狊狊犲犲狀狋犺犻狊犽犻狀犱狅犳犫犻狉犱．许多人见过这种鸟。

定冠词狋犺犲的用法 $
４１表示特指的人或物
犘犾犲犪狊犲犺犪狀犱犿犲狋犺犲犽犲狔狅狀狋犺犲犱犲狊犽．请把桌上的钥匙递给我。
犜犺犲犵犻狉犾犻狀狉犲犱犻狊犺犻狊狊犻狊狋犲狉．穿红色衣服的那个女孩是他妹妹。
犜犺犲犫狌犻犾犱犻狀犵狅狏犲狉狋犺犲狉犲犻狊狋犺犲狋犪犾犾犲狊狋犻狀狋犺犲狋狅狑狀．那边那幢大楼是这个城里最高的。
犐犾犻犽犲狋犺犲犿狌狊犻犮狅犳狋犺犲犳犻犾犿．我喜欢这部电影的音乐。
—犇狅狔狅狌犽狀狅狑 犵犻狉犾狑犺狅犻狊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狌狀犱犲狉 狋狉犲犲？

—犗犳犮狅狌狉狊犲！犛犺犲犻狊犔狌犮狔，犿狔犮犾犪狊狊犿犪狋犲．
犃．狋犺犲；狋犺犲　　　 　 　犅．犪；犪　　　　　 　 　犆．犪；／　　　　 　 　犇．／；狋犺犲
［答案］犃。—你知道站在树下的那个女孩是谁吗？—当然！她是犔狌犮狔，我的同班同学。

４２表示双方都知道的或心中明白的人或物
犛犺狌狋狋犺犲犱狅狅狉，狆犾犲犪狊犲．请关门。
犎犪狊犺犲狉犲狋狌狉狀犲犱狋犺犲犫狅狅犽？那本书他还了吗？

犜犪犽犲狋犺犲犫犾狌犲狅狀犲，犻狋犻狊犮犺犲犪狆犲狉．拿那个蓝的，它便宜些。
—犐狊 犿犪犵犪狕犻狀犲狔狅狌狉狊，犑狅犲？

—犖狅，犐犱狅狀狋犺犪狏犲 犿犪犵犪狕犻狀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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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犪；犪 犅．狋犺犲；狋犺犲 犆．狋犺犲；犪 犇．／；／
［答案］犆。—犑狅犲，这本杂志是你的吗？—不是，我一本杂志也没有。

４３第二次提到
某人或某物第一次提到时用不定冠词，第二次提到时要用定冠词。

犎犲狊犪狑犪犺狅狌狊犲犻狀狋犺犲犱犻狊狋犪狀犮犲．犑犻犿狊狆犪狉犲狀狋狊犾犻狏犲犱犻狀狋犺犲犺狅狌狊犲．他看见远处有一所

房子，吉姆的父母就住在那所房子里。
犜犺犲狉犲狑犪狊狅狀犮犲犪狀狅犾犱犳犻狊犺犲狉犿犪狀．犜犺犲狅犾犱犳犻狊犺犲狉犿犪狀犺犪犱犪犮犪狋．犜犺犲犮犪狋狑犪狊狑犺犻狋犲．
从前有一位老渔夫。这位老渔夫有一只猫。这只猫是只白猫。
犗狌狉犆犺犻狀犲狊犲狋犲犪犮犺犲狉狋狅犾犱狌狊 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犻狀犵狊狋狅狉狔犪狀犱 狊狋狅狉狔狑犪狊犪犫狅狌狋犜犺狅犿犪狊
犈犱犻狊狅狀．
犃．犪狀；犪 犅．狋犺犲；狋犺犲 犆．犪；狋犺犲 犇．犪狀；狋犺犲
［答案］犇。我们的语文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托马斯·爱迪生的。

４４用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名词前
犜犺犲犿狅狅狀犵狅犲狊狉狅狌狀犱狋犺犲犲犪狉狋犺．月亮绕着地球转。
犜犺犲狉犲犻狊狀狅狋犪狀狔犮犾狅狌犱犻狀狋犺犲狊犽狔．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
犐狋狑犪狊犪犳犻狀犲犱犪狔犻狀狊狆狉犻狀犵．犜犺犲狊狌狀狊犺狅狀犲犫狉犻犵犺狋犾狔．这是一个晴朗的春日，阳光灿烂。
犎犲犻狊狋犺犲狉犻犮犺犲狊狋犿犪狀犻狀狋犺犲狑狅狉犾犱．他是世界上最富的人。

　　狊狌狀，犿狅狅狀，狊犽狔，狑狅狉犾犱前有形容词修饰时，可用不定冠词表示某种状貌。
犠犲犮犪狀犺犪狏犲犪犫犾狌犲狊犽狔犻犳狑犲犮狉犲犪狋犲犪犾犲狊狊狆狅犾犾狌狋犲犱狑狅狉犾犱．如果我们能创造一个污染更少的世界，我们就

会拥有更蓝的天空。
１．犠犲犮犪狀狊犲犲 狊狌狀犪狀犱 犿狅狅狀犻狀 狆犻犮狋狌狉犲．
犃．犪；狋犺犲；狋犺犲 犅．狋犺犲；狋犺犲；狋犺犲 犆．狋犺犲；犪；狋犺犲 犇．犪；狋犺犲；犪
［答案］犅。我们在这幅图片中可以看到太阳和月亮。

２．犠犲犮犪狀狊犲犲 犳狌犾犾犿狅狅狀狅狀狋犺犲犲狏犲狀犻狀犵狅犳犃狌犵狌狊狋 １５狋犺犲狏犲狉狔狔犲犪狉．
犃．狋犺犲；犪 犅．犪；犪 犆．犪；狋犺犲 犇．狋犺犲；狋犺犲
［答案］犆。每年８月１５日晚上我们都能看到一轮满月。

４５用在表示方向、方位的名词前
犜犺犲犫犻狉犱狊犪狉犲犳犾狔犻狀犵狋狅狋犺犲狀狅狉狋犺．这些鸟向北方飞去。
犜犺犲犿狅狅狀狉犻狊犲狊犻狀狋犺犲犲犪狊狋犪狀犱狊犲狋狊犻狀狋犺犲狑犲狊狋．月亮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
犜犺犲狑犻狀犱狑犪狊犫犾狅狑犻狀犵犳狉狅犿狋犺犲狊狅狌狋犺．风从南方吹来。
犛犺犲犾犻狏犲犱狋狅狋犺犲狑犲狊狋狅犳狋犺犲犛狌犿犿犲狉犘犪犾犪犮犲．她住在颐和园的西边。
犠犪犾犽犪犾狅狀犵狋犺犲狉狅犪犱犪狀犱狋犪犽犲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狋狌狉狀犻狀犵狅狀狋犺犲狉犻犵犺狋．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在

第一个路口往右拐。
犎犲狊狋狅狅犱犪狋狋犺犲犫犪犮犽狅犳狋犺犲犱狅狅狉．他站在门背后。

　　方位词成对使用构成平行结构时，不用定冠词。
犜犺犲狉犻狏犲狉犻狊狋狑狅狋犺狅狌狊犪狀犱犽犻犾狅犿犲狋犲狉狊犾狅狀犵犳狉狅犿狑犲狊狋狋狅犲犪狊狋．这条河自西向东２０００公里长。
犜犺犲狔狋狉犪狏犲犾犾犲犱狋犺狉狅狌犵犺狋犺犲犮狅狌狀狋狉狔犳狉狅犿狊狅狌狋犺狋狅狀狅狉狋犺．他们自南向北在这个国家旅行。

４６用在形容词最高级前
犛狌犿犿犲狉犻狊狋犺犲犺狅狋狋犲狊狋狊犲犪狊狅狀狅犳狋犺犲狔犲犪狉．夏天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
犛犺犲犻狊狋犺犲犫犲狊狋狆犲狉狊狅狀犳狅狉狋犺犲犼狅犫．她是最适合这个工作的人。
犎犪狀犵狕犺狅狌犻狊狅狀犲狅犳狋犺犲犿狅狊狋犫犲犪狌狋犻犳狌犾犮犻狋犻犲狊犻狀狋犺犲狑狅狉犾犱．杭州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

之一。
犜犺犲犮犪狉犻狊狋犺犲犿狅狊狋犲狓狆犲狀狊犻狏犲狅犳狋犺犲犳狅狌狉．这辆车是４辆车中最贵的。
犐狀犿狔狅狆犻狀犻狅狀，犢犪狀犵狕犺狅狌犻狊 狅狀犲狅犳 犫犲狊狋狆犾犪犮犲狊犳狅狉狔狅狌．
犃．狋犺犲；／ 犅．狋犺犲；狋犺犲 犆．／；狋犺犲 犇．／；／
［答案］犆。在我看来，扬州对你来说是最好的地方之一。

４７用在序数词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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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定冠词用在 序 数 词 前，也 用 在 表 示 序 列 的狀犲狓狋，犾犪狊狋等 前，还 用 在 表 示“同 一”或
“唯一”等的词前。
犜犺犲犳犻狉狊狋犿犪狀狋狅犾犪狀犱狅狀狋犺犲犿狅狅狀犻狊犪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是美国人。
犛犺犲狑犪狊狋犺犲犳犻犳狋犺狋狅犮犾犻犿犫狋狅狋犺犲狋狅狆狅犳狋犺犲犿狅狌狀狋犪犻狀．她是第５个到达山顶的人。
犜犺犻狊犿犪狔犫犲狋犺犲犾犪狊狋犮犺犪狀犮犲．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
犐犳犐犿犻狊狊狋犺犻狊狋狉犪犻狀犐犾犾犮犪狋犮犺狋犺犲狀犲狓狋狅狀犲．如果赶不上这趟火车，我就赶下一趟。
犎犲犻狊狋犺犲狅狀犾狔狆犲狉狊狅狀狑犺狅犽狀狅狑狊狋犺犲狊犲犮狉犲狋．他是唯一一个知道这个秘密的人。
犜犺犲狋狑狅犮狅犪狋狊犪狉犲狅犳狋犺犲狊犪犿犲犮狅犾狅狉．这两件外衣颜色相同。
犜犺犻狊犻狊狋犺犲狏犲狉狔犫狅狅犽犐狑犪狀狋．这正是我要的书。（用狏犲狉狔表示强调）

“狋犺犲＋序数词”表示“第几……”，“犪／犪狀＋序数词”表示“又一，再一”。

犎犲犫狅狌犵犺狋犪狊犲犮狅狀犱狆犪犻狉狅犳狊犺狅犲狊．他又买了一双鞋。
犎犲犪狊犽犲犱犪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狋犺犲狀犪狊犲犮狅狀犱，狋犺犲狀犪狋犺犻狉犱．．．他问了一个问题，又问了第二个、第三个……
序数词用作状语或表语时，前面不加定冠词。

乔治第一个到。 犌犲狅狉犵犲犪狉狉犻狏犲犱犳犻狉狊狋．
＝犌犲狅狉犵犲狑犪狊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狆
［

犲狉狊狅狀狋狅犪狉狉犻狏犲．
犑犻犿犪狀犱犑犪犮犽犪狉犲犫狅狋犺狊犲犮狅狀犱犻狀狋犺犲犿犪狋犮犺．吉姆和杰克在比赛中并列第二。
犠犲犪犾犾犽狀狅狑犻狀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犉犪狋犺犲狉狊犇犪狔犳犪犾犾狊狅狀 狋犺犻狉犱犛狌狀犱犪狔犻狀 犑狌狀犲．
犃．狋犺犲；／ 犅．狋犺犲；犪 犆．／；狋犺犲 犇．犪；／
［答案］犃。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父亲节在６月份的第３个星期日。

４８用在单数名词前表示一类人或物，强调整个类别
犜犺犲狅狉犪狀犵犲犻狊犪犽犻狀犱狅犳犳狉狌犻狋．橘子是一种水果。
犜犺犲犺狅狉狊犲犻狊犪狌狊犲犳狌犾犪狀犻犿犪犾．马是一种有用的动物。
犜犺犲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犻狊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狋狅狌狊．电脑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

　　不定冠词＋单数名词，不带冠词的复数名词也可表示一类人或物。

小汽车比公交车跑得快。 犃犮犪狉狉狌狀狊犳犪狊狋犲狉狋犺犪狀犪犫狌狊．［
＝犆犪狉狊狉狌狀犳犪狊狋犲狉狋犺犪狀犫狌狊犲狊．

狗是忠实的动物。 犃犱狅犵犻狊犪犳犪犻狋犺犳狌犾犪狀犻犿犪犾．
＝犇狅犵
［

狊犪狉犲犳犪犻狋犺犳狌犾犪狀犻犿犪犾狊．

４９用在乐器名词前，表示演奏
犛犺犲犮犪狀狆犾犪狔狋犺犲狆犻犪狀狅．她会弹钢琴。
犎犲狆犾犪狔犲犱狋犺犲犵狌犻狋犪狉犳狅狉狋犺犲犮犺犻犾犱狉犲狀．他给孩子们弹了吉他。

　　乐器名词表示具体的器物时，可以根据需要加犪，狋犺犲等，或本身变为复数；表示课程时，可加或不加狋犺犲。
犎犲犫狅狌犵犺狋犪狆犻犪狀狅／狋狑狅狆犻犪狀狅狊犾犪狊狋犿狅狀狋犺．他上个月买了１架／２架钢琴。
犛犺犲狋犪狌犵犺狋／狊狋狌犱犻犲犱（狋犺犲）狆犻犪狀狅犻狀狋犺犲狊犮犺狅狅犾．她在学校里教／学钢琴。
犕狔狔狅狌狀犵犲狉犫狉狅狋犺犲狉犮犪狀狆犾犪狔 狏犻狅犾犻狀狏犲狉狔狑犲犾犾．
犃．狋犺犲 犅．犪 犆．／ 犇．犪狀
［答案］犃。我弟弟小提琴拉得很好。

４１０用在江河、海洋、湖泊、群岛、山脉、沙漠等专有名称前
狋犺犲犢犪狀犵狋狕犲犚犻狏犲狉长江　　　　　　　狋犺犲犎犻犿犪犾犪狔犪狊喜马拉雅山

狋犺犲犚犲犱犛犲犪红海 狋犺犲犖犻犾犲尼罗河

狋犺犲犠犲狊狋犔犪犽犲西湖 狋犺犲犚狅犮犽狔犕狅狌狀狋犪犻狀狊落基山脉

狋犺犲犘犪犮犻犳犻犮太平洋 狋犺犲犛狅狌狋犺犆犺犻狀犪犛犲犪南中国海

狋犺犲犛犪犺犪狉犪撒哈拉沙漠
例外的情况：犕狅狌狀狋犜犪犻泰山

４１１用在由普通名词和另外一些词构成的专有名词前
狋犺犲犌狉犲犪狋犠犪犾犾长城 狋犺犲犖狅狉狋犺犘狅犾犲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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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犖犪狋犻狅狀狊联合国 狋犺犲犘犲狅狆犾犲狊犇犪犻犾狔《人民日报》
狋犺犲犛狌犿犿犲狉犘犪犾犪犮犲颐和园 狋犺犲犖犲狑犢狅狉犽犜犻犿犲狊《纽约时报》
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狅犳犃犿犲狉犻犮犪美国 狋犺犲犚犲犱犆狉狅狊狊犎狅狊狆犻狋犪犾红十字医院

狋犺犲犗犾狔犿狆犻犮犌犪犿犲狊奥林匹克运动会 狋犺犲犛犺犪狀犵犺犪犻犚犪犻犾狑犪狔犛狋犪狋犻狅狀上海火车站

狋犺犲犘犲狅狆犾犲狊犚犲狆狌犫犾犻犮狅犳犆犺犻狀犪中华人民共和国
例外的情况：犆犺犻狀犪犇犪犻犾狔 《中国日报》

４１２用在某些形容词前，表示一类人或物或某种抽象概念
狋犺犲狅犾犱老年人　　　　狋犺犲狔狅狌狀犵年轻人　　　　　狋犺犲犺犪狆狆狔幸福的人

狋犺犲狉犻犮犺富人 狋犺犲狆狅狅狉穷人　 狋犺犲犫犾犻狀犱盲人

狋犺犲犪犵犲犱老人　 狋犺犲狑狅狌狀犱犲犱伤员 狋犺犲狊犻犮犽病人

狋犺犲狊犿狅狅狋犺顺事 狋犺犲犻犿狆狅狊狊犻犫犾犲不可能的事　狋犺犲犫犲犪狌狋犻犳狌犾美，美的东西

犜犺犲狉犻犮犺狊犺狅狌犾犱犺犲犾狆狋犺犲狆狅狅狉．富人应该帮助穷人。
犜犺犲犵狅狅犱犻狊狑犺犪狋狆犲狅狆犾犲犾犻犽犲．人们总是喜欢美好的东西。
犜犺犲狑狅狌狀犱犲犱犺犪狏犲犫犲犲狀狊犲狀狋狋狅狋犺犲犺狅狊狆犻狋犪犾．伤员已被送到医院去了。
４１３用在姓氏的复数形式前，表示全家人或这一姓的夫妇俩
犜犺犲犌狉犲犲狀狊狑犻犾犾犿狅狏犲狋狅狋犺犲犮狅狌狀狋狉狔．格林一家要搬到乡下去。
犜犺犲犠犪狀犵狊犮犪犿犲狋狅狊犲犲狌狊狔犲狊狋犲狉犱犪狔．王家一家人昨天来看我们。

犅狉狅狑狀狊狑犲狉犲犺犪狏犻狀犵狊狌狆狆犲狉狑犺犲狀狋犺犲狋犲犾犲狆犺狅狀犲狉犪狀犵．
犃．犃　　　　　　犅．犃狀　　　　　　　犆．犜犺犲　　　　　　犇．／
［答案］犆。布朗一家正在吃晚饭，这时电话铃响了。

４１４用在表示计算单位的名词前，含有“每，每一”的意思
犑犻犿犻狊狆犪犻犱犫狔狋犺犲犺狅狌狉．吉姆的工资按小时付。
犈犵犵狊犪狉犲狊狅犾犱犫狔狋犺犲犽犻犾狅犵狉犪犿．鸡蛋按千克出售。
犜犺犻狊犮犾狅狋犺犻狊狊狅犾犱犫狔狋犺犲狔犪狉犱．这种布按码出售。
犐狋狊犲犾犾狊犪狋狋犺狉犲犲犱狅犾犾犪狉狊狋犺犲狆狅狌狀犱．它以每磅３美元出售。
犜犺犲狔狊犲犾犾狊狌犵犪狉犫狔狋犺犲狆狅狌狀犱．他们按磅卖糖。
犜犺犻狊犫狅狅犽狊狅犾犱犫狔狋犺犲犿犻犾犾犻狅狀狊．这本书销售以百万计。
４１５用在前面已提到过的人的身体部位或衣着的名词前

这种用法是先把整个对象说出来，然后再说到那个对象的身体的局部或衣着。例如：
动词（犺犻狋，狆狌犾犾，狆犪狋，狊狋狉犻犽犲，犮犪狋犮犺，犺狅犾犱，狋犪犽犲）＋狊犫．＋介 词（犻狀，狅狀，犫狔，犪犮狉狅狊狊）

＋狋犺犲＋身体部位或衣着

犛犺犲狋狅狌犮犺犲犱犺犻犿狅狀狋犺犲狊犺狅狌犾犱犲狉．她碰了碰他的肩。
犎犲狋狅狅犽狋犺犲犵犻狉犾犫狔狋犺犲犺犪狀犱．他拉着小女孩的手。
犎犲犺犻狋犺犲狉狅狀狋犺犲狀狅狊犲．他打了她的鼻子。
犜犺犲狊狋狅狀犲狊狋狉狌犮犽狋犺犲犿犪狀犻狀狋犺犲犲狔犲．石头击中了那人的眼睛。
犐犮犪狌犵犺狋犺犲狉犫狔狋犺犲狉犻犵犺狋犺犪狀犱．我抓住她的右手。
她拍了拍那男孩的头。
犛犺犲狆犪狋狋犲犱狋犺犲犫狅狔狅狀犺犻狊犺犲犪犱．（误）（本结构中身体部位或衣着前不用物主代词）
犛犺犲狆犪狋狋犲犱狋犺犲犫狅狔狅狀狋犺犲犺犲犪犱．（正［ ）
４１６用在逢十的复数数词前，表示年代，也指人的大约岁数
犜犺犲狑犪狉犫狉狅犽犲狅狌狋犻狀狋犺犲犳狅狉狋犻犲狊．那场战争发生在４０年代。
犎犲狑犲狀狋犪犫狉狅犪犱犻狀狋犺犲１９８０狊．他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出国的。
犜犺犲狅犾犱犿犪狀犻狊犻狀狋犺犲狊犲狏犲狀狋犻犲狊．这位老人７０几岁。
４１７用在表示自然现象的名词前
犇狅狀狋狊狋犪狀犱犻狀狋犺犲狉犪犻狀．不要站在雨中。
犜犺犲狑犻狀犱犫犾犲狑犱狅狑狀狋犺犲狋狉犲犲狊．风把树刮倒了。
犜犺犲狊犺犻狆狊犪狀犽犻狀狋犺犲狊狋狅狉犿．船在风暴中沉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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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犺犲狉犪犻狀犺犪狊犮犾犲犪狀犲犱狋犺犲犪犻狉．下雨洁净了空气。
犜犺犲犳狅犵狑犪狊狊狅狋犺犻犮犽狋犺犪狋狑犲犮狅狌犾犱狀狋狊犲犲狋犺犲狋狅狆狅犳狋犺犲犺犻犾犾．雾很大，我们看不见山顶。

这类名词前有形容词修饰时，可用不定冠词，表示“一场，一阵，一种”等。

犃犮狅犾犱狑犻狀犱犻狊犫犾狅狑犻狀犵犳狉狅犿狋犺犲狀狅狉狋犺．冷风从北方吹来。
犜犺犲狉犲狑犪狊犪犺犲犪狏狔狉犪犻狀犾犪狊狋狀犻犵犺狋．昨晚下了一场大雨。
犃犺犲犪狏狔狊狀狅狑犻狊犳犪犾犾犻狀犵狅狌狋狊犻犱犲．外面正在下着大雪。
这类名词表示一般物质时，不用冠词。

犚犪犻狀犳犪犾犾狊犻狀狊狌犿犿犲狉；狊狀狅狑犳犪犾犾狊犻狀狑犻狀狋犲狉．夏天下雨，冬天下雪。
犕犪狀犮犪狀狋犾犻狏犲狑犻狋犺狅狌狋犪犻狉．没有空气人不能活。

４１８狋犺犲狀狌犿犫犲狉狅犳和犪狀狌犿犫犲狉狅犳
　　狋犺犲狀狌犿犫犲狉狅犳表示“……的数量，……的数目”，作主语时谓语动词用单数；犪狀狌犿
犫犲狉狅犳意为“许多，大量”，相当于犪犾狅狋狅犳，作主语时谓语动词用复数。
犜犺犲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犱犲犪狋犺狊狋犺犻狊狔犲犪狉犻狊２５．今年的死亡人数是２５人。
犃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狆犲狅狆犾犲犺犪狏犲狉犲犮犲狀狋犾狔犾犲犳狋狋犺犲犮狅犿狆犪狀狔．最近有许多人离开了这家公司。

狋犺犲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犻狀狋犺犲犻狉狊犮犺狅狅犾犻狊犪犫狅狌狋１００犪狀犱狅狀犲犳狅狌狉狋犺狅犳狋犺犲犿犪狉犲
狋犲犪犮犺犲狉狊．
犃．犃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狑狅犿犲狀 犅．犃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狑狅犿犪狀
犆．犜犺犲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狑狅犿犲狀 犇．犜犺犲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狑狅犿犪狀
［答案］犆。他们学校的教师人数大约是１００，其中四分之一是女教师。

４１９用在某些习惯用语中
犻狀狋犺犲犿狅狉狀犻狀犵在上午　　　　　　　　犻狀狋犺犲犪犳狋犲狉狀狅狅狀在下午

犻狀狋犺犲犲狏犲狀犻狀犵在晚上　 犻狀狋犺犲狀犻犵犺狋在夜里

犻狀狋犺犲犳犻犲犾犱在田野里　 犻狀狋犺犲狊犽狔在空中

犻狀狋犺犲犮狅狌狀狋狉狔在乡间　 犻狀狋犺犲犱犪狉犽在暗处

犻狀狋犺犲狊狌狀在阳光下　 犻狀狋犺犲狉犪犻狀在雨中

犻狀狋犺犲犱犻狊狋犪狀犮犲在远处　 犻狀狋犺犲狊犺犪犱犲在阴凉处

狅狀狋犺犲狉犻犵犺狋在右边　 狅狀狋犺犲犾犲犳狋在左边

犫狔狋犺犲狑犪狔顺便说一下　 犪犾犾狋犺犲狋犻犿犲始终

犻狀狋犺犲犳狉狅狀狋狅犳在……前部　 犻狀狋犺犲犿犻犱犱犾犲狅犳在……中间

犻狀狋犺犲犱犪狔狋犻犿犲白天　 狅狀狋犺犲狑犪狔犺狅犿犲回家途中

犵狅狋狅狋犺犲犮狅狀犮犲狉狋去听音乐会　 犪犾犾狋犺犲狊犪犿犲依然

犻狀狋犺犲犫犲犵犻狀狀犻狀犵开始　 狅狀狋犺犲狑犺狅犾犲总之

犪狋狋犺犲犿狅犿犲狀狋当时，此刻　 犪狋狋犺犲狊犪犿犲狋犻犿犲同时

犪犾犾狋犺犲狔犲犪狉狉狅狌狀犱一年到头　 狅狀狋犺犲狆犾犪狀犲在飞机上

犵狅狋狅狋犺犲犮犻狀犲犿犪去看电影　 犻狀狋犺犲狔犲犪狉２００８在２００８年

犵狅狋狅狋犺犲狋犺犲犪狋狉犲去看戏　 狋犺犲狅狋犺犲狉犱犪狔前几天

犪狋狋犺犲狑犲犲犽犲狀犱周末　 犪狋狋犺犲犫狅狋狋狅犿狅犳在……底部

犻狀狋犺犲犲狀犱终于　 狋犪犽犲狊犫．犫狔狋犺犲犺犪狀犱搀住某人的手

犫狔狋犺犲犿狅狀狋犺按月　 犫犲狆犪犻犱犫狔狋犺犲犱犪狔按日计酬

狊犲犾犾犫狔狋犺犲狆狅狌狀犱按磅出售　 犫狔狋犺犲犱狅狕犲狀成打地

狋犺犲狏犲狉狔狋犺犻狀犵正是那个东西　 狋犺犲狑犺狅犾犲犳犻狏犲犺狅狌狉狊整整５个小时

犿犪犽犲狋犺犲狊犪犿犲犿犻狊狋犪犽犲犯同样的错误

狅狀狋犺犲狅狀犲犺犪狀犱，狅狀狋犺犲狅狋犺犲狉犺犪狀犱一方面，另一方面

　　下面几个短语前不加定冠词：
犪狋犱犪狑狀在黎明　 犪狋狀犻犵犺狋在晚上

犪狋狀狅狅狀在正午　 犪狋犱狌狊犽在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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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犇狅狀狋犿犪犽犲 狊犪犿犲犿犻狊狋犪犽犲犳狅狉狋犺犲狊犲犮狅狀犱狋犻犿犲犻狀 犱犪狔．
犃．狋犺犲；犪　　　　　犅．犪；犪　　　　　犆．狋犺犲；狋犺犲　　　　犇．犪；狋犺犲
［答案］犃。不要在一天中犯两次同样的错误。

２．犜犺犲狔犺犪狏犲犫犲犲狀狑狅狉犽犻狀犵犳狅狉 狑犺狅犾犲狋犺狉犲犲犺狅狌狉狊．
犃．／ 犅．犪 犆．狋犺犲 犇．犪狀
［答案］犆。他们已经工作了整整３个小时。

３．犜犺犪狋狊 狏犲狉狔狋犺犻狀犵犐狏犲犫犲犲狀犾狅狅犽犻狀犵犳狅狉．
犃．犪 犅．犪狀 犆．狋犺犲 犇．／
［答案］犆。那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４２０定冠词的位置

 定冠词与犫狅狋犺，犪犾犾，犺犪犾犳，犱狅狌犫犾犲等词连用修饰名词时，定冠词要放在这些名词之后。
犅狅狋犺狋犺犲犵犻狉犾狊犪狉犲犳狉狅犿犌狉犪犱犲３．这两个女孩都是３年级的。

 定冠词与表示分数、倍数的词连用时，要放在这些词之后。
犜犺犻狊狋犪犫犾犲犻狊狋犺狉犲犲狋犻犿犲狊狋犺犲狊犻狕犲狅犳狋犺犪狋狅狀犲．这 张 桌 子 是 那 张 桌 子 的３倍 大。（比

……大２倍）
犜犺犻狊犺犪犾犾犻狊狅狀犲狋犺犻狉犱狋犺犲犾犲狀犵狋犺狅犳狋犺犪狋狅狀犲．这个大厅是那个大厅的三分之一长。

名词前不用冠词的情况（零冠词） %
５１专有名词前不用冠词

　　专有名词前不用定冠词，包括人名、地名、月份、周日、节日等。

　
熿

燀　

犑犪狀狌犪狉狔一月

犕犪狔五月

犗犮狋狅犫犲狉十月

熿

燀
　　　　　　　　　　

犕狅狀犱犪狔星期一

犉狉犻犱犪狔星期五

犛狌狀犱犪狔

熿

燀

星期天

狊狆狉犻狀犵春天

狊狌犿犿犲狉夏天

犪狌狋狌犿狀秋天

狑犻狀狋犲狉

熿

燀冬天

犕犪狉狔玛丽

犑狅狀犲狊琼斯

犕狉．犅狉狅狑狀布朗先生

犘狉狅犳犲狊狊狅狉犛犿犻狋犺

熿

燀

史密斯教授

犆犺狉犻狊狋犿犪狊犇犪狔圣诞节

犖犲狑犢犲犪狉狊犇犪狔元旦

犖犲狑犢犲犪狉狊犈狏犲除夕

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犇犪狔国庆节

犜犲犪犮犺犲狉狊犇犪狔教师节

犃狊犻犪亚洲

犆犺犻狀犪中国

犅犲犻犼犻狀犵北京

犖犲狑犢狅狉犽纽约

犛犺犪狀犵犺犪犻犚狅犪犱

熿

燀 上海路

犛狆狉犻狀犵犻狊犮狅犿犻狀犵．春天就要到了。
犜犺犲狊犲犫犻狉犱狊犳犾狔狋狅狋犺犲狊狅狌狋犺犻狀狑犻狀狋犲狉．这些鸟冬天飞往南方。
犛犺犲犮犪犿犲狅狀犉狉犻犱犪狔．她星期五来的。

如果月份、季节名词带有修饰语，表示特定的时间，要加定冠词。季节 名 词 在 上 下 文 中 表 示 特 定 的 一 段 时

间，要加定冠词。
犜犺犲狔犫狌犻犾狋狋犺犲犫狉犻犱犵犲犻狀狋犺犲狊狆狉犻狀犵狅犳２００３．他们是在２００３年的春天修建这座桥的。
犜犺犲犳犻狉犲犫狉狅犽犲狅狌狋狅狀狋犺犲犉狉犻犱犪狔狑犺犲狀狋犺犲狔狑犲狉犲狀狅狋犪狋犺狅犿犲．失火是在星期五，当时他们不在家。
犜犺犲狊犲犪狀犻犿犪犾狊犲犪狋狀狅狋犺犻狀犵犪犾犾狋犺狉狅狌犵犺狋犺犲狑犻狀狋犲狉．这些动物整个冬天都不吃东西。
但要说：狋犺犲犛狆狉犻狀犵犉犲狊狋犻狏犪犾（春节），以犳犲狊狋犻狏犪犾组成的节日名称前要加狋犺犲。

狋犺犲犕犻犱犪狌狋狌犿狀犉犲狊狋犻狏犪犾中秋节　　　　　狋犺犲犇狉犪犵狅狀犫狅犪狋犉犲狊狋犻狏犪犾端午节

１．犘犲狅狆犾犲狅犳狋犲狀犵狅狊犽犪狋犻狀犵犻狀 狑犻狀狋犲狉．
犃．／　　　　 　 　犅．狋犺犲　　　　 　 　犆．犪狀　　　　 　 　犇．犪
［答案］犃。人们经常在冬天滑冰。

２．犃狆狉犻犾犮狅犿犲狊犫犲犳狅狉犲 犪狀犱犪犳狋犲狉 ．
犃．狋犺犲犕犪狔；狋犺犲犕犪狉犮犺 犅．犕犪狔；犕犪狉犮犺
犆．犑狌狀犲；犕犪狔 犇．犕犪狉犮犺；犉犲犫狌狉犪狉狔
［答案］犅。４月在５月前３月后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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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物质名词表示一般概念时，不用冠词
犠犪狋犲狉犫狅犻犾狊犪狋１００℃．水在１００摄氏度沸腾。
犚犻犮犲犻狊犵狉狅狑狀犻狀狋犺犲狊狅狌狋犺．南方种水稻。
犜犺犲狔犪狉犲狊犺狅狉狋狅犳犳狅狅犱．他们缺少食物。

如果物质名词表示特指或有定语修饰，则要加定冠词。

　
犛狀狅狑犻狊犳犪犾犾犻狀犵犺犪狉犱．雪正下得很大。
犜犺犲狊狀狅狑犻狀狋犺犲犳犻犲犾犱犺犪狊犿犲犾狋犲犱．田里的雪已经融化了
［ 。
犛犺犲犾犻犽犲狊犿犻犾犽狏犲狉狔犿狌犮犺．她非常喜欢喝牛奶。
犜犺犲犿犻犾犽犻狀狋犺犲犫狅狋狋犾犲犺犪狊犵狅狀犲狊狅狌狉．瓶里的牛奶酸了
［ 。
物质名词用于表示“一客、一杯、一份、一种、一阵”时，要用不定冠词。

犐犱犾犻犽犲犪狀犻犮犲犮狉犲犪犿．我要一客冰淇淋。
犃狋犲犪犪狀犱狋狑狅犮狅犳犳犲犲狊，狆犾犲犪狊犲．请来一杯茶、两杯咖啡。
犜犺犲狉犲狑犪狊犪犺犲犪狏狔狉犪犻狀狋犺犻狊犿狅狉狀犻狀犵．今天早上下了一场大雨。

５３抽象名词表示一般概念时，不用冠词
犉狉犻犲狀犱狊犺犻狆犻狊犿狅狉犲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狋犺犪狀犿狅狀犲狔．友谊比金钱更重要。
犇狅犲狊犺犲犾犻犽犲犿狌狊犻犮？他喜欢音乐吗？

犓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犻狊狆狅狑犲狉．知识就是力量。
犉犪犻犾狌狉犲犻狊狋犺犲犿狅狋犺犲狉狅犳狊狌犮犮犲狊狊．失败乃成功之母。

抽象名词有定语修饰，表示特指时，要加定冠词。

犐犾犻犽犲狋犺犲犿狌狊犻犮狅犳狋犺犲犜犞狆犾犪狔．我喜欢这部电视剧中的音乐。
抽象名词表示“一种，一类，一次，一番，一例”等概念时，要加不定冠词。

犕犪狋犺狊犻狊犪狊犮犻犲狀犮犲．数学是一门科学。
犎犲犾犻狏犲狊犪犺犪狆狆狔犾犻犳犲．他过着幸福的生活。
犛犺犲犺犪狊犪犵狅狅犱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狅犳犈狀犵犾犻狊犺．她精通英语。
犔犲狋狊犵狅犳狅狉犪狊狑犻犿．我们去游泳吧。
犎犲犺犪犱犪狑犪狊犺犳犻狉狊狋．他先洗了洗。
１．—犐狋狊 狀犻犮犲犱犪狔，犻狊狀狋犻狋？

—犢犲狊，犠犺犪狋 犳犻狀犲狑犲犪狋犺犲狉！

犃．犪；犪 犅．狋犺犲；狋犺犲 犆．犪；／ 犇．狋犺犲；／
［答案］犆。—天气很好，不是吗？—是啊，多好的天气啊！

２．犜犺犲犵犻狉犾犾犻犽犲狊 犿狌狊犻犮狏犲狉狔犿狌犮犺．犛犺犲犮犪狀狆犾犪狔 狆犻犪狀狅狏犲狉狔狑犲犾犾．
犃．／；／ 犅．狋犺犲；狋犺犲 犆．／；狋犺犲 犇．狋犺犲；／
［答案］犆。这女孩很喜欢音乐，钢琴弹得很好。

３．犢犲狊狋犲狉犱犪狔犲狏犲狀犻狀犵狑犲犺犪犱 狊狑犻犿，犪狀犱狑犲狀狋 狊犺狅狆狆犻狀犵狋狅犵犲狋犺犲狉．
犃．犪；犪 犅．犪狀；犪狀 犆．犪；／ 犇．／；犪
［答案］犆。昨天晚上，我们一起游泳，然后一起购物。

５４表示一日三餐的名词前不用冠词
犐狌狊狌犪犾犾狔犺犪狏犲犫狉犲犪犽犳犪狊狋犪狋狊犲狏犲狀．我通常在７点钟吃早饭。
犎犲犱狅犲狊狀狋犺犪狏犲犾狌狀犮犺犪狋犺狅犿犲．他通常不在家吃午饭。
犇犻狀狀犲狉犻狊狉犲犪犱狔．饭准备好了。
—犠犺犪狋犱狅狔狅狌狌狊狌犪犾犾狔犺犪狏犲犳狅狉 犫狉犲犪犽犳犪狊狋，犘犲狋犲狉？

—犃犳狉犻犲犱犲犵犵，狋犺狉犲犲狆犻犲犮犲狊狅犳犫狉犲犪犱犪狀犱犪犵犾犪狊狊狅犳犿犻犾犽．
犃．犪 犅．犪狀 犆．狋犺犲 犇．／
［答案］犇。—彼得，你早饭通常吃什么？—一个煎鸡蛋，三片面包和一盒牛奶。

３餐名词前有定语修饰时，特指某一餐，要用不定冠词。

犠犲犺犪犱犪狑狅狀犱犲狉犳狌犾犾狌狀犮犺．我们吃了一顿很丰盛的午餐。
犜犺犲狔犺犪犱犪狀犻犮犲犱犻狀狀犲狉犾犪狊狋狀犻犵犺狋．他们昨晚吃了一顿丰盛的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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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某一次具体的餐食，要用定冠词。

犜犺犲犾狌狀犮犺狑犪狊犮狅狅犽犲犱狑犲犾犾．那顿午饭做得很好。
犇犻犱狔狅狌犲狀犼狅狔狋犺犲犱犻狀狀犲狉犪狋犺犻狊犺狅狌狊犲？他家的饭你喜欢吗？

犿犲犪犾常同不定冠词连用，泛指一顿饭。

犛犺犲犮狅狅犽狊犪犺狅狋犿犲犪犾犻狀狋犺犲犲狏犲狀犻狀犵．晚上她总会烧一顿热饭。
犎犲犺犪犱犪犫犻犵犿犲犪犾犪狋犺犻狊狌狀犮犾犲狊．他在叔叔家大吃了一顿。

５５表示球类、棋牌的名词前不用冠词
犎犲狆犾犪狔狊犳狅狅狋犫犪犾犾犪犳狋犲狉狊犮犺狅狅犾．他放学后踢足球。
犜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狉犲狆犾犪狔犻狀犵犫犪狊犽犲狋犫犪犾犾狅狏犲狉狋犺犲狉犲．学生们在那边打篮球。
犎犲犻狊犵狅狅犱犪狋狆犾犪狔犻狀犵犮犺犲狊狊．他象棋下得好。
犜犺犲狔狆犾犪狔犮犪狉犱狊狅狀犛狌狀犱犪狔狊．他们常在星期天打牌。
犛犺犲狑犪狊狑犪狋犮犺犻狀犵 犜犞狑犺犻犾犲犐狑犪狊狆犾犪狔犻狀犵 犵狅犾犳．
犃．／；狋犺犲 犅．狋犺犲；／ 犆．／；／ 犇．狋犺犲；狋犺犲
［答案］犆。她在看电视的时候，我在打高尔夫球。

５６表示学科、语言的名词前不用冠词
犛犺犲狋犲犪犮犺犲狊犈狀犵犾犻狊犺犻狀犪犿犻犱犱犾犲狊犮犺狅狅犾．她在一所中学教英语。
犆犺犲犿犻狊狋狉狔犻狊狀狅狋犲犪狊狔狋狅犾犲犪狉狀．化学不容易学。
犆犪狀狔狅狌狊狆犲犪犽犑犪狆犪狀犲狊犲？你会说日语吗？

犠犲犺犪狏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犪狀犱犿犪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狊犻狀狋犺犲犿狅狉狀犻狀犵．我们上午学习语文和数学。

　　犾犪狀犵狌犪犵犲前有形容词修饰，特指某国语言时，要用定冠词。
犐狑犪狀狋狋狅犵狅狋狅犘犪狉犻狊狑犺犲狉犲犐犮犪狀犾犲犪狉狀 犉狉犲狀犮犺犾犪狀犵狌犪犵犲．
犃．犪 犅．犪狀 犆．／ 犇．狋犺犲
［答案］犇。我想去巴黎，在那里我可以学习法语。

５７表示称呼语、职位、头衔的名词前不用冠词
犠犺犲狉犲犪狉犲犿狔狊犺狅犲狊，犿狅犿？我的鞋在哪里，妈妈？

犜狅犿，犵狅犪狀犱犳犲狋犮犺狊狅犿犲狑犪狋犲狉．汤姆，去弄点水来。
犖狅狑犮犺犻犾犱狉犲狀，犾犻狊狋犲狀狋狅犿犲犮犪狉犲犳狌犾犾狔．孩子们，请认真听我讲。
犕狉．犡狌狋犲犪犮犺犲狊狌狊犿犪狋犺狊．徐老师教我们数学。
犘狉犲狊犻犱犲狀狋犔犻狑犻犾犾犮狅犿犲狋狅狅狌狉犮犾犪狊狊．李校长将来我们班。
犎犲狑犪狊狅狀犮犲犿犪狔狅狉狅犳狋犺犲犮犻狋狔．他曾经是这个市的市长。
犜犺犲狔犿犪犱犲犺犻犿犿狅狀犻狋狅狉．他们让他当班长。
犑狅犺狀狑犪狊犮犪狆狋犪犻狀狅犳狋犺犲狋犲犪犿．约翰是队长。
５８某些交通工具名称前不用冠词

　犫狔狋狉犪犻狀乘火车（＝狅狀犪狋狉犪犻狀） 　犫狔犫狌狊乘公交车（＝狅狀犪犫狌狊）
犫狔狊犺犻狆乘船（＝狅狀犪狊犺犻狆） 　犫狔狆犾犪狀犲乘飞机（＝狅狀犪狆犾犪狀犲）
犫狔狋犪狓犻乘出租车（＝犻狀犪狋犪狓犻） 　犫狔犮犪狉乘小汽车（＝犻狀犪犮犪狉）
犫狔犫犻犽犲骑自行车（＝狅狀犪犫犻犽犲） 　狅狀犳狅狅狋步行

犫狔犫狅犪狋乘船

犐犵狅狋狅狊犮犺狅狅犾犫狔犫犻犽犲．我骑自行车上学。
犇犻犱狔狅狌犵狅犫狔犪犻狉？你坐飞机去的吗？

犜犺犲狔犮犪犿犲犫狔犾犪狀犱．他们由陆路来的。
犜犺犲犵狅狅犱狊狑犻犾犾犫犲狊犲狀狋狋犺犲狉犲犫狔狑犪狋犲狉．货物将由水路运往那里。

要说狋犪犽犲犪狋犪狓犻／犪狋狉犪犻狀／犪犫狌狊。

表示邮寄方式的名词前也不用冠词，如：狊犲狀犱狊狋犺．犫狔狆狅狊狋／犺犪狀犱由邮局／专人递送某物。

犎犲狊犲狀狋狋犺犲犾犲狋狋犲狉犫狔犪犻狉犿犪犻犾．这封信他寄了航空。
犜犺犲狀犲狑狊犮犪犿犲犫狔犲犿犪犻犾．这个消息是电子邮件传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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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犐狌狊狌犪犾犾狔犵狅狋狅狊犮犺狅狅犾狅狀 犳狅狅狋．
犃．犪 犅．狋犺犲 犆．／ 犇．犪狀
［答案］犆。我通常步行上学。

２．—犠犻犾犾狔狅狌犵犲狋狋犺犲狉犲犫狔 狋狉犪犻狀？

—犖狅，犐犾犾狋犪犽犲 狋犪狓犻．
犃．／；犪 犅．犪；狋犺犲 犆．／；／ 犇．狋犺犲；犪
［答案］犃。—你要乘火车去那里吗？—不，我要坐出租车。

５９犵狅狋狅狊犮犺狅狅犾和犵狅狋狅狋犺犲狊犮犺狅狅犾
某些个体名词，如：狊犮犺狅狅犾，犮犺狌狉犮犺，犺狅狊狆犻狋犪犾，犫犲犱，狆狉犻狊狅狀，狋犪犫犾犲等，表示抽象意义

或相关的活动时，不加冠词；而如果表示具体地点，则要加定冠词。

　
犜犺犲犮犺犻犾犱狉犲狀犵狅狋狅狊犮犺狅狅犾犪狋狊犲狏犲狀犲狏犲狉狔犿狅狉狀犻狀犵．孩子们每天早晨７点钟上学。
犉犪狋犺犲狉狑犲狀狋狋狅狋犺犲狊犮犺狅狅犾狋狅狊犲犲犕狉．犆犺犲狀．父亲去学校看望陈老师［ 。
犐犵狅狋狅犫犲犱犪狋犪犫狅狌狋犲犾犲狏犲狀．我大约１１点钟睡觉。
犎犲狊犪狋狅狀狋犺犲犫犲犱犪狀犱狑犪狋犮犺犲犱犜犞．他坐在床上看电视［ 。
犜犺犲狔犪狉犲犻狀犮犺狌狉犮犺狀狅狑．他们正在做礼拜。
犐狆犪狊狊犲犱狋犺犲犮犺狌狉犮犺狅狀犿狔狑犪狔犺狅犿犲．我回家的路上经过那个教堂［ 。
犎犲狑犪狊狊犲狀狋狋狅狆狉犻狊狅狀犳狅狉狊狋犲犪犾犻狀犵．他因偷窃而坐牢。
犃狋狋犺犲犲狀犱狅犳狋犺犲狉狅犪犱狔狅狌犮犪狀狊犲犲狋犺犲狆狉犻狊狅狀．在路的尽头，你能看见那所监狱［ 。
犜犺犲犠犪狀犵狊犪狉犲犪狋狋犪犫犾犲．王家一家人在吃饭。
犐狊狋犺犻狊狋犺犲狋犪犫犾犲狔狅狌犫狅狌犵犺狋狔犲狊狋犲狉犱犪狔？这就是你昨天买的那张桌子吗［ ？

犐狑犲狀狋狋狅狋狅狑狀狋狅犱狅狊狅犿犲狊犺狅狆狆犻狀犵狔犲狊狋犲狉犱犪狔．我昨天进城购物。
犎犲狑犪狊犫狅狉狀犻狀狋犺犲狋狅狑狀犳犻犳狋犲犲狀狔犲犪狉狊犪犵狅．他１５年前出生在那座小城里［ 。
犎犲犻狊狊犲狉犻狅狌狊犾狔犻犾犾犪狀犱犿狌狊狋犫犲狊犲狀狋狋狅犺狅狊狆犻狋犪犾犪狋狅狀犮犲．他病得很重，必须马上送

医院。
犎犲犻狊犵狅犻狀犵狋狅狋犺犲犺狅狊狆犻狋犪犾狋狅犫狌狔狊狅犿犲犿犲犱犻犮犻狀犲．他打算去医院买些药
［

。
犵狅狋狅犮狅犾犾犲犵犲上大学

犵狅狋狅狋犺犲犮狅犾犾犲犵犲去那所大学（办事［ ）
犵狅狋狅（狋犺犲）犿犪狉犽犲狋狋狅犫狌狔犳狅狅犱上市场买菜

狅狀狋犺犲犿犪狉犽犲狋［ 出售

犠犲狌狊狌犪犾犾狔犵狅狋狅 狊犮犺狅狅犾狅狀狑犲犲犽犱犪狔狊，犪狀犱狊狅犿犲狋犻犿犲狊犵狅狋狅 犮犻狀犲犿犪犪狋
狑犲犲犽犲狀犱狊．
犃．／；狋犺犲 犅．狋犺犲；狋犺犲 犆．狋犺犲；／ 犇．／；／
［答案］犃。我们通常周一至周五去上学，周末有时去看电影。

在犮犻狀犲犿犪，狋犺犲犪狋犲狉前常要用定冠词。

犛犺犲狑犲狀狋狋狅狋犺犲犮犻狀犲犿犪／犿狅狏犻犲狊狅狀犮犲犪狑犲犲犽．她每周看一次电影。
犜犺犲狔狑犲狀狋狋狅狋犺犲狋犺犲犪狋犲狉犾犪狊狋狀犻犵犺狋．他们昨晚去看戏了。
犎犲狆狉犲犳犲狉狊狋犺犲犮犻狀犲犿犪狋狅狋犺犲狋犺犲犪狋犲狉．他喜欢看电影，不喜欢看戏。

犻狀犳狉狅狀狋狅犳表示“在……前面”，相当于犫犲犳狅狉犲，而犻狀狋犺犲犳狉狅狀狋狅犳则表示“在某物内部的前部”。

　
犜犺犲犱狉犻狏犲狉狊犪狑犪犫狅狔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犻狀犳狉狅狀狋狅犳狋犺犲犫狌狊．司机看见一个男孩站在公共汽车的前面。
犜犺犲犱狉犻狏犲狉狊犪狋犻狀狋犺犲犳狉狅狀狋狅犳狋犺犲犫狌狊．司机坐在公共汽车的前部
［ 。

比较：
犫狔狊犲犪乘船

犫狔狋犺犲狊犲犪［ 在海边　　　　　
犪狋狊犮犺狅狅犾在上学

犪狋狋犺犲狊犮犺狅狅犾［ 在学校里　　　　　
犻狀犮犾犪狊狊在上课

犻狀狋犺犲犮犾犪狊狊［ 在班级里

狅狀犲犪狉狋犺究竟

狅狀狋犺犲犲犪狉狋犺［ 在地球上
犻狀犫犲犱（躺、睡、病）在床上

犻狀狋犺犲犫犲犱（某物）［ 在床上
犻狀犳狌狋狌狉犲今后

犻狀狋犺犲犳狌狋狌狉犲［ 将来

狀犲狓狋狔犲犪狉明年（现在说）
狋犺犲狀犲狓狋狔犲犪狉第二年（过去说［ ）

５１０表示泛指一类人或物的复数名词前不用冠词
犅犻狉犱狊犪狉犲狅狌狉犳狉犻犲狀犱狊．鸟是我们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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犠犲犪狉犲犳狅狀犱狅犳狊狆狅狉狋狊．我们喜爱运动。
犜犲犪犮犺犲狉狊狊犺狅狌犾犱犫犲犽犻狀犱狋狅狋犺犲犻狉狊狋狌犱犲狀狋狊．教师应该对学生友善。
犅狅狔狊犪狉犲狌狊狌犪犾犾狔狊狋狉狅狀犵犲狉狋犺犪狀犵犻狉犾狊．男孩子通常比女孩子力气大。

　　表示某一类人或物时，可用下面３种方法：

狗是忠实的动物。
犜犺犲犱狅犵犻狊犪犳犪犻狋犺犳狌犾犪狀犻犿犪犾．（用定冠词）
犃犱狅犵犻狊犪犳犪犻狋犺犳狌犾犪狀犻犿犪犾．（用不定冠词）
犇狅犵狊犪狉犲犳犪犻狋犺犳狌犾犪狀犻犿犪犾狊．（用复数形式，不加定冠词
［

）

５１１不可说犪犿狔犫狅狅犽
名词前有物主代词、指示代词、不定代词、疑问代词或名词所有格时，不可再加冠词。

这是我的书。 犜犺犻狊犻狊犪犿狔犫狅狅犽．（误）
犜犺犻狊犻狊犿狔犫狅狅犽．（正［ ）

汤姆的母亲是一位医生。 犜犺犲犜狅犿狊犿狅狋犺犲狉犻狊犪犱狅犮狋狅狉．（误）
犜狅犿狊犿狅狋犺犲狉犻狊犪犱狅犮狋狅狉．（正［ ）

犠犺犻犮犺犫狌狊犱犻犱狔狅狌狋犪犽犲？你乘哪路公共汽车？

５１２家庭成员名称前不用冠词
犿狅狋犺犲狉，犳犪狋犺犲狉，狌狀犮犾犲，犪狌狀狋等家庭成 员，包 括狀狌狉狊犲（保 姆），当 作 专 有 名 词 用 时，

不加冠词，但即使不在句首也要大写。
犕狅狋犺犲狉犻狊狑犪狋犲狉犻狀犵狋犺犲犳犾狅狑犲狉狊．妈妈在浇花。
犉犪狋犺犲狉犺犪狊犵狅狀犲犳犻狊犺犻狀犵．父亲钓鱼去了。
犝狀犮犾犲犫狅狌犵犺狋犪狋狅狔犳狅狉犿犲．舅舅给我买了一个玩具。
犖狌狉狊犲犻狊犽犻狊狊犻狀犵犅犪犫狔．阿姨在亲吻宝宝。
５１３两个平行、并列的名词前不用冠词
犪狉犿犻狀犪狉犿 臂挽臂　　　　　　　　　　　犺犪狀犱犻狀犺犪狀犱手拉手

狊犻犱犲犫狔狊犻犱犲肩并肩 犳犪犮犲狋狅犳犪犮犲面对面

犳犪狋犺犲狉犪狀犱狊狅狀父子 犿狅狋犺犲狉犪狀犱犮犺犻犾犱母子

狅狀犲犫狔狅狀犲一个接一个 犱犪狔犫狔犱犪狔一天一天的

犫狉狅狋犺犲狉犪狀犱狊犻狊狋犲狉兄妹 犺狌狊犫犪狀犱犪狀犱狑犻犳犲夫妻

狊狌狀犪狀犱犿狅狅狀日月 犱犪狔犪狀犱狀犻犵犺狋日日夜夜

犳狉狅犿狋犻犿犲狋狅狋犻犿犲时时，不时 狊狋犲狆犫狔狊狋犲狆循序渐进

犳狉狅犿犲犪狊狋狋狅狑犲狊狋从东到西 犳狉狅犿犱狅狅狉狋狅犱狅狅狉挨家挨户

犻狀犮犺犫狔犻狀犮犺慢慢地 狋狑狅犫狔狋狑狅两个两个地

犾犻狋狋犾犲犫狔犾犻狋狋犾犲一点一点地 犳狉狅犿犫犲犵犻狀狀犻狀犵狋狅犲狀犱自始至终

犺狅狌狉犪犳狋犲狉犺狅狌狉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 犳狉狅犿犿狅狉狀犻狀犵狋犻犾犾狀犻犵犺狋从早到晚

犜犺犲狔犪狉犲犱狅犮狋狅狉犪狀犱狆犪狋犻犲狀狋．他们是医生和病人。
犉犪狋犺犲狉犪狀犱狊狅狀犪狉犲狆犾犪狔犻狀犵犮犺犲狊狊．父子两人在下棋。
犜犺犲狔犪狉犲狑犪犾犽犻狀犵犱狅狑狀狋犺犲狉狅犪犱狊犻犱犲犫狔狊犻犱犲．他们肩并肩在路上走着。
犎狌狊犫犪狀犱犪狀犱狑犻犳犲犪狉犲狊犻狋狋犻狀犵犻狀狋犺犲狉狅狅犿．夫妻俩在房间里坐着。
５１４称呼或表示头衔的名词前不用冠词
犜犲犾犾犿犲狔狅狌狉狀犪犿犲，狔狅狌狀犵犿犪狀．年轻人，告诉我你的名字。
犘狉狅犳犲狊狊狅狉犠犪狀犵犻狊狅狏犲狉狋犺犲狉犲．王教授在那边。

５１５犪狊犻狀犵犲狉犪狀犱犱犪狀犮犲狉和犪狊犻狀犵犲狉犪狀犱犪犱犪狀犮犲狉
两个名词共用一个冠词，表示同一个人或物；两个名词前各有冠 词 时，则 表 示 两 个

人或物。
犪犫犾犪犮犽犪狀犱狑犺犻狋犲犮犪狋一只花猫

犪犫犾犪犮犽（犮犪狋）犪狀犱犪狑犺犻狋犲犮犪狋［ 一只黑猫和一只白猫

犛犺犲犻狊犪狊犻狀犵犲狉犪狀犱犱犪狀犮犲狉．她是歌唱家，同时也是舞蹈家。
犜犺犲狔犪狉犲犪狊犻狀犵犲狉犪狀犱犪犱犪狀犮犲狉．他们是一位歌唱家和一位舞蹈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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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犺犲狋犲犪犮犺犲狉犪狀犱狑狉犻狋犲狉犺犪狊犮狅犿犲．那位教师兼作家已经来了。
犜犺犲狋犲犪犮犺犲狉犪狀犱狋犺犲狑狉犻狋犲狉犺犪狏犲犮狅犿犲．那位教师和那位作家已经来了［ 。
犐狋犻狊犪狀犈狀犵犾犻狊犺犪狀犱犆犺犻狀犲狊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犪狉狔．这是一本英汉词典。
犜犺犲狔犪狉犲犪狀犈狀犵犾犻狊犺犪狀犱犪犆犺犻狀犲狊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犪狉狔．它们是一本英语词典和一本汉语词典［ 。

　　比较下面几组短语的不同含义：
狋犪犽犲狆犾犪犮犲发生，举行

狋犪犽犲狊犫．狊狆犾犪犮犲
［

代替某人

狅狌狋狅犳狇狌犲狊狋犻狅狀一定，毫无问题

狅狌狋狅犳狋犺犲狇狌犲狊狋犻狅狀不可能的，［
办不到的

狅狀犲犪狉狋犺究竟，到底（用于加强语气）
狅狀狋犺犲犲犪狉狋犺
［

在地球上

狀犲狓狋狑犲犲犽／犿狅狀狋犺下周／下个月（以现在看将来）
狋犺犲狀犲狓狋狑犲犲犽／犿狅狀狋犺第二周／下个月（在过去或将来某一时间之后）
注意：这两个短语中，前者可以代替后者，而后者不能代替前者
［

。
犳狅狌狉狅犳狋犺犲犿 他们当中４人（不只４人）
狋犺犲犳狅狌狉狅犳狋犺犲犿 他们４人（共计４人
［ ）
犜犺犲犪犮犮犻犱犲狀狋狋狅狅犽狆犾犪犮犲犾犪狊狋狀犻犵犺狋．这场事故是昨天夜里发生的。
犑狅犺狀犻狊狋狅狅犻犾犾狋狅犮狅犿犲，狊狅犐犿狋犪犽犻狀犵犺犻狊狆犾犪犮犲．约翰生病了，来不了，所以我将代替他
［ 。
犐狋犻狊狅狌狋狅犳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狋犺犪狋犺犲狑犻犾犾狑犻狀狋犺犲犿犪狋犮犺．他一定会赢得这场比赛的。
犃犺狅犾犻犱犪狔犳狅狉犿犲狋犺犻狊狔犲犪狉犻狊狅狌狋狅犳狋犺犲狇狌犲狊狋犻狅狀．我今年休假是不可能的了
［ 。
犠犺犪狋狅狀犲犪狉狋犺犱狅狔狅狌狑犪狀狋？你究竟要什么？

犜犺犲狉犲犪狉犲犪犾犾犽犻狀犱狊狅犳犾犻狏犻狀犵狋犺犻狀犵狊狅狀狋犺犲犲犪狉狋犺．地球上有各种各样的生物
［ 。
犎犲狑犻犾犾狉犲狋狌狉狀狀犲狓狋狑犲犲犽．他下周返回。
犎犲狉犲狋狌狉狀犲犱狅狀犕犪狔１０狋犺犪狀犱犳犾犲狑狋狅犅犲犻犼犻狀犵狋犺犲狀犲狓狋狑犲犲犽．他５月１０日返回的，第二周又飞往北

京去了
［

。
犜犺犲狉犲犪狉犲犳狅狉狋狔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狀狋犺犲犮犾犪狊狊犪狀犱犳狅狌狉狅犳狋犺犲犿犪狉犲犵犻狉犾狊．这个班上有４０名学生，其中４名是

女生。
犑犻犿，犅狅犫，犔狌犮狔犪狀犱犔犻狀犱犪犾狅狊狋狋犺犲犻狉狑犪狔犻狀狋犺犲犳狅狉犲狊狋犪狀犱狋犺犲犳狅狌狉狅犳狋犺犲犿犱犻犱狀狋犲犪狋犪狀狔狋犺犻狀犵犳狅狉
犪狑犺狅犾犲犱犪狔．吉姆、鲍勃、露茜和琳达在森林中迷了路，４个人一整天都没吃到东西

熿

燀 。

５１６某些习惯用语中不用冠词
狊狋犪狔犻狀犫犲犱待在床上 犵狅狋狅犫犲犱上床睡觉

犪狋犺狅犿犲在家 犻狀狋犻犿犲按时

狅狀狋犻犿犲准时 犪狋犳犻狉狊狋起初

犪狋犾犪狊狋终于 犾狅狊犲犺犲犪狉狋灰心

犻狀犳犪犮狋事实上 狅狀犳狅狅狋步行

狅狀犺狅犾犻犱犪狔在度假 狅狀犱狌狋狔值日

狅狀狊犺狅狑在展出 犪狋狋犻犿犲狊有时候

犻狀狋狉狅狌犫犾犲处于困境 犪犳狋犲狉犮犾犪狊狊课后

狅狀犳犻狉犲着火 犪狋狀犻犵犺狋在夜间

狊狋犪狔犪狋犺狅犿犲待在家里 犫狔犫狌狊乘公交车

犫狔犪犻狉／狆犾犪狀犲乘飞机 犫狔狊犲犪乘船，走海路

犫狔犾犪狀犱走陆路，由陆路 狑犻狋犺狆犾犲犪狊狌狉犲乐意地

狑犻狋犺犼狅狔高兴地 狑犻狋犺犪狀犵犲狉生气地

狑犻狋犺犱犻犳犳犻犮狌犾狋狔吃力地 狑犻狋犺犽犻狀犱狀犲狊狊亲切地

犫狔犱犪狔白天 犫狔狀犻犵犺狋晚上

犫狔犫狅犪狋乘船 犫狔犿犻狊狋犪犽犲错误地

狑犪犾犽犫狔犿狅狅狀犾犻犵犺狋在月光下散步 狊犲狀犱狊狋犺．犫狔狆狅狊狋由邮局寄某物

犢犲狊狋犲狉犱犪狔犐犮犪狌犵犺狋 犫犪犱犮狅犾犱犪狀犱犺犪犱狋狅狊狋犪狔犻狀 犫犲犱犪犾犾犱犪狔．
犃．犪；狋犺犲　　　　　犅．／；／　　　　　犆．犪；／　　　　　犇．／；狋犺犲
［答案］犆。我昨天得了重感冒，不得不整天卧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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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测试练习 &
１ 用ａ或ａｎ填空
１． 犵狌狀　 ２． 犮狅狌狀狋狉狔
３． 犺狅狌狉　 ４． 犺狅狋犲犾
５． 狌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６． 狌犿犫狉犲犾犾犪
７． 犿狅狌狀狋犪犻狀　 ８． 犲狔犲
９． 犻狊犾犪狀犱　 １０． 犪狌狀狋
１１． 犪犻狉狆狅狉狋　 １２． 犺狅狌狊犲
１３． 犲狓犪犿狆犾犲　 １４． 狌狊犲犳狌犾狋狅狅犾
１５． 狌狀犮犾犲　 １６． 犝犉犗
１７． １１狔犲犪狉狅犾犱犮犺犻犾犱　 １８． 犲犵犵
１９． 犺狅狀狅狌狉　 ２０． 狅犳犳犻犮犻犪犾
２１． 狅犻犾犳犻犲犾犱　 ２２． 犲狀犵犻狀犲犲狉
２３． 犪狀犻犿犪犾　 ２４． 犻狀狀
２５． 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犻狀犵狊狋狅狉狔　 ２６． 狊
２７． 狆　 ２８． 狅
２９． 犪狑犪狉犱　 ３０． 犲犾犲狆犺犪狀狋
２ 用适当的冠词填空
１． 犿狅狅狀犻狊狉犻狊犻狀犵犻狀 犲犪狊狋．
２．犎犲犫狅狌犵犺狋 狉犪犻狀犮狅犪狋犪狀犱 狌犿犫狉犲犾犾犪犻狀狋犺犲狊犺狅狆．
３．犜犺犲狉犲犻狊 犳犾狅狑犲狉犵犪狉犱犲狀犻狀犳狉狅狀狋狅犳 犺狅狌狊犲．
４．犎犲狌狊犲犱狋狅犫犲 犺狌狀狋犲狉，犫狌狋狀狅狑犺犲犺犪狊犫犲犮狅犿犲 狅犻犾狑狅狉犽犲狉．
５．犐狌狊狌犪犾犾狔犵狅狅狌狋犳狅狉 狑犪犾犽犻狀 犲狏犲狀犻狀犵．
６．犛犪犾犾狔犺犪狊犵狅狀犲狋狅犅犲犻犼犻狀犵， 犮犪狆犻狋犪犾狅犳 犆犺犻狀犪．
７．犐狋犺犻狀犽狋犺犻狊犻狊 狊犺狅狉狋犲狊狋狑犪狔狋狅 犫狅狅犽狊狋狅狉犲．
８．犎犲犻狊狅狀犲狅犳 犫犲狊狋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狀 狊犮犺狅狅犾．
９． 狋狅狆狅犳 犿狅狌狀狋犪犻狀犻狊犮狅狏犲狉犲犱狑犻狋犺 狊狀狅狑．
１０．犑狅犺狀犾犻犽犲狊狋狅狆犾犪狔 狏犻狅犾犻狀犫狌狋犐犾犻犽犲狋狅犾犻狊狋犲狀狋狅 犿狌狊犻犮．
１１． 犿犪狋犮犺犫犲狋狑犲犲狀 犆犾犪狊狊１犪狀犱 犆犾犪狊狊２犻狊狏犲狉狔犲狓犮犻狋犻狀犵．
１２．犐狊狆犲狀狋 犛狆狉犻狀犵犉犲狊狋犻狏犪犾狑犻狋犺犿狔狆犪狉犲狀狋狊犻狀 狊狅狌狋犺犾犪狊狋狔犲犪狉．
１３． 犑狅犺狀狊狅狀狊犾犻狏犲狅狀 犗狓犳狅狉犱犛狋狉犲犲狋．
１４．犜犺犲狔犪狉狉犻狏犲犱犻狀 犖犲狑犢狅狉犽狅狀 狋犲狀狋犺狅犳 犑狌犾狔．
１５．犎犲狑犪狊 犫狉犻犵犺狋狊狋狌犱犲狀狋犪狀犱狑犲狀狋狋狅 犮狅犾犾犲犵犲犪狋狋犺犲犪犵犲狅犳犳犻犳狋犲犲狀．
３ 经典考题
１．犢犲狊狋犲狉犱犪狔 ８狔犲犪狉狅犾犱犫狅狔犳犲犾犾犻狀狋狅狋犺犲狉犻狏犲狉． 犫狅狔狑犪狊狊犪狏犲犱犫狔犪狆狅犾犻犮犲
犿犪狀．
犃．犪狀；犃　 　　　　犅．犪狀；犜犺犲　 　　　　犆．犪；犜犺犲　 　　　　犇．犪；犃狀

２．犜犺犲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狔狅狌狀犵犻狊犪犾狑犪狔狊 犺狅狋犪狀犱狊犲狉犻狅狌狊狋狅狆犻犮．
犃．狋犺犲 犅．犪 犆．犪狀 犇．／

３．—犕狅犿，犐狀犲犲犱狋犻犿犲狋狅狉犲犾犪狓．犇狅狀狋狔狅狌犽狀狅狑犪犾犾狑狅狉犽犪狀犱狀狅狆犾犪狔犿犪犽犲狊犑犪犮犽
犱狌犾犾犫狅狔．
—犢犲狊，犐犱狅．犅狌狋犐犪犾狊狅犽狀狅狑犺犪狉犱狑狅狉犽犾犲犪犱狊狋狅 狊狌犮犮犲狊狊．
犃．狋犺犲；狋犺犲 犅．犪；狋犺犲 犆．犪狀；／ 犇．犪；／

４．犃狊狑犲犽狀狅狑，犈狀犵犾犪狀犱犻狊 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犮狅狌狀狋狉狔犪狀犱犛犻狀犵犪狆狅狉犲犻狊 犃狊犻犪狀犮狅狌狀狋狉狔．
犃．犪狀；犪狀 犅．犪狀；犪 犆．犪；犪 犇．犪；犪狀

５．—犠犺犪狋犱狅犲狊犕犻犮犺犪犲犾犾狅狅犽犾犻犽犲？
—犎犲犺犪狊犫犻犵犲狔犲狊犪狀犱 狑犻犱犲犿狅狌狋犺．
犃．犪 犅．犪狀 犆．狋犺犲 犇．／

６．—犠犺犪狋狊狔狅狌狉犳犪狏狅狉犻狋犲犳狉狌犻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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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犃狆狆犾犲狊．犢狅狌犽狀狅狑， 犪狆狆犾犲犪犱犪狔犽犲犲狆狊狋犺犲犱狅犮狋狅狉犪狑犪狔．
犃．犪 犅．犪狀 犆．狋犺犲 犇．／

７．犔狌犮狔犻狊 犵狅狅犱犵犻狉犾．犛犺犲狅犳狋犲狀犺犲犾狆狊狅狋犺犲狉狊．
犃．犪 犅．犪狀 犆．狋犺犲 犇．／

８．—犇狅狔狅狌犽狀狅狑犜犪犻狑犪狀，犑犲狀狀狔？
—犢犲狊，狅犳犮狅狌狉狊犲．犜犪犻狑犪狀犻狊 犻狊犾犪狀犱．犐狋犫犲犾狅狀犵狊狋狅犆犺犻狀犪．
犃．犪 犅．犪狀 犆．狋犺犲 犇．／

９．犜犺犲狉犲犻狊 犾狅犮犪犾狊犺狅狆犳狅狉狆犲狅狆犾犲狋狅犫狌狔犱犪犻犾狔狋犺犻狀犵狊犻狀狋犺犲狊犿犪犾犾狏犻犾犾犪犵犲．
犃．犪 犅．犪狀 犆．狋犺犲 犇．／

１０．—犛狅狀犻犪，犱狅狔狅狌犽狀狅狑 狀犲狑犮犾狌犫犻狀狔狅狌狉狊犮犺狅狅犾？
—犗犳犮狅狌狉狊犲．犐犿狅狀犲狅犳犻狋狊犿犲犿犫犲狉狊．
犃．犪 犅．犪狀 犆．狋犺犲 犇．／

１１．—犐犼狌狊狋犺犪狏犲 犮狌狆狅犳犿犻犾犽犳狅狉 犫狉犲犪犽犳犪狊狋．
—犜犺犪狋狊狀狅狋犲狀狅狌犵犺．
犃．犪；犪 犅．狋犺犲；狋犺犲 犆．犪；／ 犇．狋犺犲；犪

１２．—犐犺犲犪狉狋犺犲狉犲犾犾犫犲 狋犪犾犽狅狀狋犲犲狀犪犵犲狆狉狅犫犾犲犿狊狀犲狓狋犕狅狀犱犪狔．
—犇狅狔狅狌犿犲犪狀 狋犪犾犽狅狌狉狋犲犪犮犺犲狉犪狊犽犲犱狌狊狋狅犾犻狊狋犲狀狋狅？

犃．犪；狋犺犲 犅．犪；犪 犆．狋犺犲；狋犺犲 犇．狋犺犲；犪
１３．—犔犻犾狔，狅狆犲狀 犱狅狅狉，狆犾犲犪狊犲．

—犐犿犮狅犿犻狀犵．
犃．犪 犅．犪狀 犆．狋犺犲 犇．／

１４．—犠犺犪狋狊犺犪犾犾狑犲犺犪狏犲犳狅狉狊狌狆狆犲狉？
—犐犫狅狌犵犺狋 犫犻犵犳犻狊犺犪狋 狅狀犾狔犿犪狉犽犲狋狀犲犪狉犿狔狅犳犳犻犮犲．
犃．犪；犪 犅．犪；狋犺犲 犆．狋犺犲；／ 犇．狋犺犲；狋犺犲

１５．犐犾狅狅犽犲犱狌狀犱犲狉 狋犪犫犾犲犪狀犱犳狅狌狀犱 狆犲狀犐犾狅狊狋狔犲狊狋犲狉犱犪狔．
犃．狋犺犲；犪 犅．狋犺犲；狋犺犲 犆．／；狋犺犲 犇．狋犺犲；／

１６．—犠犻犾犾狔狅狌犵犲狋狋犺犲狉犲犫狔 狋狉犪犻狀？
—犖狅，犐犾犾狋犪犽犲 狋犪狓犻．
犃．／；犪 犅．犪；狋犺犲 犆．／；／ 犇．狋犺犲；犪

１７．—犐狊犻狋 狊狋犪犿狆犐狏犲狋狅犾犱狔狅狌犪犫狅狌狋？
—犢犲狊，犻狊狀狋犻狋 狑狅狀犱犲狉犳狌犾狅狀犲？

犃．犪；犪 犅．犪；狋犺犲 犆．狋犺犲；犪 犇．狋犺犲；狋犺犲
１８．犐狌狊狌犪犾犾狔犵狅狅狌狋犳狅狉 狑犪犾犽犪犳狋犲狉 狊狌狆狆犲狉．

犃．犪；／ 犅．／；狋犺犲 犆．犪；犪 犇．狋犺犲；犪
１９．犇犪狏犻犱犾犻犽犲狊狆犾犪狔犻狀犵 狆犻犪狀狅，犫狌狋犺犲犱狅犲狊狀狋犾犻犽犲狆犾犪狔犻狀犵 犳狅狅狋犫犪犾犾．

犃．狋犺犲；／ 犅．狋犺犲；狋犺犲 犆．／；狋犺犲 犇．／；／
２０．犘犪狊狊犿犲 犱犻犮狋犻狅狀犪狉狔狀犲狓狋狋狅狋犺犲狉犪犱犻狅，犪狀犱犐犪犾狊狅狀犲犲犱 狆犲狀狋狅狑狉犻狋犲狊狅犿犲
狋犺犻狀犵．
犃．犪；犪 犅．狋犺犲；狋犺犲 犆．狋犺犲；犪 犇．犪；狋犺犲

２１．—犐狊犻狋 犵犻狉犾狔狅狌狊犪狑犾犪狊狋狀犻犵犺狋？
—犢犲狊，狊犺犲犻狊 狏犲狉狔狀犻犮犲犵犻狉犾．
犃．犪；狋犺犲 犅．狋犺犲；犪 犆．犪；犪 犇．狋犺犲；狋犺犲

２２．犠犲犮犪狀狊犲犲 狊狌狀犪狀犱 犿狅狅狀犻狀 狆犻犮狋狌狉犲．
犃．犪；狋犺犲；狋犺犲 犅．狋犺犲；犪；狋犺犲 犆．狋犺犲；狋犺犲；狋犺犲 犇．犪；狋犺犲；犪

２３．—犠犺狅犻狊 犾犪犱狔狅狏犲狉狋犺犲狉犲？
—犛犺犲犻狊 犳犪犿狅狌狊犈狀犵犾犻狊犺狋犲犪犮犺犲狉．犛犺犲狋犲犪犮犺犲狊犈狀犵犾犻狊犺犻狀狅狌狉犛犮犺狅狅犾．
犃．狋犺犲；狋犺犲 犅．犪；犪 犆．犪；狋犺犲 犇．狋犺犲；犪

２４．犕犪狉狔犺犪狊 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犪狉狔．犛犺犲犵狅狋 犳狉狅犿犺犲狉狌狀犮犾犲．
犃．犪；犻狋 犅．犪狀；犻狋 犆．狋犺犲；犻狋 犇．／；犻狋

２５．犜犺犲犱狅犮狋狅狉狋狅犾犱狋犺犲狆犪狋犻犲狀狋狋狅狋犪犽犲 犿犲犱犻犮犻狀犲狋犺狉犲犲狋犻犿犲狊 犱犪狔．
犃．犪；犪 犅．狋犺犲；狋犺犲 犆．狋犺犲；犪 犇．犪；狋犺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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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名　词

概述 !
　　表示人、事物、时间、地点或抽象概念名称的词叫做名词。
　
　
犈狀犵犾犪狀犱英国 犃犾犻犮犲艾丽丝 犾狅狏犲爱 犿狅狉狀犻狀犵早晨

犪犻狉空气 犫犻狉犱鸟 犳犾狅狑犲狉花 犿狌狊犻犮音乐

犅犲犻犼犻狀犵北京

名词的种类 "
　　名词可分为两大类：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
２１专有名词

表示人、事物、地方、机 构、团 体、国 家、节 日、月 份、星 期、杂 志、山、江 河、湖 海 等 的
专有名称的词叫专有名词。专有名词的第一个字母通常要大写。
犃狊犻犪亚洲 犆犺犻狀犪中国

犔狌犡狌狀鲁迅　 犜狅犿 汤姆

犗犮狋狅犫犲狉１０月　 犉狉犻犱犪狔星期五

犕狅狌狀狋犜犪犻泰山　 狋犺犲犠犲狊狋犔犪犽犲西湖

犆犺狉犻狊狋犿犪狊圣诞节　 犕狅狋犺犲狉狊犇犪狔母亲节

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犇犪狔国庆节　 犖狅．１犕犻犱犱犾犲犛犮犺狅狅犾第一中学

狋犺犲犢犪狀犵狋狕犲犚犻狏犲狉长江　 狋犺犲犘犲狅狆犾犲狊犎狅狊狆犻狋犪犾人民医院

狋犺犲犘犲狅狆犾犲狊犇犪犻犾狔《人民日报》 狋犺犲犖犲狑犢狅狉犽犜犻犿犲狊《纽约时报》
狋犺犲犌狉犲犪狋犎犪犾犾狅犳狋犺犲犘犲狅狆犾犲人民大会堂

狋犺犲犆狅犿犿狌狀犻狊狋犘犪狉狋狔狅犳犆犺犻狀犪中国共产党

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狅犳犃犿犲狉犻犮犪美利坚合众国，美国

　　常见的表示国籍的专有名词及其形容词：

国　　名 个人单数 个人复数 全体人民 形容词

犆犺犻狀犪中国 犪犆犺犻狀犲狊犲 犆犺犻狀犲狊犲 狋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 犆犺犻狀犲狊犲

犃犿犲狉犻犮犪美国 犪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狀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狊 狋犺犲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狊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

犚狌狊狊犻犪俄国 犪犚狌狊狊犻犪狀 犚狌狊狊犻犪狀狊 狋犺犲犚狌狊狊犻犪狀狊 犚狌狊狊犻犪狀

犉狉犪狀犮犲法国 犪犉狉犲狀犮犺犿犪狀 犉狉犲狀犮犺犿犲狀 狋犺犲犉狉犲狀犮犺 犉狉犲狀犮犺

犌犲狉犿犪狀狔德国 犪犌犲狉犿犪狀 犌犲狉犿犪狀狊 狋犺犲犌犲狉犿犪狀狊 犌犲狉犿犪狀

犑犪狆犪狀日本 犪犑犪狆犪狀犲狊犲 犑犪狆犪狀犲狊犲 狋犺犲犑犪狆犪狀犲狊犲 犑犪狆犪狀犲狊犲

犈狀犵犾犪狀犱英国 犪狀犈狀犵犾犻狊犺犿犪狀 犈狀犵犾犻狊犺犿犲狀 狋犺犲犈狀犵犾犻狊犺 犈狀犵犾犻狊犺

犆犪狀犪犱犪加拿大 犪犆犪狀犪犱犻犪狀 犆犪狀犪犱犻犪狀狊 狋犺犲犆犪狀犪犱犻犪狀狊 犆犪狀犪犱犻犪狀

犃狌狊狋狉犪犾犻犪澳大利亚 犪狀犃狌狊狋狉犪犾犻犪狀 犃狌狊狋狉犪犾犻犪狀狊 狋犺犲犃狌狊狋狉犪犾犻犪狀狊 犃狌狊狋狉犪犾犻犪狀

犛狑犻狋狕犲狉犾犪狀犱瑞士 犪犛狑犻狊狊 犛狑犻狊狊 狋犺犲犛狑犻狊狊 犛狑犻狊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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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普通名词
普通名词是人、物、物质或抽象概念的一般名称。普通名词 又 可 分 为 个 体 名 词、集

体名词、物质名词和抽象名词。
类别 定　　义 例　　词

个体
名词

某 一 类 人 或 物
的个体

犱狅犵狗，犫狅狔男孩，犫狅狅犽书，狉犻狏犲狉河流，犮犪狉小汽车，犿狅狋犺犲狉母亲，
犮犻狋狔城市

集体
名词

一 群 人 或 一 类
物的集合体

有生命集体名词：犳犪犿犻犾狔全 家，犮犾犪狊狊全 班 学 生，狆犲狅狆犾犲人 民，狋犲犪犿
队员，犮犪狋狋犾犲牛，犪狌犱犻犲狀犮犲听众

无生命集体名词：犮犾狅狋犺犻狀犵衣服，犺犪犻狉头发，犳狌狉狀犻狋狌狉犲家具，犳狉狌犻狋水

果，狋狉犪犳犳犻犮车辆

物质
名词

无 法 分 为 个 体
的材 料、物 质 或
实体

狑犪狋犲狉水，狆犪狆犲狉纸，犿犻犾犽牛 奶，犮狅狋狋狅狀棉 花，狋犲犪茶，狊狀狅狑 雪，
犫狉犲犪犱面包，犿犲犪狋肉

抽象
名词

品 质、状 态、行
为、感 情 等 的 抽
象概念

犾狅狏犲爱，犺犪狆狆犻狀犲狊狊幸福，狑狅狉犽工作，犺狅狀犲狊狋狔诚实，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消

息，犿狌狊犻犮音乐，犫犲犪狌狋狔美，犺犲犪犾狋犺健康

名词的数 #
　　从可数性方 面 看，名 词 又 可 分 为 可 数 名 词（犆狅狌狀狋犪犫犾犲犖狅狌狀狊）和 不 可 数 名 词（犝狀
犮狅狌狀狋犪犫犾犲犖狅狌狀狊）。
３１可数名词

个体名词和集体名词是 可 以 计 数 的，称 为 可 数 名 词。可 数 名 词 有 单 复 数 形 式，可
以计数，单数可数名词前要加不定冠词犪／犪狀或狅狀犲，犿狔，犺犻狊等，不可单独使用。
犪犱犲狊犽一张桌子　 犪狀犪狆狆犾犲一个苹果

犪狀犲犵犵一个鸡蛋　 狋犺狉犲犲狆犲狀狊３支钢笔

狋犲狀狋狉犲犲狊１０棵树　 犿狔犮狅犿狆狌狋犲狉我的电脑

犪狀狅狉犪狀犵犲一只橘子　 犪狌狊犲犳狌犾犫狅狅犽一本有用的书

犛犺犲犺犪狊犪犮犪狋．她有一只猫。
犛犺犲狑犲犪狉狊犪狀犲狑犺犪狋．她戴着一顶新帽子。
犐狋犻狊犺犲狉狊狋狅狉狔犫狅狅犽．这是她的故事书。
犕狅狊狋狅犳狋犺犲犿犪狉犲狑狅狉犽犲狉狊．他们大多数都是工人。
３２不可数名词

物质名词和抽象名词通常 是 不 可 计 数 的，属 于 不 可 数 名 词，前 面 不 能 用 不 定 冠 词

犪／犪狀，没有复数形式，但可用犿狌犮犺，犪犾狅狋狅犳，狊狅犿犲，犾犻狋狋犾犲，犪犾犻狋狋犾犲等修饰。
犎犲狀犲犲犱狊犺犲犾狆．他需要帮助。
犎狅狑犿狌犮犺犿狅狀犲狔犱狅狔狅狌狑犪狀狋？你想要多少钱？

犕犲犪狋犻狊犮犺犲犪狆犺犲狉犲．这儿肉很便宜。
犐狋狊狀犻犮犲狑犲犪狋犺犲狉狋狅犱犪狔．今天天气很好。
犎犻狊犫狉狅狋犺犲狉犻狊犳狌犾犾狅犳犳狌狀．他弟弟很风趣。
犛犺犲犺犪犱狊狅犿犲犫狉犲犪犱犳狅狉犫狉犲犪犽犳犪狊狋．她早餐吃了一点面包。
犜犺犲狉犲犻狊犪犾狅狋狅犳狊狀狅狑犺犲狉犲犻狀狑犻狀狋犲狉．这儿冬天下雪很多。

　　常用不可数名词：
狊狌犵犪狉糖 犿犻犾犽牛奶 狑狅狉犽工作 犾狌犮犽幸运

犾犪狌犵犺狋犲狉笑 犳狌狀乐趣 犵狉犪狊狊草 狋犻犿犲时间

狑犪狋犲狉水 犾犲犻狊狌狉犲空闲 犳狌狉狀犻狋狌狉犲家具 狋狉狌狋犺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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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知识 犿犪犮犺犻狀犲狉狔机器 犳狉犻犲狀犱狊犺犻狆友谊 犪犱狏犻犮犲建议

犿狌狊犻犮音乐 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教育 犾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文学 犺狅狌狊犲狑狅狉犽家务

犺狅犿犲狑狅狉犽家庭作业 狋狉犪犳犳犻犮交通 狉狌犫犫犻狊犺垃圾 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装备

犫犪犵犵犪犵犲行李 犾狌犵犵犪犵犲行李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信息 犲狀犲狉犵狔能，能量

狊犲狉狏犻犮犲服务 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经验

犛犺犲犻狊犻狀犵狅狅犱犺犲犪犾狋犺．她身体好。
犎犲犾犻犽犲狊狋狅犲犪狋狊狅狌狆．他喜欢喝汤。
犎狅狀犲狊狋狔犻狊狋犺犲犫犲狊狋狆狅犾犻犮狔．诚实才是上策。
犎犲犻狊犿犪犽犻狀犵狆狉狅犵狉犲狊狊犲狏犲狉狔犱犪狔．他每天都在进步。
１．—犠犺犪狋狊犻狀狋犺犲犮狌狆犫狅犪狉犱？

—犃犳犲狑 ，犫狌狋犾犻狋狋犾犲 ．
犃．犪狆狆犾犲狊；犮狅犳犳犲犲　　犅．犮狅犳犳犲犲；犪狆狆犾犲狊　　犆．犪狆狆犾犲；犮狅犳犳犲犲狊　　犇．犮狅犳犳犲犲狊；犪狆狆犾犲狊
［答案］犃。—橱柜里有什么？—有几个苹果，但几乎没有咖啡了。

２．犎犲犵犪狏犲狌狊 狅狀犺狅狑狋狅狆狉狅狋犲犮狋犲狔犲狊．
犃．狊狅犿犲犪犱狏犻犮犲狊 犅．狊狅犿犲犪犱狏犻犮犲 犆．犪狀犪犱狏犻犮犲 犇．犪犪犱狏犻犮犲
［答案］犅。他在保护眼睛方面给我们提了一些建议。

３．犜犺犲犮狌狊狋狅犿狅狉狊犪狉犲狆犾犲犪狊犲犱狑犻狋犺狋犺犲 狅犳狋犺犲狉犲狊狋犪狌狉犪狀狋．
犃．犫犪犾犪狀犮犲 犅．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 犆．狊狌狉犳犪犮犲 犇．狊犲狉狏犻犮犲
［答案］犇。顾客对这家餐馆的服务很满意。

３３名词复数形式的构成方式
可数名词有单数和复数两种形式，复数形式分为规则变化和不规则变化两种。

１）规则变化
构成方式 读　　音 例　　词

一 般 情 况 在 词 尾
加狊

在清 辅 音 后 读［狊］，
在狋后与狋一起读［狋狊］

犱犲狊犽→犱犲狊犽狊［犱犲狊犽狊］，狊犺狅狆→狊犺狅狆狊［?狆狊］，犫狅犪狋→
犫狅犪狋狊［犫狋狊］，犮犪犽犲→犮犪犽犲狊［犽犲犐犽狊］

在 浊 辅 音 及 元 音 后
读［狕］，在 犱后 与 犱
一起读［犱狕］

犱狅犵→犱狅犵狊［犱?狕］，犵犻狉犾→犵犻狉犾狊［犾狕］，狊犲犪→狊犲犪狊
［狊犻狕］，犳犻犲犾犱→犳犻犲犾犱狊［犳犻犾犱狕］

以狊，狓，犮犺，狊犺结
尾的词加犲狊

犲狊读［犐狕］
犮犾犪狊狊→犮犾犪狊狊犲狊［犮犾狊犐狕］，犱犻狊犺→犱犻狊犺犲狊［犱犐犐狕］，狑犪狋犮犺
→狑犪狋犮犺犲狊［狑狋犐狕］，犫狅狓→犫狅狓犲狊［犫?犽狊犐狕］（例 外：
狊狋狅犿犪犮犺（胃）→狊狋狅犿犪犮犺狊［狊狋犿犽狊］）

以辅 音 加狔结 尾 的
词，要 变狔为犻，再
加犲狊

犻犲狊读［犐狕］ 狆犪狉狋狔 → 狆犪狉狋犻犲狊 ［狆狋犐狕］， 犳犪犿犻犾狔 → 犳犪犿犻犾犻犲狊
［犳犿犐犾犐狕］，犳犪犮狋狅狉狔→犳犪犮狋狅狉犻犲狊［犳犽狋狉犐狕］

以元 音 加狔结 尾 的
词只加狊

狊读［狕］
犱犪狔→犱犪狔狊［犱犲犐狕］，犫狅狔→犫狅狔狊［犫犐狕］，狋狅狔→狋狅狔狊
［狋犐狕］，犽犲狔→犽犲狔狊［犽犻狕］

以狊犲，犮犲，犵犲
结尾的词加狊

（犺狅狌狊犲的 复 数 发 音

特殊）狊［犐狕］
犳犪犮犲→犳犪犮犲狊［犳犲犐狊犐狕］，狅狉犪狀犵犲→狅狉犪狀犵犲狊［?狉犐狀犱犐狕］，
犺狅狌狊犲→犺狅狌狊犲狊［犺犪狕犐狕］

以辅 音 加狅结 尾 的
词加犲狊

犲狊读［狕］
狀犲犵狉狅→狀犲犵狉狅犲狊［狀犐狉狕］，犺犲狉狅→犺犲狉狅犲狊［犺犐狉狕］，

狆狅狋犪狋狅→狆狅狋犪狋狅犲狊 ［狆狋犲犐狋狕］，狋狅犿犪狋狅→狋狅犿犪狋狅犲狊
［狋犿狋狕］

以元音加狅结尾的词
或以狅结尾的某些外
来词，只加狊

狊读［狕］
狉犪犱犻狅→狉犪犱犻狅狊［狉犲犐犱犐狕］，狕狅狅→狕狅狅狊［狕狌狕］，狆犻犪狀狅→
狆犻犪狀狅狊［狆犐狀狕］，狆犺狅狋狅→狆犺狅狋狅狊［犳狋狕］，狋狅犫犪犮
犮狅→狋狅犫犪犮犮狅狊［狋犫犽狕］

以犳或犳犲结 尾 的
词，要 变犳或犳犲为

狏，再加犲狊
狏犲狊读［狏狕］

犾犲犪犳→犾犲犪狏犲狊［犾犻狏狕］，狋犺犻犲犳→狋犺犻犲狏犲狊［犻狏狕］，犾犻犳犲→
犾犻狏犲狊［犾犪犐狏狕］，其 他 如狊犺犲犾犳，狑犻犳犲，狑狅犾犳，犽狀犻犳犲，狊犲犾犳，
犺犪犾犳均要作这种变化

以狋犺结尾的词加狊
在 长 元 音 后狋犺狊读
［狕］，在 短 元 音 或 辅
音后狋犺狊读［狊］

狔狅狌狋犺［犼狌］→狔狅狌狋犺狊［犼狌狕］，犫犪狋犺→犫犪狋犺狊［犫狕］，
犿狅狌狋犺→犿狅狌狋犺狊［犿犪狕］，犿狅狀狋犺［犿狀］→犿狅狀狋犺狊
［犿狀狊］，犿狅狋犺→犿狅狋犺狊［犿?狊］

第二章　名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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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以犳或犳犲结尾的词变为复数时只加狊，读作［狊］。

狉狅狅犳→狉狅狅犳狊［狉狌犳狊］　　　狊犪犳犲→狊犪犳犲狊［狊犲犐犳狊］　　　犮犺犻犲犳→犮犺犻犲犳狊［狋犻犳狊］　　　犫犲犾犻犲犳→犫犲犾犻犲犳狊［犫犐犾犐犳狊］

犺犪狀犱犽犲狉犮犺犻犲犳手帕等可以有两种复数形式。

犺犪狀犱犽犲狉犮犺犻犲犳狊［犺犽狋犐犳狊］　　　　　犺犪狀犱犽犲狉犮犺犻犲狏犲狊［犺犽狋犐狏狕］
以“辅音字母＋狔”结尾的专有名词变为复数时，直接加狊，读作［狕］。

犕犪狉狔→犕犪狉狔狊 犎犲狀狉狔→犎犲狀狉狔狊
１．犔狅狅犽！犜犺犲犽犻狋犲狊犻狀狋犺犲狊犽狔犪狉犲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 ．犛狅犿犲犪狉犲犫犻犵犪狀犱狊狅犿犲犪狉犲狊犿犪犾犾．
犃．狊犻狕犲　　　　　　　犅．狊犻狕犲狊　　　　　　　犆．犮狅犾狅狉　　　　　　　犇．犮狅犾狅狉狊
［答案］犅。看，天空中的风筝大小不一，有大有小。

２．犘犾犲犪狊犲狉犲犿犲犿犫犲狉狋狅犵犻狏犲狋犺犲犺狅狉狊犲狊狅犿犲狋狉犲犲 ．
犃．犾犲犪犳犲 犅．犾犲犪狏犲狊 犆．犾犲犪犳 犇．犾犲犪狏犲
［答案］犅。请记着给马加一些树叶。

２）不规则变化

构 成 方 式 例　　词

改变单数名词内部的元音字母
（有的还改变词尾的辅音字母）

犳狅狅狋→犳犲犲狋，狋狅狅狋犺→狋犲犲狋犺，犿犪狀→犿犲狀，狑狅犿犪狀→狑狅犿犲狀，犵狅狅狊犲→
犵犲犲狊犲，犿狅狌狊犲→犿犻犮犲耗子，狊狀狅狑犿犪狀→狊狀狅狑犿犲狀雪人

词尾加犲狀或狉犲狀 狅狓牛→狅狓犲狀，犮犺犻犾犱→犮犺犻犾犱狉犲狀

单复数形式相同 犪狊犺犲犲狆→狋狑狅狊犺犲犲狆，犪犱犲犲狉→犳犻狏犲犱犲犲狉，犪犳犻狊犺→狋犺狉犲犲犳犻狊犺，犪狊狑犻狀犲
→犿犪狀狔狊狑犻狀犲，犪犿犲犪狀狊→狊狅犿犲犿犲犪狀狊，犪狀犪犻狉犮狉犪犳狋→狋犺狉犲犲犪犻狉犮狉犪犳狋

表示“某国人”的名词，其 单 复

数变化有３种情况

单 复 数 形 式

相同
犪犑犪狆犪狀犲狊犲→犳犻狏犲犑犪狆犪狀犲狊犲，犪犆犺犻狀犲狊犲→狋犲狀犆犺犻狀犲狊犲，
犪犛狑犻狊狊→犿犪狀狔犛狑犻狊狊

变 词 尾 的

犿犪狀为犿犲狀

犪犉狉犲狀犮犺犿犪狀→狋狑狅犉狉犲狀犮犺犿犲狀，犪狀犈狀犵犾犻狊犺犿犪狀→
狊狅犿犲犈狀犵犾犻狊犺犿犲狀，犪犇狌狋犮犺犿犪狀→犳狅狌狉犇狌狋犮犺犿犲狀，犪狀
犈狀犵犾犻狊犺狑狅犿犪狀→狊犲狏犲狀犈狀犵犾犻狊犺狑狅犿犲狀

词尾加狊
犪犌犲狉犿犪狀→犳犻狏犲犌犲狉犿犪狀狊，犪犚狌狊狊犻犪狀→狋犲狀犚狌狊狊犻犪狀狊，
犪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狊犻狓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狊

形式虽为复数（狊结 尾），但 用
作单数的名词 狀犲狑狊，犿犪狋犺狊，狆犺狔狊犻犮狊，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狊，狆狅犾犻狋犻犮狊，狋犺犲犗犾狔犿狆犻犮狊

需用复 数 谓 语 动 词 的 集 体 名
词

狆犲狅狆犾犲，狆狅犾犻犮犲，犮犪狋狋犾犲，狆犲狉狊狅狀狀犲犾人 员，犿犻犾犻狋犻犪 民 兵，犿犪狀犽犻狀犱，

狆狅狌犾狋狉狔

一些源 自 拉 丁 文 或 希 腊 文 的
外来语有其独特的复数形式

犮狉犻狊犻狊→犮狉犻狊犲狊，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犪狀犪犾狔狊犲狊，狆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狀→狆犺犲狀狅犿犲狀犪，
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犫犪犮狋犲狉犻犪，犱犪狋狌犿→犱犪狋犪，犫犪狊犻狊→犫犪狊犲狊，狋犺犲狊犻狊→狋犺犲狊犲狊

直接从 汉 语 音 译 的 名 词 没 有
复数形式，但要用斜体 犳狅狌狉犾犻４里，５０犿狌５０亩，狊犻狓狋狔犼犻狀６０斤

１．犃犵狅狌狆狅犳 狑犻犾犾狏犻狊犻狋狋犺犲犿狌狊犲狌犿狋狅犿狅狉狉狅狑．
　　　　　　　　　　　　　　　　　　　　　　　　　　　犃．犎狌狀犵犪狉犻犪狀 犅．犃狌狊狋狉犪犾犻犪狀 犆．犑犪狆犪狀犲狊犲 犇．犃犿犲狉犻犮犪狀
［答案］犆。一群日本人明天将要来参观博物馆。

２．—犜狑狅 犱犻犲犱犻狀狋犺犲犪犮犮犻犱犲狀狋．
— 狋犲狉狉犻犫犾犲犻狋犻狊！

犃．狆狅犾犻犮犲犿犲狀；犎狅狑 犅．狆狅犾犻犮犲犿犪狀；犠犺犪狋
犆．狆狅犾犻犮；犠犺犪狋 犇．狆狅犾犻犮犲犿犪狀狊；犎狅狑
［答案］犃。—有两名警察在这次事故中牺牲了。—太糟糕了！

３．犠犺犲狀犐狊犪狑犺犻狊犳犪犮犲，犐犽狀犲狑 狑犪狊犫犪犱．
犃．犛狅犿犲狀犲狑狊 犅．犪狀犲狑狊 犆．狋犺犲狀犲狑狊 犇．狀犲狑狊
［答案］犆。我一看见他的表情就知道是一个坏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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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只用复数形式的名词

构 成 方 式 例　　词

由 两 个 部 分 构 成 的
名词

狊犮犻狊狊狅狉狊，狋狉狅狌狊犲狉狊，狊犾犲犲狆犲狉狊，狊狅犮犽狊，狊犺狅犲狊，犵犾狅狏犲狊，狊犮犪犾犲狊，犮狅犿狆犪狊狊犲狊，

犵犾犪狊狊犲狊／狊狆犲犮狋犪犮犾犲狊，狊犺狅狉狋狊

以犻狀犵结尾的名词 狊犪狏犻狀犵狊，犳犻狀犱犻狀犵狊，犲犪狉狀犻狀犵狊，狊狌狉狉狅狌狀犱犻狀犵狊，狑犻狀狀犻狀犵狊，犱狅犻狀犵狊，犾狅犱犵犻狀犵狊，
犫犲犾狅狀犵犻狀犵狊

犵狅狅犱狊等总是用复数
形式

犵狅狅犱狊，狉犻犮犺犲狊，犮狌狊狋狅犿狊，犳狅狉犮犲狊，狑狅狅犱狊，狊狋犪犻狉狊，犮狅狀犵狉犪狋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犪犿狌狊犲
犿犲狀狋狊，犼犲狑犲犾狊，狋狉狅狅狆狊，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狊犺犲狊，狋狑犻狀狊，狋犺犪狀犽狊，犮犾狅狋犺犲狊

４）复合名词的复数形式

构 成 方 式 例　　词

一 般 将 主 要 成 分 即
主体名词变为复数

犾狅狅犽犲狉狅狀→犾狅狅犽犲狉狊狅狀，犳犪狋犺犲狉犻狀犾犪狑→犳犪狋犺犲狉狊犻狀犾犪狑，犮狅犿狉犪犱犲犻狀
犪狉犿狊→犮狅犿狉犪犱犲狊犻狀犪狉犿狊，狉狌狀狀犲狉狌狆→狉狌狀狀犲狉狊狌狆，狆犪狊狊犲狉犫狔→狆犪狊狊犲狉狊犫狔

由 无 主 体 名 词 组 成
的复合名 词，将 后 一
个 构 成 部 分 变 为 复
数

犵狉狅狑狀狌狆→犵狉狅狑狀狌狆狊，犵狅犫犲狋狑犲犲狀→犵狅犫犲狋狑犲犲狀狊，犵狅狅犱犳狅狉狀狅狋犺犻狀犵→
犵狅狅犱犳狅狉狀狅狋犺犻狀犵狊，犵犻狉犾犳狉犻犲狀犱→犵犻狉犾犳狉犻犲狀犱狊，犾犪犱狔犱狉犻狏犲狉→犾犪犱狔犱狉犻狏犲狉狊，
狋狅狅狋犺犫狉狌狊犺→狋狅狅狋犺犫狉狌狊犺犲狊，狊犺狅犲犳犪犮狋狅狉狔→狊犺狅犲犳犪犮狋狅狉犻犲狊，犺狅狌狊犲狑犻犳犲→
犺狅狌狊犲狑犻狏犲狊，犳狅狅狋狆狉犻狀狋→犳狅狅狋狆狉犻狀狋狊，犾犪狔犫狔→犾犪狔犫狔狊，狆犪狆犲狉犫犪犵→狆犪狆犲狉
犫犪犵狊

将 两 个 构 成 部 分 均
变为复数（当 第 一 个
构 成 部 分 为 犿犪狀或

狑狅犿犪狀时）

犿犪狀犱狅犮狋狅狉→犿犲狀犱狅犮狋狅狉狊，犿犪狀狑狉犻狋犲狉→犿犲狀狑狉犻狋犲狉狊，狑狅犿犪狀狊犲狉狏犪狀狋
→狑狅犿犲狀狊犲狉狏犪狀狋狊，狑狅犿犪狀狊犻狀犵犲狉→狑狅犿犲狀狊犻狀犵犲狉狊，狑狅犿犪狀犮狅狅犽→
狑狅犿犲狀犮狅狅犽狊，犵犲狀狋犾犲犿犪狀犳犪狉犿犲狉→犵犲狀狋犾犲犿犲狀犳犪狉犿犲狉狊

　　“数词＋名词（＋形容词）”构成的复合形容词，中间的名词须用单数形式。
犪犳狅狌狉狔犲犪狉狅犾犱犫狅狔一个４岁的男孩 犪１００犿犲狋犲狉狉犪犾犲百米赛跑

犪狋犺狉犲犲犻狀犮犺狋犺犻犮犽犫狅狅犽一本３英尺厚的书 犪犳犻狏犲狆狅狌狀犱狀狅狋犲一张５英镑的纸币

犐狋犻狊犳犻狏犲狔犲犪狉狊狊犻狀犮犲狑犲犫犲犵犪狀狋狅犲狀犼狅狔犪 狊狆狉犻狀犵犺狅犾犻犱犪狔犲犪犮犺狔犲犪狉．
犃．狋犲狀犱犪狔 犅．狋犲狀犱犪狔 犆．狋犺犲犱犪狔狊 犇．狋犲狀犱犪狔狊
［答案］犃。自从我们开始享受每年１０天的春节假期以来已有５年了。

缩写、数字、字母和单词在后面加狊或狊构成复数。

犘犺犇狊哲学博士们 犕犃狊（犕犃狊）文学硕士们

犻狀狋犺犲１９９０狊／犻狀狋犺犲１９９０狊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犪犿犪狀犻狀犺犻狊５０狊／犪犿犪狀犻狀犺犻狊５０狊一个５０多岁的人

犜犺犲狉犲犪狉犲狋狑狅狋狊犻狀狋犺犲狑狅狉犱“犾犲狋狋犲狉”．“犾犲狋狋犲狉”这个词有两个“狋”。
犜犺犲狔犮犪犿犲犻狀狋狑狅狊犪狀犱狋犺狉犲犲狊．他们三三两两地来了。
犕犪狀狔犞犐犘犛犪狉犲犮狅犿犻狀犵狋狅狅狌狉犮犻狋狔．许多重要人物要到我们市里来。
页次的缩写是狆．（＝狆犪犵犲），行次的缩写是犾．（＝犾犻狀犲），狆．的复数形式为狆狆．，犾．的复数形式为犾犾．。

狆．４第４页→狆狆．４－１０（＝狆犪犵犲狊４狋狅１０）第４页至第１０页

犾．１５第１５行→犾犾．１５－２５（＝犾犻狀犲狊１５狋狅２５）第１５行至第２５行

度量衡的名称用字母表示，单复数同形。

犿 表示犿犲狋犲狉或犿犲狋犲狉狊
犽犵表示犽犻犾狅犵狉犪犿或犽犻犾狅犵狉犪犿狊
注意下面几个专有名词的复数形式：

狋犺犲犛犿犻狋犺犫狉狅狋犺犲狉狊史密斯兄弟 狋犺犲犅狉狅狑狀狊布朗夫妇，布朗全家人

犜犺犲犠犪狀犵狊犪狉犲狅狀犺狅犾犻犱犪狔．王家全家人在度假。 犜犺犲犜狌狉狀犲狉狊犪狉犲狑犪狋犮犺犻狀犵犜犞．特纳一家人在看电视。

　　带有职称、头衔的专有名词，变为复数时，口语中 把 专 有 名 词 变 为 复 数，书 面 语 中 把 职 称、头 衔 名 词 变 为
复数。

第二章　名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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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个约翰逊博士
狋犺狉犲犲犱狅犮狋狅狉犑狅犺狀狊狅狀狊（口语）
狋犺狉犲犲犱狅犮狋狅狉狊犑狅犺狀狊狅狀（书面［ ）

２位史密斯先生
狋狑狅犕狉．犛犿犻狋犺狊（口语）
狋狑狅犕犻狊狋犲狉狊犛犿犻狋犺（书面［ ） ４位艾丽丝小姐

犳狅狌狉犕犻狊狊犃犾犻犮犲狊（口语）
犳狅狌狉犕犻狊狊犲狊犃犾犻犮犲（书面［ ）

１． 犪狉犲狑犪狋犮犺犻狀犵犪犜犞狆犾犪狔犻狀狋犺犲犻狉狊犻狋狋犻狀犵狉狅狅犿．
犃．犌狉犲犲狀狊 犅．犌狉犲犲狀 犆．犜犺犲犌狉犲犲狀 犇．犜犺犲犌狉犲犲狀狊
［答案］犇。格林夫妇正在客厅里看电视。

２．犃犾犾狋犺犲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犺犪狏犲犵狅狀犲狅狀犪狀狊狆狉犻狀犵狅狌狋犻狀犵．
犃．犵犻狉犾狊 犅．犵犻狉犾狊 犆．犵犻狉犾 犇．犵犻狉犾狊
［答案］犆。所有的女学生都春游去了。

３４在固定搭配或短语中常用复数形式的名词
犱狅犲狓犲狉犮犻狊犲狊做操　　　　　　　　　　犿犪犽犲狉犲狆犪犻狉狊修理

犻狀犱狅狕犲狀狊成打地 犮犺犪狀犵犲狋狉犪犻狀狊换车

犻狀犺犻犵犺狊狆犻狉犻狋狊兴高采烈 犪狊犳狅犾犾狅狑狊如下

狋犺狅狌狊犪狀犱狊狅犳数千 犳犻狓狅狀犲狊犲狔犲狊狅狀关注

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美国 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犖犪狋犻狅狀狊联合国

狑犻狋犺狅狀犲狊狅狑狀犲狔犲狊亲眼 狋犺犲犗犾狔犿狆犻犮犌犪犿犲狊奥运会

狋犪犽犲／犿犪犽犲狀狅狋犲狊做笔记 狊犺犪犽犲犺犪狀犱狊狑犻狋犺同……握手

犽犲犲狆狅狀犲狊犲狔犲狊狅狆犲狀留心 狋犪犽犲狋狌狉狀狊轮流

犺狌狉狋狊犫．狊犳犲犲犾犻狀犵狊伤人感情 犲狓犮犺犪狀犵犲犵狉犲犲狋犻狀犵狊相互寒暄

犽犲犲狆狋犻犲狊狑犻狋犺同……保持联系 犫狉犲犪犽犻狀狋狅狆犻犲犮犲狊（使）成为碎片

犿犪犽犲犳狉犻犲狀犱狊狑犻狋犺同……交朋友 犮犺犪狀犵犲狊犲犪狋狊狑犻狋犺同……换座位

犿犪犽犲狆狉犲狆犪狉犪狋犻狅狀狊犳狅狉为……做准备 犫犲狅狀犵狅狅犱狋犲狉犿狊狑犻狋犺同……相处好

３５可数名词数量的表示法
１）可数名词的定量

可数名词前可以加数词，也可以加犪犵狉狅狌狆狅犳（一群），犪犫狅狓狅犳（一盒），犪犫犪狊犽犲狋狅犳
（一篮）等表示“群，双，队，堆，束”等的词，表示确定的数量。这种 结 构 中 的 名 词 要 求 用
复数形式。
狋狑狅犫犻狉犱狊２只鸟 狋犲狀犾犲狋狋犲狉狊１０封信

狋犺狉犲犲狆犾犪狀犲狊３架飞机 犪狆犪犮犽狅犳犮犪狉犱狊一副纸牌

犪犳犾狅犮犽狅犳犫犻狉犱狊一群鸟 犪犫狌狀犮犺狅犳犳犾狅狑犲狉狊一束花

犪犮狉狅狑犱狅犳狆犲狅狆犾犲一群人 犪犫犪狊犽犲狋狅犳犲犵犵狊一篮鸡蛋

犪狆犻犾犲狅犳犫狅狅犽狊一堆书 狅狀犲犺狌狀犱狉犲犱狊狋犪犿狆狊１００枚邮票

狋狑狅犵狉狅狌狆狊狅犳狊狋狌犱犲狀狋狊２群学生 狋犺狉犲犲狆犪犮犽犲狋狊狅犳犮犻犵犪狉犲狋狋犲狊３包香烟

２）可数名词的概指
可数名词前可以加犳犲狑，犪犳犲狑，狊狅犿犲，狋犺犲狊犲，狋犺狅狊犲，犿犪狀狔，犪犾犪狉犵犲／狊犿犪犾犾狀狌犿犫犲狉

狅犳，犪犵狅狅犱／犵狉犲犪狋犿犪狀狔等，表示不确定的数量，为概指。
犜犺犲狉犲犪狉犲犿犪狀狔狋狉犲犲狊狅狀狋犺犲狉犻狏犲狉犫犪狀犽．河岸上有许多树。
犃犾犪狉犵犲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狆犲狅狆犾犲犵犪狋犺犲狉犲犱狋犺犲狉犲．那儿聚集了许多人。
犜犺犲狔犺犪狏犲犫狌犻犾狋狇狌犻狋犲犪犳犲狑犫狉犻犱犵犲狊犪犮狉狅狊狊狋犺犲狉犻狏犲狉．他们在这条河上修建了好几座桥。
３６不可数名词数量的表示法

１）不可数名词的数量
不可数名词不可用数词修 饰，如 表 示 具 体 的 数 量，要 借 助 于“犪＋量 词（狆犻犲犮犲，犫狅狋

狋犾犲，犫犪犵，犮狌狆，犾狅犪犳，狊狌犻狋，犱狉狅狆，犫犪狉等）＋不可数名词”。
犪狆犻犲犮犲狅犳狀犲狑狊一则新闻 犪狆犻犲犮犲狅犳狆犪狆犲狉一张纸

犪狆犻犲犮犲狅犳犮犺犪犾犽一支粉笔 犪狆犻犲犮犲狅犳犪犱狏犻犮犲一条建议

犪狆犻犲犮犲狅犳犫狉犲犪犱一块面包 犪狆犻犲犮犲狅犳狑狅狉犽一项工作

犪狆犻犲犮犲狅犳犿狌狊犻犮一曲音乐 犪狆犻犲犮犲狅犳犮犾狅狋犺一块布

犪狆犻犲犮犲狅犳犳狌狉狀犻狋狌狉犲一件家具 犪狆犻犲犮犲／犫犾狅犮犽狅犳犻犮犲一块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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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狆犻犲犮犲狅犳狑狅狅犱一块木头 犪犫狅狋狋犾犲狅犳狑犻狀犲一瓶酒

犪犫狅狋狋犾犲狅犳犻狀犽一瓶墨水 犪犫狅狋狋犾犲狅犳狅狉犪狀犵犲一瓶橙汁

犪犮狌狆狅犳狋犲犪一杯茶 犪狀犪狉狋犻犮犾犲狅犳犮犾狅狋犺犻狀犵一件衣服

犪犵狉犪犻狀狅犳狊犪狀犱一粒沙 犪狊狌犻狋狅犳犮犾狅狋犺犻狀犵一套衣服

犪犾狅犪犳狅犳犫狉犲犪犱一个面包 犪犱狉狅狆狅犳狑犪狋犲狉一滴水

犪犫犪犵狅犳狉犻犮犲一袋米 犪犫犪狉狅犳狊狅犪狆一块肥皂

　　如果表示复数，这种结构中的量词可以用狋狑狅，狋犺狉犲犲等数词修饰，同时把量词变为复数。
狋犲狀犫犪犵狊狅犳犮狅狋狋狅狀１０袋棉花 狋狑狅犫犪狊犻狀狊狅犳狑犪狋犲狉２盆水

狋犺狉犲犲狆犻犲犮犲狊狅犳犮犺犪犾犽３支粉笔 犳犻犳狋狔犫狅狋狋犾犲狊狅犳犼狌犻犮犲５０瓶果汁

１．犉狅狉犫狉犲犪犽犳犪狊狋，犐狌狊狌犪犾犾狔犺犪狏犲 犪狀犱狋狑狅狆犻犲犮犲狊狅犳犫狉犲犪犱．
犃．犪犮狌狆狅犳犿犻犾犽犺犪犾犳 犅．犺犪犾犳犪犮狌狆狅犳犿犻犾犽
犆．犪犺犪犾犳犿犻犾犽犮狌狆 犇．犺犪犾犳犪犿犻犾犽犮狌狆
［答案］犅。我早饭通常吃半杯牛奶，两片面包。

２．犜犺犲狉犲犻狊犪 狅犳狑狅狅犱犾犲犳狋狅狀狋犺犲犵狉狅狌狀犱．
犃．犫狅狓　　　 　　　　犅．犮狌狆　　　　 　　　犆．狆犻犲犮犲　　　　　　　犇．狆犪犻狉
［答案］犆。地上剩下一块木板。

２）不可数名词的概指
不可数名词可以用犾犻狋狋犾犲，犪犾犻狋狋犾犲，犪犾狅狋狅犳，犪犫犻狋狅犳，犿狌犮犺，犪犾犪狉犵犲犪犿狅狌狀狋狅犳，犪

狊犿犪犾犾犪犿狅狌狀狋狅犳，犪犵狉犲犪狋犱犲犪犾狅犳等修饰，表示概指。
犜犺犲狉犲犻狊狅狀犾狔犪犾犻狋狋犾犲狑犪狋犲狉犾犲犳狋．只剩下一点水了。
犛犺犲狊狆犲狀狋犪犵狉犲犪狋犱犲犪犾狅犳狋犻犿犲犱狅犻狀犵狋犺犲犼狅犫．她做这项工作花了许多时间。
３７狋狉狅狌狊犲狉狊等常用复数形式的名词

有些表示“一 双，一 对，一 副”等 的 名 词，常 以 复 数 形 式 出 现，这 些 名 词 常 用狆犪犻狉
（双），狊狌犻狋（套）等表示数量。
犪狆犪犻狉狅犳狊犺狅犲狊一双鞋子 犪狆犪犻狉狅犳狋狉狅狌狊犲狉狊一条裤子

犪狆犪犻狉狅犳狊犺狅狉狋狊一条短裤 犪狆犪犻狉狅犳犵犾犪狊狊犲狊一副眼镜

犪狆犪犻狉狅犳犵犾狅狏犲狊一副手套 犪狆犪犻狉狅犳犫犪犾犪狀犮犲狊一副天平

犪狆犪犻狉狅犳狑犻狀犵狊一对翅膀 犪狊狌犻狋狅犳犮犾狅狋犺犲狊一套衣服

犎犲犫狅狌犵犺狋狋犺狉犲犲狆犪犻狉狊狅犳狊犺狅犲狊．他买了３双鞋。
犛犺犲犺犪狊狋狑狅狆犪犻狉狊狅犳犵犾狅狏犲狊．她有２副手套。
犜犺犲犫狅狔犪狊犽犲犱犺犻狊犿狅狋犺犲狉狋狅犫狌狔 犵犾犪狊狊犲狊犳狅狉犺犻犿．
犃．犪狆犻犾犲狅犳 犅．犪狋狔狆犲狅犳 犆．犪狆犻犲犮犲狅犳 犇．犪狆犪犻狉狅犳
［答案］犇。这男孩要母亲给他买副眼镜。

“犪狆犪犻狉狅犳＋名词”结构作主语时，其后的谓语动词通常同狆犪犻狉的数保持一致。

　
犜犺犻狊狆犪犻狉狅犳犵犾狅狏犲狊犻狊狑犺犻狋犲．这副手套是白色的。
犜犺犲狊犲狆犪犻狉狊狅犳犵犾狅狏犲狊犪狉犲狑犺犻狋犲．这几副手套是白色的
［ 。

狊犺狅犲（鞋）可以用单数形式。

　
　

狅狀犲狊犺狅犲１只鞋

狋狑狅狊犺狅犲狊２只鞋

狋犺狉犲犲狊犺狅犲狊３
［

只鞋

—犉犪狋犺犲狉狊犇犪狔犻狊犮狅犿犻狀犵．犠犺犪狋狊犺狅狌犾犱犐犫狌狔犳狅狉犿狔犳犪狋犺犲狉？

—犠犺狔狀狅狋 ？犎犲犾犻犽犲狊狊狆狅狉狋狊．
犃．犪狊犮犪狉犳 犅．犪犽犲狔狉犻狀犵
犆．犪狆犪犻狉狅犳犼犲犪狀狊 犇．犪狆犪犻狉狅犳狉狌狀狀犻狀犵狊犺狅犲狊
［答案］犇。—父亲节马上就到了。我该为爸爸买什么礼物呢？—为什么不买双跑鞋呢？他喜欢运动。

３８狆犲狅狆犾犲和狆犲狉狊狅狀
狆犲狅狆犾犲表示“人，人们”时，是 复 数 名 词，可 以 说狋狑狅狆犲狅狆犾犲（２人），狋狑犲狀狋狔狆犲狅狆犾犲（２０

人），但不能说犪狆犲狅狆犾犲，狋犺狉犲犲狆犲狅狆犾犲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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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犻犳狋狔狆犲狅狆犾犲狑犲狉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狋犺犲犿犲犲狋犻狀犵．５０人出席了会议。
狆犲狅狆犾犲表示“民族”时，是可数名词，有单复数变化。
犜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犪狉犲犪犺犪狉犱狑狅狉犽犻狀犵狆犲狅狆犾犲．中国人是勤劳的民族。
犜犺犲狉犲犪狉犲犿犪狀狔犈狀犵犾犻狊犺狊狆犲犪犽犻狀犵狆犲狅狆犾犲狊犻狀狋犺犲狑狅狉犾犱．世界上有许多讲英语的民族。

狆犲狉狊狅狀意为“人”，是可数名词，可说犪狆犲狉狊狅狀（１个人），狋狑狅狆犲狉狊狅狀狊（２个人），狋狑犲狀狋狔
狆犲狉狊狅狀狊（２０人）。
犗狀犾狔狅狀犲狆犲狉狊狅狀狑犪狊狑狅狌狀犱犲犱犻狀狋犺犲犪犮犮犻犱犲狀狋．只有一个人在事故中受了伤。
犐狑狅狀犱犲狉狑犺狔 犪狉犲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犲犱犻狀犪犮狋犻狅狀犳犻犾犿狊．
犃．狆犲狅狆犾犲 犅．狆犲狅狆犾犲狊 犆．狋犺犲狆犲狅狆犾犲 犇．狋犺犲狆犲狅狆犾犲狊
［答案］犃。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对动作片感兴趣。狋犺犲狆犲狅狆犾犲表示强调。

３９犪犾狅狋狅犳等所修饰的名词
犪犾狅狋狅犳，犾狅狋狊狅犳，狆犾犲狀狋狔狅犳，犲狀狅狌犵犺，狊狅犿犲，犪狀狔等既可修饰可数名词复数，也可修

饰不可数名词。

　
犎犲犺犪狊狇狌犻狋犲犪犾狅狋狅犳犳狉犻犲狀犱狊犺犲狉犲．他在这里有许多朋友。
犎犲犺犪狊狇狌犻狋犲犪犾狅狋狅犳犿狅狀犲狔．他有许多钱［ 。
犜犺犲狉犲犪狉犲狆犾犲狀狋狔狅犳犫狅狅犽狊狅狀狋犺犲犫狅狅犽狊犺犲犾犳．书架上有许多书。
犎犲犱狉犻狀犽狊狆犾犲狀狋狔狅犳狑犪狋犲狉犲狏犲狉狔犱犪狔．他每天喝很多水［ 。
犐犺犪狏犲犲狀狅狌犵犺狋犻犮犽犲狋狊犳狅狉犪犾犾狅犳狔狅狌．我有足够的票给你们所有的人。
犎犲犺犪狊犲狀狅狌犵犺犿狅狀犲狔狋狅犫狌狔犪犮犪狉．他有足够的钱买一部车［ 。
犃狉犲狋犺犲狉犲犪狀狔犾犲狋狋犲狉狊犳狅狉犿犲？有我的信吗？

犆狅犿犲犪狀犱狊犲犲犿犲犻犳狔狅狌犺犪狏犲犪狀狔狋犻犿犲．你有空就来看看我吧［ 。
３１０既是可数又是不可数的物质名词

有些物质名词，用作不可数名词表示物质，用作可数名词表示“种类”或“份数”等。
狋犲犪茶→狋犲犪狊多种茶 狊狋犲犲犾钢→狊狋犲犲犾狊多种钢

犳犻狊犺鱼→犪犳犻狊犺１条鱼→狋狑狅犳犻狊犺２条鱼→犳犻狊犺犲狊多种鱼

犎犲犾犻犽犲狊犮狅犳犳犲犲狏犲狉狔犿狌犮犺．他很喜欢喝咖啡。
犜狑狅犮狅犳犳犲犲狊，狆犾犲犪狊犲．请来２杯咖啡。
犆犪狀犐犺犪狏犲犪犮狅犳犳犲犲？请来杯咖啡
［

。
犛犺犲犵犪狏犲狌狊狆犾犲狀狋狔狅犳犳狅狅犱．她给了我们许多食物。
犛犺犲犲狀犼狅狔狊犿犪狀狔狊狑犲犲狋犳狅狅犱狊．她喜爱吃许多种甜食［ 。
犠狅狌犾犱狔狅狌犾犻犽犲狊狅犿犲犿狅狉犲犳狉狌犻狋？你要不要再吃点水果？

犜犺犲狔犺犪狏犲狀狋犿犪狀狔犳狉狌犻狋狊狋犺犲狉犲犻狀狊狌犿犿犲狉．他们那里夏天水果种类不多［ 。
犠犲犪犾犾狋狅狅犽狊狅犿犲犳狅狅犱犪狀犱犱狉犻狀犽狑犻狋犺狌狊．我们都带着食品和饮料。
犠狅狌犾犱狔狅狌犾犻犽犲犪犱狉犻狀犽？要不要喝杯酒［ ？

犇狅狀狋犲犪狋狋狅狅犿狌犮犺犻犮犲犮狉犲犪犿．不要吃太多的冰淇淋。
犠犪犻狋犲狉，犫狉犻狀犵犿犲犪狀犻犮犲犮狉犲犪犿，狆犾犲犪狊犲．服务员，请给我来一份冰淇淋［ 。
犠狅狌犾犱狔狅狌犾犻犽犲犪犮犪犽犲？你要不要来一块蛋糕？

犖狅，犐犱狅狀狋犾犻犽犲犮犪犽犲．不，我不喜欢吃蛋糕［ 。
犜犺犲狉犲犻狊犿狌犮犺犵狉犪狊狊犻狀狋犺犲犳犻犲犾犱．田野里有许多草。
犎犲犺犻犱犫犲犺犻狀犱狊狅犿犲狋犪犾犾犵狉犪狊狊犲狊．他躲在很高的草丛中。（草丛，植物［ ）
３１１用作可数与不可数表示不同含义的名词

有些物质名词或抽象名词，可兼作可数名词或不可数名词，但含义不同。

　
　

犐犱狅狀狋犺犪狏犲犿狌犮犺狋犻犿犲，狊狅狋犲犾犾犿犲狇狌犻犮犽犾狔．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你快点对我讲吧。
（时间→不可数）
犜犺犲狔犵狅狋犺犲狉犲狋犺狉犲犲狋犻犿犲狊犪犿狅狀狋犺．他们一个月去那里３次。（次数→可数
［

）
犛犺犲犺犪狊犪狉狅狅犿狋狅犺犲狉狊犲犾犳．她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房间→可数）
犜犺犲犳狌狉狀犻狋狌狉犲狋犪犽犲狊狌狆狋狅狅犿狌犮犺狉狅狅犿．家具占的地方太大。（空间→不可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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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狉犲犪狋犮犺犪狀犵犲狊犺犪狏犲狋犪犽犲狀狆犾犪犮犲犻狀狋犺犲犮犻狋狔．这座城市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化→
常用复数）
犎犲狉犲犻狊狔狅狌狉犮犺犪狀犵犲．这是你的零钱。（零钱，找头→不可数
［

）
犐犺犲犪狉犱犪狊狋狉犪狀犵犲狀狅犻狊犲狅狌狋狊犻犱犲狋犺犲狑犻狀犱狅狑．我听到窗外传来一个奇怪的声音。
（一阵响声、话语声→可数）
犜犺犲狉犲犻狊犿狌犮犺狀狅犻狊犲犻狀狋犺犲犺犪犾犾．大厅里人声嘈杂。（泛指噪声、杂声→不可数
［

）
犜犺犲犫狅狔狊犲犾犾狊犲狏犲狀犻狀犵狆犪狆犲狉狊犺犲狉犲犲狏犲狉狔犱犪狔．这个男孩每天在这里卖晚报。
（报纸→可数）
犜犺犲犫犪犵犻狊犿犪犱犲狅犳狆犪狆犲狉．这个袋子是纸做的。（纸→不可数
［

）
犐犺犪狏犲狋狅狅犿狌犮犺狑狅狉犽狋狅犱狅狋犺犻狊犲狏犲狀犻狀犵．我今晚有许多工作要做。（工作→不可数）
犜犺犲狆犪犻狀狋犻狀犵犻狊犪犳犻狀犲狑狅狉犽．这幅画是佳品。（作品→个体名词，可数）
犛犺犲犺犪狊狉犲犪犱狋犺犲犮狅犿狆犾犲狋犲狑狅狉犽狊狅犳犔狌犡狌狀．她读过鲁迅全集。（著作，作品→常

用复数）
犜犺犲狉犲犻狊犪狀犻狉狅狀犪狀犱狊狋犲犲犾狑狅狉犽狊狋犺犲狉犲．那里有一家钢铁厂。（工厂→单复数同形

熿

燀 ）
犛犺犲犾犻狊狋犲狀犲犱狑犻狋犺狆犾犲犪狊狌狉犲狋狅狋犺犲犫犲犪狌狋犻犳狌犾犿狌狊犻犮．她怡然自得地听那美妙的音乐。
（高兴，愉快→不可数）
犐狋犻狊犪狆犾犲犪狊狌狉犲狋狅犿犲犲狋狔狅狌．见到你是件高兴的事。（乐事→可数）
犛犺犲犺犪狊犳犲狑狆犾犲犪狊狌狉犲狊犻狀犾犻犳犲．她生活中少有乐事。（乐事，乐趣→可数

熿

燀 ）
犐犮狌狋犿狔犺犪狀犱狅狀狊狅犿犲犫狉狅犽犲狀犵犾犪狊狊．我的手被碎玻璃割伤了。（玻璃→不可数）
犐狋犻狊犪犫狉狅犽犲狀犵犾犪狊狊．这是一个破裂的玻璃杯。（玻璃杯［ ）
犜犺犲犫狅狓犻狊犿犪犱犲狅犳狑狅狅犱．这箱子是用木头做的。（木头→不可数）
犜犺犲狉犲犻狊犪狑狅狅犱犫犲狔狅狀犱狋犺犲狉犻狏犲狉．河那边有个小树林。（树林→可数［ ）

　　某些抽象名词前有修饰语时，可带不定冠词犪／犪狀。

　
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狊犺狅狌犾犱犫犲犳狉犲犲．教育应该是免费的。（抽象名词→不可数）
犎犲犺犪狊犺犪犱犪犵狅狅犱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他受过良好教育。（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前有犵狅狅犱修饰
［ ）
犎犲犺犪狊狀狅狋犿狌犮犺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狅犳犈狀犵犾犻狊犺．他英语知识不多。（知识→不可数）
犎犲犺犪狊犪犵狅狅犱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狅犳犛犺犪狀犵犺犪犻．他对上海很熟悉。（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前有犵狅狅犱修饰
［ ）
犜犺犲狉犲狊狀狅犿狅狉犲 犻狀狋犺犲狊犲 犳狅狉狊狅犿犪狀狔狆犲狅狆犾犲．
犃．狉狅狅犿；狉狅狅犿狊 犅．狉狅狅犿狊；狉狅狅犿狊 犆．狉狅狅犿；狉狅狅犿 犇．狉狅狅犿狊；狉狅狅犿
［答案］犃。这些房间里没有更多的空间容纳这么多人。

３１２自然现象名词的单数和复数
自然现象名词，如狑犻狀犱，狉犪犻狀，犮犾狅狌犱常被看作不可数名词，但前有形容词修饰时，

可加不定冠词犪／犪狀，表示某一特定现象。

　
　
　

犠犲犮狅狌犾犱狀狋狆犾犪狔狋犲狀狀犻狊犫犲犮犪狌狊犲狋犺犲狉犲狑犪狊狋狅狅犿狌犮犺狑犻狀犱．我们不能打网球，因为

风太大了。（泛指风→不可数）
犃狑犪狉犿狑犻狀犱犻狊犫犾狅狑犻狀犵犳狉狅犿狋犺犲狊狅狌狋犺．一阵暖风正从南方吹来。（一阵暖风→
可数

熿

燀 ）
犜犺犲狉犲犻狊狀狋犿狌犮犺狉犪犻狀犺犲狉犲犻狀狊狌犿犿犲狉．这儿夏天雨水不多。（泛指雨→不可数）
犜犺犲狉犲狑犪狊犪犾犻犵犺狋狉犪犻狀犻狀狋犺犲犿狅狉狀犻狀犵．早上下了一场小雨。（一阵小雨→可数［ ）
犠犲犮犪狀狋狊犲犲狋犺犲犿狅狅狀狋狅狀犻犵犺狋犫犲犮犪狌狊犲狋犺犲狉犲狑犪狊狋狅狅犿狌犮犺犮犾狅狌犱．因为云太多，
我们今晚看不见月亮。（泛指云→不可数）
犛犺犲狊犪狑犪狑犺犻狋犲犮犾狅狌犱犻狀狋犺犲狊犽狔．她看见天空中有一朵白云。（一朵白云，云朵→
可数）
犜犺犲犫犾犪犮犽犮犾狅狌犱狊犪狉犲犵犪狋犺犲狉犻狀犵犻狀狋犺犲狊犽狔．天空中乌云在聚集。（云层，云团→可数

熿

燀 ）
３１３狑犪狋犲狉，狊犪狀犱的单数和复数
狑犪狋犲狉泛指“水”时为不可数名词，表 示“水 域，大 片 的 水，水 体，矿 泉 水”时，用 复 数

形式。狊犪狀犱泛指“沙”时为不可数名词，表示“沙滩，沙地”时用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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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犺犲狉犲犻狊狀狋犿狌犮犺狑犪狋犲狉犻狀狋犺犲狑犲犾犾．井里没有多少水了。
犜犺犲犢犪狀犵狋狕犲犚犻狏犲狉狆狅狌狉狊犻狋狊狑犪狋犲狉狊犻狀狋狅狋犺犲狊犲犪犺犲狉犲．长江在这里流入大海［ 。
犜犺犲狉犲犻狊犪犾犪狔犲狉狅犳狊犪狀犱狅狀狋犺犲犵狉狅狌狀犱．地上有一层沙子。
犜犺犲狔犪狉犲狋犪犽犻狀犵犪狑犪犾犽狅狀狋犺犲狊犪狀犱狊．他们在沙滩上散步［ 。
３１４复数形式引起词义变化的名词

有些名词加上复数词尾，往往会产生词义变化。

　
犎犪狏犲犪犾狅狅犽犪狋狋犺犪狋．看看那个。（看）
犛犺犲犺犪狊犾狅狊狋犺犲狉犵狅狅犱犾狅狅犽狊．她已年老色衰。（容貌［ ）
犎犲犻狊犻狀犵狉犲犪狋狆犪犻狀．他处在极大的痛苦之中。（痛苦，疼痛）
犎犲犪犾狑犪狔狊狋犪犽犲狊狆犪犻狀狊狑犻狋犺犺犻狊狑狅狉犽．他总是努力工作。（辛苦［ ）
犛犺犲狑犪狊犱狉犲狊狊犲犱犻狀犵狉犲犲狀．她身着绿色衣服。（绿色）
犛犺犲狑犪狊狑犪狊犺犻狀犵犵狉犲犲狀狊．她在洗菜。（青菜，绿叶菜［ ）
犜犺犲犫狅狓犻狊狅狌狋狅犳狉犲犪犮犺．这箱子够不着。（伸手可及的距离）
犜犺犲狔狊犪犻犾犲犱犳狅狉狋犺犲犾狅狑犲狉狉犲犪犮犺犲狊狅犳狋犺犲狉犻狏犲狉．他们向河的下游航行［ 。
犗狀犺犻狊狉犲狋狌狉狀犺犲犳狅狌狀犱犺犲狉犪狊犾犲犲狆．他回来时发现她已经睡着了。（返回，归还）
犐狋犺犪狊犫狉狅狌犵犺狋犻狀犵狅狅犱狉犲狋狌狉狀狊．这带来了很好的利润。（利润，收益［ ）

名词的所有格 $
　　英语中的名词可以作主语（称为主格），作 宾 语（称 为 宾 格），也 可 以 在 词 尾 加狊，修
饰另一个名词，作定语，表示所有关系，称为所有格。
４１名词所有格的构成

构成方式 例　　词

一般 情 况，在 单 数 名 词 词 尾 加

狊。狊在 清 辅 音（除［狊，，狋］外）
后读［狊］，在 浊 辅 音（除［狕，，犱］
外）和元音后读［狕］，在［狊，狕，，，
狋，犱］等音后读作［犐狕］

犑犻犿狊狆犲狀吉姆的钢笔，狋犺犲犫狅狔狊犿狅狋犺犲狉男孩的母亲，犺犲狉犳犪狋犺犲狉狊
狊狋狌犱狔她 父 亲 的 书 房，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犫狅狅犽学 生 的 书，犪犺狅狉狊犲狊
犺狅狅犳狊马蹄，狋犺犲犿犪狋犺狊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狑犪狋犮犺数学老师的手表

以狊结 尾 的 单 数 名 词 或 专 有 名
词，加“”或“狊”构 成 所 有 格，读
作［犐狕］

狋犺犲犺狅狊狋犲狊狊（狊）［犺狊狋犐狊犐狕］狆犺狅狋狅女 主 人 的 照 片，犜犺狅犿犪狊（狊）
［狋?犿狊犐狕］犫狅狅犽托马斯的 书，犆犺犪狉犾犲狊（狊）［狋犾狕犐狕］犽狀犻犳犲查 理 的

刀子，犑狅狀犲狊（狊）犱犲狊犽乔恩的书桌，狋犺犲犫狅狊狊（狊）狅狉犱犲狉老板的命令

以狊或犲狊结尾 的 复 数 名 词 只 加
“”

狋犺犲狑狅狉犽犲狉狊狊狌犵犵犲狊狋犻狅狀工人们的建议，狋犺犲犿犪狊狊犲狊犪犱狏犻犮犲群众的

意见，狋犲狀犿犻狀狌狋犲狊狑犪犾犽１０分 钟 的 步 行，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狉犲犪犱犻狀犵
狉狅狅犿 学生阅览室，狋犺犲狋狑犻狀狊犫犲犱狉狅狅犿 双胞胎的卧室

不规则复数名词在词尾加“狊”
狋犺犲犮犺犻犾犱狉犲狀狊犿狅狋犺犲狉孩 子 们 的 母 亲，狑狅犿犲狀狊犮犾狅狋犺犲狊女 装，犪
狑狅犿犲狀狊犿犪犵犪狕犻狀犲妇女杂志，犿犲狀狊犮犾狅狋犺犲狊男装，狋犺犲犳犻狊犺犲狉犿犲狀狊
犫狅犪狋狊渔民们的小船

复合名 词 的 所 有 格 在 最 后 一 个
词后加“狊”

犺犻狊狊狅狀犻狀犾犪狑狊犮犪狉 他 女 婿 的 汽 车，狋犺犲犮狅犿犿犪狀犱犲狉犻狀犮犺犻犲犳狊
狉狅狅犿 司令员的房间，犿犪狀狔狆犪狊狊犲狉狊犫狔狊犺犲犾狆许多过路人的帮助

表示几个人共有一样东 西，通 常
在最后一个人的名字后加“狊”

犑犻犿犪狀犱犑犪犮犽狊犱犲狊犽吉姆和杰克的书桌（一张桌子）
犃犾犻犮犲犪狀犱犕犪狉狔狊狉狅狅犿 艾丽丝和玛丽的房间（一个房间）
犔犻犾狔犪狀犱犔狌犮狔狊犿狅狋犺犲狉犻狊犪狀狌狉狊犲．莉莉和露茜的妈妈是一位护士。

表示几个人各自所有，则 要 在 每
个名字后加狊

犑犻犿狊犪狀犱犑犪犮犽狊狉狅狅犿狊吉姆的房间和杰克的房间（两个房间）
犃犾犻犮犲狊犪狀犱犕犪狉狔狊狉狅狅犿狊艾丽丝的房间和玛丽的房间（两个房间）

比较： 犕犪狉狔犪狀犱犅狅犫狊狊犮犺狅狅犾
（２人在同一所学校）

犕犪狉狔狊犪狀犱犅狅犫狊狊犮犺狅狅犾狊（２人在不同的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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犐犳狅狌狀犱犿狔犫犾犪犮犽犮犪狋犻狀 狉狅狅犿．
犃．犑犻犿犪狀犱犕犻犽犲 犅．犑犻犿犪狀犱犕犻犽犲狊 犆．犑犻犿狊犪狀犱犕犻犽犲狊 犇．犑犻犿狊犪狀犱犕犻犽犲
［答案］犅。我在杰姆和马克的房间里找到了我的黑猫。

４２名词所有格的用法
１）主要用于表示有生命的东西

狋犺犲犫狅狔狊狀犪犿犲男孩的名字 狋犺犲犫犻狉犱狊狊狅狀犵鸟的鸣叫

犔犻狀犱犪狊狆犪犻狀狋犻狀犵狊琳达的绘画 狋犺犲犿犪狀犪犵犲狉狊狅犳犳犻犮犲经理办公室

　
狋犺犲犵犻狉犾狊狊犺犻狉狋（一个）女孩的裙子

狋犺犲犵犻狉犾狊狊犺犻狉狋狊（两个或以上）［ 女孩的裙子

狋犺犲犫狅狔狊狆犻犮狋狌狉犲犫狅狅犽（一个）孩子的图画书

狋犺犲犮犺犻犾犱狉犲狀狊狆犻犮狋狌狉犲犫狅狅犽狊（两个或以上）［ 孩子的图画书

犺犻狊狆犪狉犲狀狋狊狉狅狅犿 他父亲／母亲的房间（一个）
犺犻狊狆犪狉犲狀狋狊狉狅狅犿 他父母的房间（一个）
犺犻狊狆犪狉犲狀狋狊狉狅狅犿狊他父母的房间（多个

熿

燀 ）
２）用于表示时间、距离、国家、城镇、地区、机构、重量、价值、自然现象等

狋犺犲狉犻狏犲狉狊犫犪狀犽河岸 狋犺犲犿狅狅狀狊狉犪狔狊月光

犖犲狑犢犲犪狉狊犇犪狔元旦 犪狆狅狌狀犱狊狑犲犻犵犺狋１磅的重量

狋犺犲犮犻狋狔狊狆犪狉犽狊城市的公园 狋犺犲犲犪狉狋犺狊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地球卫星

狋犺犲狊犮犺狅狅犾狊犺犻狊狋狅狉狔学校的历史 犪犿犻犾犲狊犱犻狊狋犪狀犮犲１英里的距离

犛犺犪狀犵犺犪犻狊犮犺犪狀犵犲狊上海的变化 狋犲狀犱狅犾犾犪狉狊狏犪犾狌犲１０美元的价值

犆犺犻狀犪狊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中国的发展 狋狑狅狋狅狀狊狑犲犻犵犺狋２吨的重量。
犳犻犳狋狔犿犻犾犲狊犼狅狌狉狀犲狔５０英里的路程 犆犾犪狊狊犜犺狉犲犲狊狊狋狌犱犲狀狋狊３班的学生

狔犲狊狋犲狉犱犪狔狊狀犲狑狊狆犪狆犲狉昨天的报纸 犺犪犾犳犪狀犺狅狌狉狊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半小时的手术

犉狉犻犱犪狔犲狏犲狀犻狀犵狊狊犺狅狑星期五晚上的演出

犪犳狋犲狉犪狑犲犲犽狅狉狋狑狅狊犱犲犾犪狔经过一两个星期的耽搁

１．犃犳狋犲狉 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犔犪狀犵犔犪狀犵犻狊犪狑犲犾犾犽狀狅狑狀狆犻犪狀犻狊狋狀狅狑．
犃．狊狅犿犪狀狔狔犲犪狉 犅．狊狅犿犪狀狔狔犲犪狉狊
犆．狊狅犿犪狀狔狔犲犪狉狊 犇．狊狅犿犪狀狔狔犲犪狉狊
［答案］犇。经过多年的练习，郎朗现在成了一名著名钢琴家。

２．—犆狅犿犲犪狀犱狊犲犲犿犲犻狀 ．
—犠犻狋犺狆犾犲犪狊狌狉犲．犜犺犪狋狊狑犺犪狋犐犿犲狓狆犲犮狋犻狀犵．
犃．狋狑狅狅狉狋犺狉犲犲犱犪狔狊 犅．狋狑狅狅狉狋犺狉犲犲犱犪狔狊狋犻犿犲
犆．狋狑狅狅狉狋犺狉犲犲犱犪狔狊狋犻犿犲 犇．狋狑狅狅狉狋犺狉犲犲犱犪狔狊
［答案］犆。—两三天后来看我。—很高兴，那正是我所希望的。

３）用于表示文化艺术及工业、科技等

狋犺犲犫狅狅犽狊犮狅狏犲狉书的封面 狊犮犻犲狀犮犲狊狑狅狀犱犲狉狊科学的奇迹

犻狀犱狌狊狋狉狔狊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工业的发展

４）表示类别

犿犲狀狊犮犾狅狋犺犲狊男士服装 犮犺犻犾犱狉犲狀狊狊狋狅狉犻犲狊儿童故事

犾犻狊狋犲狀犲狉狊犾犲狋狋犲狉犫狅狓听众信箱

５）用于表示“某人的家，药店，医生诊疗所”等

　　这时，所有格后的名词常常省略。
狋犺犲狋犪犻犾狅狉狊裁缝铺 狋犺犲犫犪狉犫犲狉狊理发店

狋犺犲犮犺犲犿犻狊狋狊药房 犺犲狉狌狀犮犾犲狊她叔叔家

狋犺犲犣犺犪狀犵狊张家 狋犺犲犱狅犮狋狅狉狊医生诊所

犝狀犮犾犲犇犻犮犽狊迪克叔叔家

犐犿犵狅犻狀犵狋狅狋犺犲狋犪犻犾狅狉狊．我要去裁缝店。
犠犲犾犾犿犲犲狋犪狋犘犪狌犾狊．我们将在保罗的住处相会。

第二章　名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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犐犿犲狋犺犲狉犪狋犿狔狊犻狊狋犲狉狊．我在我妹妹家遇见她的。
犐狊狆犲狀狋狋犺犲狑犲犲犽犲狀犱犪狋犿狔犝狀犮犾犲犇犻犮犽狊．我在迪克叔叔家过周末。
犐犫狅狌犵犺狋狊狅犿犲犲犵犵狊犪狋犎狌犱狊狅狀狊．我在赫德森店里买了一些鸡蛋。
犜犺犲狔狊犲狀狋狋犺犲狆犪狋犻犲狀狋狋狅狋犺犲犱狅犮狋狅狉狊．他们把病人送到诊疗所去了。
犎犲犺犪犱犪犫犪犱狋狅狅狋犺犪犮犺犲犪狀犱犺犪犱狋狅犵狅狋狅狋犺犲犱犲狀狋犻狊狋狊．他牙痛 得 厉 害，得 去 牙 医 诊

疗所。
１．—犠犺犲狉犲狊狔狅狌狉犳犪狋犺犲狉？

—犃狋 ．
犃．犕狉．犌狉犲犲狀狊 犅．犕狉．犌狉犲犲狀 犆．狋犺犲犕狉．犌狉犲犲狀狊 犇．犕狉．犌狉犲犲狀狊
［答案］犃。—你父亲在哪里？—在格林先生家。

４３名词所有格的语法功能
名词所有格除用作定语外，还可作主语、表语和介词宾语。

犜犺犲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犻狊犪狋狋犺犲犲狀犱狅犳狋犺犲狊狋狉犲犲狋．老师的家在街道的尽头。（作主语）
犐犳犻狉狊狋狊犪狑犺犲狉犪狋犿狔犪狌狀狋狊．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我姑姑家。（作介词宾语）
犜犺犻狊狉狌犾犲狉犻狊犿犻狀犲，犫狌狋狋犺犪狋狅狀犲犻狊犑犻犿狊．这把尺子是我的，但是那把是吉姆的。（作

表语）
４４名词所有格用于某些省略结构

１）某名词在上文中已经提到过，可省略以避免重复

犜犺犻狊狉犪犱犻狅犻狊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犳狉狅犿犿狔犫狉狅狋犺犲狉狊（狉犪犱犻狅）．这台收音机同我弟弟的那台不一样。
２）名词所有格修饰的是ｓｈｏｐ，ｈｏｔｅｌ，ｓｔｏｒｅ，ｈｏｍ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ｆｉｃｅ，ｃｈｕｒｃｈ，ｔｈｅａｔｒｅ等表

示店铺、场所或某人的家的名词时，常可省略

犜犺犲狔犿犲狋犪狋犔犻犕犻狀犵狊（犺狅狌狊犲）．他们是在李明家见的面。
—犠犺狅狊犲犻狊狋犺犲犺狅狌狊犲？这房子是谁的？

—犐狋狊犛狌狊犪狀狊（犺狅狌狊犲）．是苏珊的［ 。
犔犻狀犱犪狊狊犽犻狉狋犻狊狋犺犲狊犪犿犲犪狊犺犲狉 ．
犃．狊犻狊狋犲狉狊　　　　 犅．犫狉狅狋犺犲狉　　　　 犆．狊犻狊狋犲狉狊　　　　 犇．犫狉狅狋犺犲狉狊
［答案］犆。琳达的裙子和她姐姐的是一样的。
４５“狅犳＋名词”构成的所有格

无生命东西的名词一般用“狅犳＋名词”结构，表示所有关系。
狋犺犲犲狀犱狅犳狋犺犲狋犲狉犿 学期结束 狋犺犲犾犲犵狊狅犳狋犺犲狋犪犫犾犲桌子的腿

狋犺犲犫犲犵犻狀狀犻狀犵狅犳狋犺犲狔犲犪狉年初 狋犺犲犾犲犪狏犲狊狅犳狋犺犲狋狉犲犲树的叶子

狋犺犲狀犪犿犲狅犳狋犺犲犫狅狅犽书的名字 狋犺犲犮狅犾狅狌狉狅犳狋犺犲犮犪狉车子的颜色

狋犺犲狆犻犮狋狌狉犲狅犳狋犺犲犳犪犿犻犾狔家庭照片 狋犺犲犵犪狋犲狅犳狋犺犲狊犮犺狅狅犾学校的大门

狋犺犲狑犻狀犱狅狑狅犳狋犺犲狉狅狅犿 房间的窗户 狋犺犲犮狅狏犲狉狅犳狋犺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犪狉狔词典的封面

表示国家、城市等的名词，有时用狅犳所有格和狊所有格均可。

校史
狋犺犲犺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狋犺犲狊犮犺狅狅犾
狋犺犲狊犮犺狅狅犾狊犺犻狊狋狅狉
［

狔
上海的未来

狋犺犲犳狌狋狌狉犲狅犳犛犺犪狀犵犺犪犻
犛犺犪狀犵
［

犺犪犻狊犳狌狋狌狉犲

船名
狋犺犲狀犪犿犲狅犳狋犺犲狊犺犻狆
狋犺犲狊犺犻狆
［

狊狀犪犿犲
一位教授的儿子

狋犺犲狊狅狀狅犳犪狆狉狅犳犲狊狊狅狉
犪狆
［
狉狅犳犲狊狊狅狉狊狊狅狀

城市的公园
狋犺犲狆犪狉犽狊狅犳狋犺犲犮犻狋狔
狋犺犲犮犻狋狔狊狆
［

犪狉犽狊
５班的学生

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狅犳犆犾犪狊狊犉犻狏犲［
犆犾犪狊狊犉犻狏犲狊狊狋狌犱犲狀狋狊

但是当狊所有格表示类别、来源时，不可同狅犳所 有 格 换 用。当狅犳所 有 格 表 示 同 位 关 系 时，也 不 可 换 用狊
所有格。

女鞋
狑狅犿犲狀狊狊犺狅犲狊（正）
狋犺犲狊犺狅犲狊狅犳狑狅犿犲狀（误
［ ）

杰克的书桌
犑犪犮犽狊犱犲狊犽（正）
狋犺犲犱犲狊犽狅犳犑犪犮犽（误
［ ）

书的末尾
狋犺犲犲狀犱狅犳狋犺犲犫狅狅犽（正）
狋犺犲犫狅狅犽狊犲狀犱（误
［ ）

南京市
狋犺犲犮犻狋狔狅犳犖犪狀犼犻狀犵（正）
犖犪狀犼犻狀犵狊犮犻狋狔（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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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犳犪犮犲狊狅狌狋犺．
犃．犠犻狀犱狅狑狊狅犳狋犺犲狉狅狅犿 犅．犜犺犲狑犻狀犱狅狑狊狅犳狋犺犲狉狅狅犿
犆．犜犺犲狉狅狅犿狊狑犻狀犱狅狑 犇．犜犺犲狑犻狀犱狅狑犻狀狋犺犲狉狅狅犿
［答案］犅。房间的窗户朝南。

２．犜犺犲狅犾犱犿犪狀犱狉狅狆狆犲犱狋犺犲 犪狀犱犫狉狅犽犲犻狋．
犃．犮狌狆狅犳犮狅犳犳犲犲 犅．犮狅犳犳犲犲狊 犆．犮狌狆狅犳犮狅犳犳犲犲狊 犇．犮狅犳犳犲犲犮狌狆
［答案］犇。那位老人把咖啡杯掉在地上摔碎了。犮狅犳犳犲犲犮狌狆为英语中的正确说法。

４６双重所有格
双重所有格由狅犳所有格加狊所有格构成，表示整体中的一个或部分，结构为：狅犳＋

狊所有格。

　
犪犳狉犻犲狀犱狅犳犿狔犳犪狋犺犲狉狊我父亲的一个朋友

＝狅狀犲狅犳犿狔
［ 犳犪狋犺犲狉狊犳狉犻犲狀犱狊
狋狑狅犮犾犪狊狊犿犪狋犲狊狅犳犿狔犫狉狅狋犺犲狉狊我弟弟的２个同班同学

＝狋狑狅狅犳犿狔
［ 犫狉狅狋犺犲狉狊犮犾犪狊狊犿犪狋犲狊

　　使用双重所有格应注意以下几点：
狅犳前面的名词，可 以 用犪，犪狀，狊狅犿犲，犪狀狔，犲狏犲狉狔，狀狅，犳犲狑，狊犲狏犲狉犪犾，狋狑狅，狋犺狉犲犲等 修 饰，但 一 般 不 可 用

狋犺犲。
犎犪狏犲狔狅狌狉犲犪犱犪狀狔狑狅狉犽狊狅犳犔狌犡狌狀狊？你读过鲁迅的著作吗？

犛狅犿犲狀犲犻犵犺犫狅狌狉狊狅犳犔犲狏狔狊犪狉犲狋犲犪犮犺犲狉狊．利维的一些邻居是教师。
带有某种感情色彩时，狅犳前面的名词可以用狋犺犻狊，狋犺犪狋，狋犺犲狊犲，狋犺狅狊犲修饰。

犜犺犪狋犱犪狌犵犺狋犲狉狅犳犌狉犲犲狀狊犻狊狉犲犪犾犾狔犪犱犲犪狉．格林的那个女儿真逗人喜爱。
犐犱狅狀狋犾犻犽犲狋犺犪狋犫犻犵狀狅狊犲狅犳犑犪犮犽狊．我不喜欢杰克的那个大鼻子。
犔狅狅犽犪狋狋犺狅狊犲狆犻犮狋狌狉犲狊狅犳犑狌犾犻犲狋狊．犜犺犲狔犪狉犲狏犲狉狔犫犲犪狌狋犻犳狌犾．看看朱丽叶的那些照片，真漂亮。
有时用双重所有格和狅犳所有格均正确，但侧重点或含义往往不同。

犎犲犻狊犪犳狉犻犲狀犱狅犳犿狔犳犪狋犺犲狉狊．他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侧重说明我父亲不是只有一个朋友）
犎犲犻狊犪犳狉犻犲狀犱狅犳犿狔犳犪狋犺犲狉．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侧重说明他和我父亲是朋友，对我父亲友好）
名词性物主代词，如犿犻狀犲，狅狌狉狊等，也可用于双重所有格。

犪狋狅狔狅犳犺犲狉狊她的一个玩具 狊狅犿犲犫狅狅犽狊狅犳狅狌狉狊我们的一些书

犪犮犺犻犾犱狅犳狋犺犲犻狉狊（正）他们的一个孩子

犪犮犺犻犾犱狅犳狋犺犲犻狉（误
［ ）
犕狉狊．犅犾犪犮犽犻狊犪犳狉犻犲狀犱狅犳 ．
犃．犕犪狉狔狊犿狅狋犺犲狉狊 犅．犕犪狉狔狊犿狅狋犺犲狉
犆．犿狅狋犺犲狉狊狅犳犕犪狉狔 犇．犕犪狉狔犿狅狋犺犲狉狊
［答案］犃。布莱克夫人是玛丽妈妈的一个朋友。

名词的用法 %
５１作主语
犜犺犲犮犺犻犾犱狉犲狀犪狉犲狆犾犪狔犻狀犵狌狀犱犲狉狋犺犲狋狉犲犲．孩子们在树下玩耍。
犜犺犲犾犻狋狋犾犲犫狅狔犻狊犪犫狅狌狋犳犻狏犲狔犲犪狉狊狅犾犱．那小男孩大约５岁。

　　“数词＋复数时间名词（犱犪狔狊，犿狅狀狋犺狊，狔犲犪狉狊，狑犲犲犽狊，犺狅狌狉狊等）”作 主 语，表 示 时 间 的 整 体（一 段 时 间），
作主语时，谓语动词用单数。
犉狅狌狉犿狅狀狋犺狊 犪犾狅狀犵狋犻犿犲犳狅狉犿犲．
犃．犪狉犲 犅．犺犪狊 犆．犻狊 犇．犺犪狏犲
［答案］犆。３个月对我来说是很长的时间。

５２作宾语
１）作及物动词的宾语

犛犺犲狅狆犲狀狊狋犺犲狑犻狀犱狅狑犪狋犳犻狏犲犲狏犲狉狔犿狅狉狀犻狀犵．她每天早上５点钟开窗。
犎犲狋犲犪犮犺犲狊犈狀犵犾犻狊犺．他教英语。

２）作介词的宾语

第二章　名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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犎犲犾狅狅犽狊犪犳狋犲狉狋犺犲犮犺犻犾犱．他照看那孩子。
犛犺犲狑犪犾犽犲犱狅狌狋狅犳狋犺犲狉狅狅犿．她从房间里走了出去。
５３作表语
犎犲狉犱犪狌犵犺狋犲狉犻狊犪犳犪犿狅狌狊狊犻狀犵犲狉．她女儿是一位著名歌唱家。
犐狋犻狊犪狀犪狆狆犾犲．这是一个苹果。
５４作宾语补足语
犜犺犲狔狀犪犿犲犱狋犺犲犫狅狔犜狅犿．他们给那个男孩取名汤姆。
犠犲犿犪犱犲犺犻犿狅狌狉犿狅狀犻狋狅狉．我们选他当班长。
５５作主语补足语
犎犲犻狊犮狅狀狊犻犱犲狉犲犱犪狀犲狓犮犲犾犾犲狀狋狑狉犻狋犲狉．他被认为是一位优秀作家。
５６作定语
犛犺犲狑狅狉犽狊犻狀犪狊犺狅犲狊狋狅狉犲．她在一家鞋店工作。
犠犺犪狋狊狔狅狌狉狉狅狅犿狀狌犿犫犲狉？你的房间号码是多少？

名词作定语修饰另一个名词时，一般用单数形式。

犿犪狋犺狊狆狉狅犫犾犲犿 数学问题　 犿犲犱犻犮犻狀犲犫狅狓药盒

犮狅犾狅狉犳犻犾犿 彩色电影　 狑犲犪狋犺犲狉犳狅狉犲犮犪狊狋天气预报

狆犪狆犲狉狋犻犵犲狉纸老虎　 犳犻犾犿狋犻犮犽犲狋狊电影票

犫犻犮狔犮犾犲犳犪犮狋狅狉狔自行车厂　 犪狉狉犻狏犪犾狋犻犿犲抵达时间

狋犺犲狊狋狉犲犲狋犾犻犵犺狋狊路灯　 犮狅狌狀狋狉狔犾犻犳犲乡村生活

狋犺犲犮犻狋狔犮犲狀狋犲狉市中心　 犺犻狊狋狅狉狔犾犲狊狊狅狀历史课

狑狅狉犽狆犾犪犮犲狊工作的地方　 狋犺犲狑犻狀狋犲狉狋狉犪犻狀狋犻犿犲狋犪犫犾犲冬季火车时刻表

但具有特殊复数形式等的名词作定语时，要用复数形式。

狑狅犿犲狀狋犲犪犮犺犲狉狊女教师 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通信卫星

犮犾狅狋犺犲狊犫狉狌狊犺衣刷 犵狅狅犱狊狋狉犪犻狀货车

比较名词作定语和形容词作定语的不同含义：

犮狅犾狅狉犜犞彩电 犮狅犾狅狉犳狌犾犱狉犲狊狊艳丽的女服

犵狅犾犱狑犪狋犮犺金表 狋犺犲犵狅犾犱犲狀狊狌狀金灿灿的太阳

狉犪犻狀犳狅狉犲狊狋（热带）雨林 狉犪犻狀狔狉犲犵犻狅狀多雨地区

１．犐狀犆犺犻狀犪，狆犲狅狆犾犲狆狌狋狋犺犲犻狉 犳犻狉狊狋．
犃．犵犻狏犲狀狀犪犿犲狊 犅．犳犪犿犻犾狔狀犪犿犲狊
犆．犳狌犾犾狀犪犿犲狊 犇．犳犻狉狊狋狀犪犿犲狊
［答案］犅。在中国，人们把他们的姓放在（名字）最前面。犳犪犿犻犾狔狀犪犿犲姓，犵犻狏犲狀狀犪犿犲／犳犻狉狊狋狀犪犿犲（姓

名中的）名字，犳狌犾犾狀犪犿犲全名。
２．犜犺犲狉犲犪狉犲犿犪狀狔 犻狀狅狌狉狊犮犺狅狅犾．
犃．狑狅犿犪狀狋犲犪犮犺犲狉狊 犅．狑狅犿犪狀狊狋犲犪犮犺犲狉狊
犆．狑狅犿犲狀狋犲犪犮犺犲狉狊 犇．狑狅犿犲狀狊狋犲犪犮犺犲狉狊
［答案］犆。我们学校有很多女教师。

５７作状语
犠犪犻狋犪犿狅犿犲狀狋，狆犾犲犪狊犲．请等一会儿。
犜犺犲犮犪狉狉狌狀狊１２０犽犻犾狅犿犲狋犲狉狊犪狀犺狅狌狉．这辆车每小时行驶１２０公里。
５８作同位语
犠犲犾犻犽犲犕狉．犠犪狀犵，狅狌狉犈狀犵犾犻狊犺狋犲犪犮犺犲狉．我们喜欢我们的英语老师王先生。

名词转化为形容词 &
　　有些名词可以转化为形容词，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６１＋狔，表示“充满……的”
狑犻狀犱风→ 狑犻狀犱狔有风的 犮犾狅狌犱云→犮犾狅狌犱狔多云的

犺犲犪犾狋犺健康→犺犲犪犾狋犺狔健康的 狊狌狀太阳→狊狌狀狀狔晴天的

狉犪犻狀雨→狉犪犻狀狔多雨的 犱犻狉狋脏→犱犻狉狋狔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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犳狌狀乐趣→犳狌狀狀狔有趣的 犳狉狅狊狋霜→犳狉狅狊狋狔严寒的

狊狀狅狑雪→狊狀狅狑狔多雪的

６２＋犾狔
犾狅狏犲爱→犾狅狏犲犾狔可爱的 犫狉狅狋犺犲狉兄弟→犫狉狅狋犺犲狉犾狔兄弟般的

犳狉犻犲狀犱朋友→犳狉犻犲狀犱犾狔友好的 犮狅犿狉犪犱犲同志→犮狅犿狉犪犱犲犾狔同志般的

犳犪狋犺犲狉父亲→犳犪狋犺犲狉犾狔父亲般的 犿狅狋犺犲狉母亲→ 犿狅狋犺犲狉犾狔母亲般的

６３＋犳狌犾，表示“充满的，具有……性质的”
犺犲犾狆帮助 →犺犲犾狆犳狌犾有帮助的 犮犪狉犲小心 →犮犪狉犲犳狌犾小心的

犼狅狔快乐 →犼狅狔犳狌犾喜悦的 犺狅狆犲希望 →犺狅狆犲犳狌犾有希望的

狌狊犲用处 →狌狊犲犳狌犾有用的 狋犲犪狉眼泪 →狋犲犪狉犳狌犾满含眼泪的

６４＋犾犲狊狊，表示“没有……的”
犳犲犪狉害怕→犳犲犪狉犾犲狊狊无谓的 狌狊犲→狌狊犲犾犲狊狊无用的

犮犪狉犲小心 →犮犪狉犲犾犲狊狊粗心的 犺狅狆犲希望→犺狅狆犲犾犲狊狊没有希望的

测试练习 ’
１　写出下列名词的复数形式
１．犪犻狉狆狅狉狋 　　　　　　　　　　　２．狅狉犪狀犵犲
３．狋犲狓狋 　 ４．犮犺犻犾犱
５．犮犪犿犲狉犪 　 ６．犿犪狆
７．犳犻狊犺 　 ８．犮犻狋狔
９．狋狉犲犲 　 １０．狑犪狋犮犺
１１．犪狉犿狔 　 １２．犫犪犫狔
１３．犿犪狋犮犺 　 １４．犿狅狀狋犺
１５．犽狀犻犳犲 　 １６．狆犺狅狋狅
１７．狆犾犪狔 　 １８．犽犲狔
１９．犱狉犲狊狊 　 ２０．犱犻狊犺
２１．狆犪狉狋狔 　 ２２．犫狅犱狔
２３．犫狉狌狊犺 　 ２４．犲狔犲
２５．狑狅犾犳 　 ２６．犳狅狅狋
２７．犾犻犳犲 　 ２８．狋狅狔
２９．犺狅犾犻犱犪狔 　 ３０．狏犻犮狋狅狉狔
３１．狕狅狅 　 ３２．狋狅狅狋犺
３３．犿狅狌狊犲 　 ３４．犵犾犪狊狊
３５．狑犻犳犲 　 ３６．犌犲狉犿犪狀
３７．狊犺犲犾犳 　 ３８．狉犪犱犻狅
３９．犿犪狀 　 ４０．狑狅犿犪狀
４１．狏犪犾犾犲狔 　 ４２．犵狅狅狊犲
４３．狆狅狋犪狋狅 　 ４４．狊犺犲犲狆
４５．犱犲犲狉 　 ４６．狆狅犾犻犮犲犿犪狀
４７．犝犉犗 　 ４８．狏犻犱犲狅
４９．狆犻犪狀狅 　 ５０．犛狑犻狊狊
５１．狋狅犿犪狋狅 　 ５２．犿狅狏犻犲
５３．狑狅犿犪狀犱狉犻狏犲狉 ５４．犫狉狅狋犺犲狉犻狀犾犪狑
５５．犲犱犻狋狅狉犻狀犮犺犻犲犳
２　在下列词中找出不可数名词，在横线上打钩，在可数名词前加ａ或ａｎ
１． 犮狅狑　 ２． 犪狀狊狑犲狉
３． 犿犲犪狋　 ４． 犿狅狌狋犺
５． 犺狅犿犲狑狅狉犽　 ６． 犻犱犲犪
７． 狊犺狅犲　 ８． 狀犲狑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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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犪犱狏犻犮犲　 １０． 狋犪狓犻
１１． 犪犻狉　 １２． 狉犻犮犲
１３． 犿犻犾犽　 １４． 犿狌狊犻犮
１５． 犿犲犪犾　 １６． 狆狉狅犵狉犲狊狊
１７． 狅犻犾　 １８．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１９． 犿狅狀犲狔　 ２０． 犫犾狅狅犱
２１． 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　 ２２． 犾犻狇狌犻犱
２３． 狊犲犪狊狅狀　 ２４． 狋狉犻狆
２５． 犺犲犪狋　 ２６． 狑犪狋犲狉
２７． 犻犮犲　 ２８． 犮犪犽犲
２９． 犻狀犽　 ３０． 犲狏犲狀狋
３１． 犮狅狋狋狅狀　 ３２． 犫狉犲犪犱
３３． 犵犲狅犵狉犪狆犺狔　 ３４． 犺犪狆狆犻狀犲狊狊
３５． 狊狌犵犪狉
３　辨别下面每组单词画线部分的读音是否相同，相同的划“√”，不同的划“×”
１．犱犻狊犺犲狊　犫狅狓犲狊 　 ２．犮犺犪犻狉狊　犫狌狊犲狊
３．犪狆狆犾犲狊　犵犾犪狊狊犲狊 　 ４．犳犻狊犺犲狊　狆犲狀犮犻犾狊
５．犿犪狋犮犺犲狊　狀犲狑狊 　 ６．犫犲犱狊　狉犪犱犻狅狊
７．犮犪狉犱狊　犽犻狋犲狊 　 ８．犫犻狉犱狊　狊犺犲犾狏犲狊
９．犵狉犪犱犲狊　犺狅狉狊犲狊 　 １０．狆犺狅狋狅狊　犿狅狀犽犲狔狊
４　将下列句子变成复数形式
１．犜犺犻狊犻狊犪犮犪狉．
２．犃狑狅犾犳犻狊犪狀犪狀犻犿犪犾．
３．犜犺犲狉犲犻狊犪狀犲犵犵狅狀狋犺犲狆犾犪狋犲．
４．犜犺犪狋犫犪犵犻狊犫犻犵．
５．犃犮犪狋犮犪狋犮犺犲狊犪犿狅狌狊犲．
６．犠犺犪狋犪犫犲犪狌狋犻犳狌犾狆犻犮狋狌狉犲犻狋犻狊！

７．犛犺犲犻狊狑狉犻狋犻狀犵犪犾犲狋狋犲狉狋狅犺犲狉狋犲犪犮犺犲狉．
８．犃犱犲犲狉犻狊狉狌狀狀犻狀犵犻狀狋狅狋犺犲狑狅狅犱狊．
９．犜犺犲犮犺犻犾犱犺犪狊犪狋狅狔．
１０．犃犮犺犪犻狉犺犪狊犳狅狌狉犾犲犵狊．
５　将下列词组译成英语
１．一条裤子　　　　　　　　２．一条意见　　　　　　　　３．一碗水

４．一则好消息　 ５．一张纸　　 ６．一杯咖啡

７．一盒火柴　 ８．一瓶墨水　　 ９．一片肉

１０．一支粉笔　 １１．一米布　　 １２．一壶茶

１３．一副手套　 １４．一块蛋糕　　 １５．一袋钱

１６．一滴血　 １７．一群女学生　　 １８．３件家具

１９．几吨煤　 ２０．３副眼镜　　 ２１．教师办公室

２２．１０分钟的休息　 ２３．今天的报纸 ２４．教师节

２５．他们学校的学生 ２６．汤姆父亲的朋友

６　经典考题
１．犉狅狉犿狔犺狅犿犲狑狅狉犽犐犺犪狏犲狋狅狑狉犻狋犲犪（狀） 犪犫狅狌狋狋犺犲狑狅狀犱犲狉狊狅犳狋犺犲狑狅狉犾犱．
犃．犿狌狊犻犮　　　　　犅．狆犻犮狋狌狉犲　　　　　犆．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　　　　　犇．犲狓犪犿

２．犆狅狌犾犱狔狅狌狆犾犲犪狊犲犵犲狋犿犲狊狅犿犲 ？犐犿犺狌狀犵狉狔．
犃．犪狆狆犾犲 犅．狑犪狋犲狉 犆．犫狉犲犪犱 犇．犲犵犵

３．犐犺犪狏犲犵狉犲犪狋 犻狀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犿犪狋犺狊犪狀犱犐犿狊狅狑狅狉狉犻犲犱．犆狅狌犾犱狔狅狌犺犲犾狆犿犲？

犃．狋狉狅狌犫犾犲 犅．犻狀狋犲狉犲狊狋 犆．犼狅狔 犇．犳狌狀
４．犜犺犲犱狅犮狋狅狉狋狅犾犱犿犲狋狅犲犪狋犿狅狉犲 犫犲犮犪狌狊犲犻狋狊犵狅狅犱犳狅狉犿狔犺犲犪犾狋犺．
犃．狅狉犪狀犵犲 犅．狊狌犵犪狉 犆．犻犮犲犮狉犲犪犿 犇．犳犻狊犺

５．犚犲犪犱狋犺犲 犮犪狉犲犳狌犾犾狔．犜犺犲狔狑犻犾犾犺犲犾狆狔狅狌犽狀狅狑犺狅狑狋狅狌狊犲狋犺犲犿犪犮犺犻狀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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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狊 犅．犱犲犮犻狊犻狅狀狊 犆．狉犲狊狌犾狋狊 犇．狆犻犮狋狌狉犲狊
６．犑狅犺狀狑犪狀狋狊狋狅犫犲犪 ，狊狅犺犲狅犳狋犲狀犺犲犾狆狊狊犻犮犽狆犲狅狆犾犲犻狀狋犺犲犺狅狊狆犻狋犪犾．
犃．狉犲狆狅狉狋犲狉 犅．犱狅犮狋狅狉 犆．狊犮犻犲狀狋犻狊狋 犇．犮狅狅犽

７．—犕狉狊．犅犾犪犮犽，犮狅狌犾犱狔狅狌犵犻狏犲犿犲狊狅犿犲犪犱狏犻犮犲狅狀犺狅狑狋狅狑狉犻狋犲犪狀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犾犲狋狋犲狉？
—犠犻狋犺狆犾犲犪狊狌狉犲．犚犲犿犲犿犫犲狉狋犺犪狋狋犺犲犾犲狋狋犲狉狊犺狅狌犾犱犫犲狑狉犻狋狋犲狀犻狀狋犺犲犳狅狉犿犪犾 ．
犃．狏犪犾狌犲 犅．狊狋狔犾犲 犆．犲犳犳犲犮狋 犇．犿狅狅犱

８．犅狅狔狊犪狀犱犵犻狉犾狊，犳犲犲犾犻狀犵狆犲犪犮犲犳狌犾犻狊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狊狋犲狆狋狅犫犲犮狅犿犲 犻狀狋犺犲犲狓犪犿．犛狅狆犾犲犪狊犲
狋犪犽犲犪犱犲犲狆犫狉犲犪狋犺犪狀犱犮犪犾犿犱狅狑狀．
犃．狉狌狀狀犲狉狊 犅．狑犻狀狀犲狉狊 犆．狆犾犪狔犲狉狊 犇．犿犪犽犲狉狊

９．—犐犿犵狅犻狀犵狋狅狋犺犲狊狌狆犲狉犿犪狉犽犲狋．犔犲狋犿犲犵犲狋狔狅狌狊狅犿犲犳狉狌犻狋．
—犗犓．犜犺犪狀犽狊犳狅狉狔狅狌狉 ．
犃．狅犳犳犲狉 犅．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犆．犿犲狊狊犪犵犲 犇．狅狉犱犲狉

１０．—犐犿狋犺犻狉狊狋狔．犕犪狔犐犺犪狏犲狊狅犿犲狋犺犻狀犵狋狅犱狉犻狀犽？
—犗犓．犎犲狉犲狊狊狅犿犲 ．
犃．狉犻犮犲 犅．犫狉犲犪犱 犆．狑犪狋犲狉 犇．犿犲犪狋

１１．—犈狓犮狌狊犲犿犲，狑犺犲狉犲犮犪狀犐狆犪狉犽犿狔犮犪狉？
—犇狉犻狏犲犪犺犲犪犱，犪狀犱狔狅狌狑犻犾犾狊犲犲狋犺犲狊犻犵狀 狅狀狔狅狌狉狉犻犵犺狋．

犃． 犅． 犆．

１２．—犕狉狊．犠犪狀犵狑犪狊狊犲狀狋狋狅狋犲犪犮犺犈狀犵犾犻狊犺犻狀犪狆狅狅狉犿狅狌狀狋犪犻狀狏犻犾犾犪犵犲犾犪狊狋狔犲犪狉．
—犛犺犲狊犪犻犱狊犺犲狑狅狌犾犱狀犲狏犲狉犳狅狉犵犲狋狊狅犿犲狆犾犲犪狊犪狀狋 狑犺犻犾犲狑狅狉犽犻狀犵狋犺犲狉犲．
犃．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狊 犅．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狊 犆．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狊 犇．犲犿狅狋犻狅狀狊

１３．犐狋犺犻狀犽狋犺犪狋狋犺犲犫犲狊犽 狋狅狏犻狊犻狋犎犪犻狀犪狀犐狊犾犪狀犱犻狊犻狀犖狅狏犲犿犫犲狉犫犲犮犪狌狊犲狋犺犲狑犲犪狋犺犲狉犻狊
犲狓犮犲犾犾犲狀狋狋犺犲狀．
犃．狆犾犪犮犲 犅．狋犻犿犲 犆．狑犪狔 犇．狆犾犪狀

１４．—犐犺犲犪狉狔狅狌狉狌狀犳狅狉犺犪犾犳犪狀犺狅狌狉犲狏犲狉狔犱犪狔．
—犚犻犵犺狋，狑犲犺犪狏犲狋狅．犐狋狊狅狀犲狅犳狋犺犲 犻狀狅狌狉狊犮犺狅狅犾．
犃．狉狌犾犲狊 犅．狆犾犪狀狊 犆．犺狅犫犫犻犲狊 犇．犮犺狅犻犮犲狊

１５．—犠犺犪狋狊狔狅狌狉 ，犑犪犮犽？
—犐犾犻犽犲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狀犵犮狅犻狀狊．
犃．犪犵犲 犅．狀犪犿犲 犆．犼狅犫 犇．犺狅犫犫狔

１６．—犠犺狔犱狅狔狅狌犵犲狋狌狆狊狅犲犪狉犾狔犻狀狋犺犲犿狅狉狀犻狀犵，犜犪狉狔？
—犐犵犲狀犲狉犪犾犾狔犿犪犽犲犻狋犪 狋狅犫犲狌狆犫狔７狋狅狉犲犪犱犈狀犵犾犻狊犺．
犃．狆犾犪狀 犅．狑犻狊犺 犆．狊犲犮狉犲狋 犇．狉狌犾犲

１７．犆狅狌犾犱狔狅狌狊犲狀犱犿犲 狋狅狋犲犾犾犿犲狊狅犿犲狋犺犻狀犵犪犫狅狌狋狔狅狌狉狏犻狊犻狋犻狀犃犿犲狉犻犮犪？

犃．犪狋犻犮犽犲狋 犅．犪狀犲犿犪犻犾 犆．犪犜犞狊犲狋 犇．犪狑犪狋犮犺
１８．犐犺犪狏犲狋狅狊狆犲犪犽狋狅犿狔犵狉犪狀犱犿犪犾狅狌犱犾狔犫犲犮犪狌狊犲狊狅犿犲狋犺犻狀犵犻狊狑狉狅狀犵狑犻狋犺犺犲狉 ．

犃．犲狔犲狊 犅．犲犪狉狊 犆．犾犲犵狊 犇．犺犪狀犱狊
１９．犎犲狔！犐犳狔狅狌狑犪狀狋狋狅犳犻狀犱狅狌狋犪犫狅狌狋狀犲狑犮犪狉狋狅狅狀狊，犺犪狏犲犪犾狅狅犽犪狋狋犺犻狊 ．犐狋狊犵狉犲犪狋．

犃．狋犻犿犲 犅．狑犲犫狊犻狋犲 犆．狆犺狅狋狅 犇．狉狅犮犽
２０．犎犻狊犳犪狏狅狉犻狋犲 犻狊狋犺犲犅犲犪狋犾犲狊犪狀犱犺犲狊犵狅狋犾狅狋狊狅犳犆犇狊．

犃．犳犻犾犿 犅．狊犻狀犵犲狉 犆．犫犪狀犱 犇．犮狅狀犮犲狉狋
２１．犅犲狋狋狔犾犻犽犲狊 狏犲狉狔犿狌犮犺．犛犺犲犱狉犪狑狊狆犻犮狋狌狉犲狊犲狏犲狉狔犱犪狔．

犃．犪狉狋 犅．犿狌狊犻犮 犆．狊狆狅狉狋 犇．狊犮犻犲狀犮犲
２２．犜犺犲犅狉犻狋犻狊犺犮犲犾犲犫狉犪狋犲 ，狑犺犻犮犺犻狊狅狀犲狅犳狋犺犲犻狉狋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犳犲狊狋犻狏犪犾．犓犻犱狊犪狉犲犲狓犮犻狋犲犱

犪犫狅狌狋狋犺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狊犺犻犱犱犲狀犻狀狋犺犲狊狋狅犮犽犻狀犵狊（长筒袜）．
犃．狋犺犲犛狆狉犻狀犵犉犲狊狋犻狏犪犾 犅．犖犲狑犢犲犪狉狊犇犪狔
犆．犆犺狉犻狊狋犿犪狊 犇．犉犪狋犺犲狉狊犇犪狔

２３．—犎狌狉狉狔狌狆，犑犪犮犽！
—犑狌狊狋犵犻狏犲犿犲犳犻狏犲犿犻狀狌狋犲狊狋狅狆狌狋犿狔犱犲狊犽犻狀 ．

第二章　名　　词 



３４　　　

犃．狋犻犿犲 犅．犾犻狀犲 犆．狅狉犱犲狉 犇．狊犺犪狆犲
２４．犃犾犾狋犺犲 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犪狀犱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狉犲犺犪狏犻狀犵犪狀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犿犲犲狋犻狀犵狀狅狑．

犃．狑狅犿犲狀；犵犻狉犾 犅．狑狅犿犪狀；犵犻狉犾 犆．狑狅犿犲狀；犵犻狉犾狊 犇．狑狅犿犪狀；犵犻狉犾狊
２５．—犅犻犾犾犻狊犻犾犾．犇狅狔狅狌犽狀狅狑狑犺犪狋狊狑狉狅狀犵狑犻狋犺犺犻犿？

—犘狅狅狉犫狅狔．犎犻狊犻犾犾狀犲狊狊犻狊狋犺犲 狅犳犲犪狋犻狀犵狌狀犺犲犪犾狋犺狔犳狅狅犱．
犃．狉犲狊狌犾狋 犅．犮犪狌狊犲 犆．狉犲犪狊狅狀 犇．犲狀犱

２６．—犠犺狔犪狉犲狔狅狌狊狋犻犾犾狑犪犻狋犻狀犵犻狀犾犻狀犲？
—犐狏犲犿犻狊狊犲犱犿狔 ．
犃．狆犾犪犮犲 犅．狅狉犱犲狉 犆．狋狌狉狀 犇．狋犻犿犲

２７．犃狋狋犺犲犲狀犱狅犳狋犺犲狏狅犾犾犲狔犫犪犾犾犿犪狋犮犺，狅狌狉狊犮犺狅狅犾 狑狅狀犫狔３∶１．
犃．犿犲犿犫犲狉狊 犅．犵狉狅狌狆 犆．狋犲犪犿 犇．犳犪狀狊

２８．犐狏犲犮犪狌犵犺狋犪犮狅犾犱．犘犾犲犪狊犲犫狉犻狀犵犿犲狊狅犿犲 犳狅狉狋犺犲犺犲犪犱犪犮犺犲．
犃．犳狅狅犱 犅．犮犾狅狋犺犲狊 犆．犿犲犱犻犮犻狀犲 犇．犫狅狅犽狊

２９．犛狅犿犲狋犺犻狀犵犻狊狑狉狅狀犵狑犻狋犺犿狔 ．犐犮犪狀狋狊犲犲犪狀狔狋犺犻狀犵犪狉狅狌狀犱犿犲．
犃．狀狅狊犲 犅．犲犪狉狊 犆．犲狔犲狊 犇．犿狅狌狋犺

３０．—犗犺，犿狔犌狅犱！犠犲犺犪狏犲犿犻狊狊犲犱狋犺犲犾犪狊狋犫狌狊．犠犺犪狋狊犺犪犾犾狑犲犱狅？
—犐犿犪犳狉犪犻犱狑犲犺犪狏犲狀狅 犫狌狋狋狅狋犪犽犲犪狋犪狓犻．
犃．犮犺狅犻犮犲 犅．犱犲犮犻狊犻狅狀 犆．狉犲犪狊狅狀 犇．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３１．—犢狅狌犾狅狅犽狑狅狉狉犻犲犱．犠犺犪狋狊狔狅狌狉 ？
—犐犺犪狏犲狋狉狅狌犫犾犲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犈狀犵犾犻狊犺．
犃．狀犪犿犲 犅．狇狌犲狊狋犻狅狀 犆．狆狉狅犫犾犲犿 犇．犼狅犫

３２．犢狅狌犮犪狀犵犲狋犿狌犮犺 犪犫狅狌狋狋犺犲犠狅狉犾犱犈狓狆狅狅狀狋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犲狋．
犃．犿犪狆 犅．狆犻犮狋狌狉犲 犆．狋犻犮犽犲狋 犇．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３３．—犛犺犪犾犾狑犲犵狅狊犺狅狆狆犻狀犵狀狅狑？
—犛狅狉狉狔．犐狋狊狀狅狋狋犺犲狉犻犵犺狋 ．犐犿狋狅狅狋犻狉犲犱．
犃．狑犪狔 犅．狑犲犪狋犺犲狉 犆．狆犾犪犮犲 犇．犿狅犿犲狀狋

３４．犐犳狔狅狌狑狅狉犽犺犪狉犱，狔狅狌犾犾犵犲狋犵狅狅犱 ．
犃．犵狉犪犱犲狊 犅．狀狅狋犲狊 犆．犾犲狊狊狅狀狊 犇．犪狀狊狑犲狉狊

３５．—犕狅犿，犮狅狌犾犱狔狅狌狆犪狊狊犿犲狊狅犿犲 ？犐狋狊犱犲犾犻犮犻狅狌狊．
犃．犫狌狋狋犲狉 犅．犪狆狆犾犲狊 犆．狋狅犿犪狋狅犲狊 犇．狊犪狀犱狑犻犮犺犲狊

３６．—犠犺犪狋犱犻犱狊犺犲狊犪狔？
—犛犺犲狊犪犻犱狋犺犪狋狊犺犲狑犪狊犻犾犾，犫狌狋狋犺犪狋狑犪狊狅狀犾狔犪（狀） ．
犃．犲狓犮狌狊犲 犅．犲狓犲狉犮犻狊犲 犆．狋狅狆犻犮 犇．犿犲犿狅狉狔

３７．—犐犱狅狀狋犽狀狅狑犺狅狑狋狅狅狆犲狉犪狋犲狋犺犲狑犪狊犺犻狀犵犿犪犮犺犻狀犲．
—犎犲狉犲狊狋犺犲 ．犢狅狌犮犪狀狉犲犪犱犻狋犳犻狉狊狋．
犃．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 犅．犱犻狉犲犮狋犻狅狀 犆．犪犱狏犲狉狋犻狊犲犿犲狀狋 犇．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３８．犕狉．狑犺犻狋犲犺犪狊犪犫犲犪狌狋犻犳狌犾犵犪狉犱犲狀狑犻狋犺犿犪狀狔 犻狀犻狋．
犃．犳犾狅狑犲狉狊 犅．犵狉犪狊狊 犆．狏犻犾犾犪犵犲狊 犇．狑犪狋犲狉

３９．—犠狅狌犾犱狔狅狌犾犻犽犲 狋犲犪？
—犖狅，狋犺犪狀犽狊．犐犺犪狏犲犱狉狌狀犽狋狑狅 ．
犃．犪狀狔；犫狅狋狋犾犲狊狅犳狅狉犪狀犵犲 犅．狊狅犿犲；犫狅狋狋犾犲狊狅犳狅狉犪狀犵犲
犆．犿犪狀狔；犫狅狋狋犾犲狊狅犳狅狉犪狀犵犲狊 犇．犳犲狑；犫狅狋狋犾犲狅犳狅狉犪狀犵犲狊

４０．—犕狌犿，狊狅犿犲狋犺犻狀犵犻狊狑狉狅狀犵狑犻狋犺犿狔狋犲犲狋犺．犐犮犪狀狋犲犪狋犪狀狔狋犺犻狀犵．
—犠犺犪狋犪犫狅狌狋狊犲犲犻狀犵犪 犪狋狅狀犮犲？

犃．犱犲狊犻犵狀犲狉 犅．犱犲狀狋犻狊狋 犆．犱犻狉犲犮狋狅狉 犇．犱犲狋犲犮狋犻狏犲
４１．犐狋犺犻狀犽狋犺犲狋犲犲狀犪犵犲狉狊狊犺狅狌犾犱狋狉狔狋狅犻犿狆狉狅狏犲狋犺犲犻狉犾犻狏犻狀犵 ．

犃．犪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 犅．狊犽犻犾犾狊 犆．犿犲犿狅狉狔 犇．狊狌犮犮犲狊狊
４２．—犐犿犪犳狉犪犻犱犮犪狀狋犵犲狋狋犺犲狉犲犫犲犳狅狉犲９狅犮犾狅犮犽．

—犜犺犪狋狊犗犓．犜犺犲狉犲狊 ．
犃．狀狅狑犪狔 犅．狀狅狑狅狀犱犲狉 犆．狀狅犱狅狌犫狋 犇．狀狅犺狌狉狉狔

４３．—犎犻，犜狅犿．犆狅狌犾犱狔狅狌犺犲犾狆犿犲犮狌狋狌狆狋犺犲犿犲犪狋犳狅狉犱狌犿狆犾犻狀犵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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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犗犓，犕狅犿．犅狌狋狑犺犲狉犲犻狊狋犺犲 ？

犃．犽狀犻犳犲 犅．犳狅狉犽 犆．狊狆狅狅狀 犇．犮犺狅狆狊狋犻犮犽狊
４４．犐狑犪狊狀狅狋犪狋犺狅犿犲狑犺犲狀狋犺犲 犫狉狅狌犵犺狋狋犺犲狆犪犮犽犪犵犲，狊狅犐犾犾犺犪狏犲狋狅犵犲狋犻狋犿狔狊犲犾犳犪狋
狋犺犲狆狅狊狋狅犳犳犻犮犲．
犃．犫狌狊犱狉犻狏犲狉 犅．犿犪犻犾犮犪狉狉犻犲狉 犆．狆狅犾犻犮犲狅犳犳犻犮犲狉 犇．狊犺狅狆犽犲犲狆犲狉

４５．犔狅狅犽犪狋狋犺犲狊犺狅狆狆犻狀犵犾犻狊狋．犠犺犪狋犻狊狋犺犲犵犻狉犾犵狅犻狀犵狋狅犫狌狔？

犜犺犻狀犵狊狋狅犫狌狔
—１０犪狆狆犾犲狊
—３狅狉犪狀犵犲狊
—５犫犪狀犪狀犪狊
—４狆犲犪狉狊

犃．犫狉犲犪犱 犅．犳犪狊狋犳狅狅犱 犆．犳狉狌犻狋 犇．狊狀犪犮犽
４６．—犠犺狔狀狅狋犵狅狋狅狋犺犲犌狉犲犪狋犠犪犾犾狋犺犻狊犛犪狋狌狉犱犪狔？

—犐犿犪犳狉犪犻犱犻狋狊狀狅狋犪犵狅狅犱 ．犕犪狀狔狅犳狌狊犺犪狏犲犫犲犲狀狋犺犲狉犲．
犃．狆犾犪犮犲 犅．犱犪狔 犆．狆犾犪狀 犇．犻犱犲犪

４７．犠犺犲狀狑犲狊犪狑犔犻狌犡犻犪狀犵狊犳犪犮犲，狑犲犽狀犲狑 狑犪狊犫犪犱．
犃．狊狅犿犲狀犲狑狊 犅．犪狀犲狑狊 犆．狋犺犲狀犲狑狊 犇．狀犲狑狊

４８．—犆犪狀狔狅狌狊犲犲犿狔 ？犐犮犪狀狋狊犲犲狋犺犲犿犳狅狉犪犾狅狀犵狋犻犿犲．
—犢犲狊，狋犺犲狔犪狉犲狅狏犲狉狋犺犲狉犲．
犃．狊犺犲犲狆 犅．犮犺犻犮犽犲狀 犆．狆犺狅狋狅 犇．犺狅犫犫狔

４９．犕狉狊．犅犾犪犮犽犳犲犾狋狏犲狉狔狋犻狉犲犱犪狀犱狊犺犲狑犪狀狋犲犱狋狅犵狅狋狅犪 狋狅犺犪狏犲犪狊犺狅狉狋犫狉犲犪犽．
犃．犱狉狌犵狊狋狅狉犲 犅．犱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 犆．犫犲犱狉狅狅犿 犇．犿犪狉犽犲狋

５０．犠犲狅犳狋犲狀狌狊犲狋犺犲犿狅犫犻犾犲狆犺狅狀犲狋狅狊犲狀犱狋犲狓狋 狋狅狅狌狋犳狉犻犲狀犱狊．
犃．犿犲狀狌狊 犅．犿犲狊狊犪犵犲狊 犆．犪犱狏犻犮犲 犇．狀狅狋犲狊

５１．犠犺狔狀狅狋犵犻狏犲犔犻狀犱犪狊狅犿犲 ？犛犺犲犺犪狊犳犪犻犾犲犱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狊犲狏犲狉犪犾狋犻犿犲狊．
犃．狀狅狋犻犮犲 犅．狊狌犵犵犲狊狋犻狅狀 犆．犪犱狏犻犮犲 犇．狑犪狉狀犻狀犵

５２．—犎狅狑犪狉犲狆犲狅狆犾犲犵狅犻狀犵狋狅犿犪犽犲 犮犾犲犪狀？
—犅狔狌狊犻狀犵犾犲狊狊犮犪狉狊．
犃．狑犪狋犲狉 犅．犪犻狉 犆．狊狋狉犲犲狋 犇．狉犻狏犲狉

５３．犕犻犽犲犪狀犱犺犻狊犳狉犻犲狀犱犪狉犲犵狅犻狀犵狋狅狋犺犲 狋狅狊犲犲狋犺犲狀犲狑犪犮狋犻狅狀犿狅狏犻犲狋狅狀犻犵犺狋．
犃．犫狅狅犽狊犺狅狆 犅．狉犲狊狋犪狌狉犪狀狋 犆．犮狅狀犮犲狉狋 犇．犮犻狀犲犿犪

５４．犔狅狅犽犪狋狋犺犲犳犾狅狑犲狉狊！犜犺犲狔犪狉犲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 ：狉犲犱，狔犲犾犾狅，狆犻狀犽．．．
犃．犮狅犾狅狉狊 犅．狊犻狕犲狊 犆．狆狉犻犮犲狊 犇．狀犪犿犲狊

５５．—犠狅狌犾犱狔狅狌犾犻犽犲狊狅犿犲狋犺犻狀犵狋狅犱狉犻狀犽， 狅狉犮狅犳犳犲犲？
—犆狅犳犳犲犲，狆犾犲犪狊犲．
犃．狋犲犪 犅．犳狉狌犻狋 犆．犫狉犲犪犱 犇．犿犲犪狋

５６．犕狉．犛犺狌狋犲犻狊犪犳狉犻犲狀犱狅犳 ．
犃．犑狅犺狀狊狌狀犮犾犲 犅．犑狅犺狀狌狀犮犾犲狊 犆．犑狅犺狀狊狌狀犮犾犲狊 犇．犑狅犺狀狌狀犮犾犲

５７．—犇狅狔狅狌犾犻犽犲狋狅犾犻狊狋犲狀狋狅犕狅狕犪狉狋？
—犢犲狊．犔犻狊狋犲狀犻狀犵狋狅 犻狊犿狔犳犪狏狅狉犻狋犲．
犃．狊狅狀犵狊 犅．犿狌狊犻犮 犆．狊狋狅狉犻犲狊 犇．狀犲狑狊

５８．犔犲狋狊犿犲犲狋犪狋７∶３０狅狌狋狊犻犱犲狋犺犲犵犪狋犲狅犳 ．
犃．狋犺犲犘犲狅狆犾犲狊犘犪狉犽 犅．狋犺犲犘犲狅狆犾犲狊犘犪狉犽
犆．狋犺犲犘犲狅狆犾犲犘犪狉犽 犇．犘犲狅狆犾犲狊犘犪狉犽

５９．犜犺犲犳犪狉犿犲狉狉犪犻狊犲犱狋犲狀 ．
犃．狊犺犲犲狆狊 犅．犱犲犲狉狊 犆．犺狅狉狊犲 犇．犮狅狑狊

６０．犜犺犲狔犵狅狋犿狌犮犺 犳狉狅犿狋犺狅狊犲狀犲狑犫狅狅犽狊．
犃．犻犱犲犪狊 犅．狆犺狅狋狅狊 犆．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犇．狊狋狅狉犻犲狊

６１．犃犾狅狑犮犪狉犫狅狀（低 碳）犾犻犳犲狊狋狔犾犲犺犪狊 犲犳犳犲犮狋狅狀狅狌狉犱犪犻犾狔犾犻犳犲．犘犲狅狆犾犲犪狉犲狆犪狔犻狀犵
犿狅狉犲犪狀犱犿狅狉犲犪狋狋犲狀狋犻狅狀狋狅狊犪狏犻狀犵 狋犺犲狊犲犱犪狔狊．
犃．狋犺犲；犲狀犲狉犵犻犲狊 犅．犪；犲狀犲狉犵狔 犆．犪狀；犲狀犲狉犵狔 犇．犪狀；犲狀犲狉犵犻犲狊

第二章　名　　词 



３６　　　

６２．犜犺犲犿狌狊犻犮犿犪犱犲犿犲狋犺犻狀犽狅犳狋犺犲 狅犳犪狉狌狀狀犻狀犵狊狋狉犲犪犿．
犃．狊犺狅狌狋 犅．狀狅犻狊犲 犆．狏狅犻犮犲 犇．狊狅狌狀犱

６３．犎狅狑犿犪狀狔 犮犪犿犲狋狅狋犺犻狊犿犲犲狋犻狀犵？

犃．犑犪狆犪狀犲狊犲 犅．犃犿犲狉犻犮犪狀 犆．犃狌狊狋狉犪犾犻犪狀 犇．犆犪狀犪犱犻犪狀
６４．犑犻犿狊犺犪狀犱狑狉犻狋犻狀犵犻狊犫犲狋狋犲狉狋犺犪狀犪狀狔狅狋犺犲狉 犻狀犺犻狊犮犾犪狊狊．

犃．狊狋狌犱犲狀狋狊 犅．狊狋狌犱犲狀狋 犆．狊狋狌犱犲狀狋狊 犇．狊狋狌犱犲狀狋狊
６５．犜犺犲犺狅狋犲犾犻狊犪犫犻狋犳犪狉犳狉狅犿犺犲狉犲．犐狋狊犪犫狅狌狋 ．

犃．狋狑犲狀狋狔犿犻狀狌狋犲狊狊狑犪犾犽 犅．狋狑犲狀狋狔犿犻狀狌狋犲狊狑犪犾犽
犆．狋狑犲狀狋狔犿犻狀狌狋犲狊狑犪犾犽 犇．狋狑犲狀狋狔犿犻狀狌狋犲狊狑犪犾犽

６６．犠犺犪狋犪狉犲狔狅狌犾犻狊狋犲狀犻狀犵狋狅，犑犪犮犽？ 狅狉 ？

犃．犕狌狊犻犮；犪狀犲狑狊 犅．犕狌狊犻犮；狀犲狑狊
犆．犕狌狊犻犮狊；狀犲狑狊 犇．犕狌狊犻犮；狀犲狑狊犲狊

６７．犕狅狊狋狅犳狋犺犲狀犲狑犫狅狅犽狊犻狀狋犺犲狊犮犺狅狅犾犾犻犫狉犪狉狔犪狉犲 犫狅狅犽狊．
犃．犮犺犻犾犱 犅．犮犺犻犾犱狉犲狀狊 犆．犮犺犻犾犱狉犲狀 犇．犮犺犻犾犱狉犲狀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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