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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以教育部最新颁布的《高中英语新课标语法项目表》为依据，通过对国家
统编高中英语教材和国内其他几套高中优秀英语教材的长期研究，在深入分析历
届高考试题的基础上，精心编写而成。

本书对高中英语所涉及的语法知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归纳、例示，重在阐释
难点、考点和学生易混淆用错的地方，并通过对大量的实例进行比较，辨明了各种
用法差异和正误说法。书中还对高中英语的句型和某些疑难点做了详细的分析，
并以独特的形式列出其特点、相互间的不同之处及具体用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对高中英语教学质量的要求会越来越高，高中学生英语
知识面会越来越广，因此，本书还对高中英语语法知识和用法要点做了适当超前的
拓展。书中涉及了个别高中英语新课标中没有包含的，但从更高的要求来说，高中
学生应了解并掌握的语法知识和惯用法，为广大高中生平时学习和高考复习扩大
了知识空间，提供了知识储备，使他们成竹在胸，游刃有余。

书中的经典考题大都是历届全真高考试题，覆盖面广，具有一定深度，通过专
项练习，能熟悉高考题型，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提高英语总体水平。

本书的编写，是我们长期英语教学和研究的结晶，并加以不断完善，不断深化，
以期为我国高中学生提供一本内容翔实、切实解决问题的英语语法工具书，使他们
尽快地学好英语，给他们未来的人生之路遮一片阴凉，送一泓清泉。

本书可供广大高中学生平时学习遇到问题时专项查询，攻克难点、考点，也可
作系统阅读，以求全面掌握。

本书的编写曾得到了胡开杰先生的帮助，特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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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名　词

名词的定义和种类 !
１１　定义
名词是表示人、事物及抽象概念名称的词，例如：犿狅狋犺犲狉（母亲），犽犻狀犱狀犲狊狊（和善），

狊犻犾犽（丝），犆犺犻狀犪（中国）。

１２　种类
名词按其意义可分为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两大类。

１）普通名词
普通名词表示某类人或某类事物的名称，或者指某种抽象概念。普通名词又可分

为四类，见下表：

类 别 定　　义 例　　词

个体名词 单个的人或事物的名称 狋狉犲犲树，犮犻狋狔城市，狋犲犪犮犺犲狉教师，狆犻犮狋狌狉犲
图画，犽犻犱孩子

集体名词 一群人或一些事物的总称

犮犾犪狊狊一个班级的学生，犳犪犿犻犾狔 家人，
狆犲狅狆犾犲人民，犳犪犮狌犾狋狔全体教职员，犮狉犲狑
全体船员，狋犲犪犿 团队，犵狉狅狌狆组，犮狅犿
犿犻狋狋犲犲委员会，狆狅犾犻犮犲警察，犪狉犿狔部队

物质名词
无法分为个体的材料、物质、
饮料、食品、气体、液体、金属
等的名称

狆犪狆犲狉纸，犫狉犲犪犱面包，犾犻犵犺狋光，狊狋犲犲犾
钢，犮犾狅狋犺 布，犳狅狅犱 食物，犵犪狊 气体，
犵狅犾犱黄金，狑狅狅犾羊毛，犿犲犪狋肉

抽象名词
品质、情感、状态、动作等的抽
象概念

狋狉狌狋犺真理，狊狀狅狑犳犪犾犾降雪，犺犲犪犾狋犺 健
康，犿狅狀犲狔钱，犿狌狊犻犮音乐，犺狅狀犲狊狋狔诚
实，犺狅狀狅狉荣誉，犾狅狏犲爱，狋犺犻狉狊狋狔口渴，
犵犲狅犵狉犪狆犺狔地理

（１）集体名词作主语时，如作整体看待，谓语动词用单数，如指一个个成员，谓语动词用
复数。详见本书第二十三章。

　　
犜犺犲犮犾犪狊狊犻狊犳狅狉狋犺犲狆犾犪狀．全班都赞同这个计划。
犜犺犲犮犾犪狊狊犪狉犲狑犪犻狋犻狀犵犳狅狉犺犲狉．全班学生都在等她［ 。
犕狔犳犪犿犻犾狔犻狊狏犲狉狔犮犾狅狊犲．我们一家人的关系都很亲密。
犕狔犳犪犿犻犾狔犪狉犲犪犾犾狋犪犾犾．我一家人个子都很高［ 。

（２）狆犲狅狆犾犲，犳犪犿犻犾狔，犮犾犪狊狊，狋犲犪犿，犵狉狅狌狆等集体名词，一般只有单数形式，但也可用作
个体名词，可有复数形式。

　　犪狆犲狅狆犾犲一个民族　　　　　　　　　　狋犺犲狆犲狅狆犾犲狊狅犳犃狊犻犪亚洲各民族
犪犾犪狉犵犲犳犪犿犻犾狔一个大家庭 狋狑狅犮犾犪狊狊犲狊２个班级
狋犺狉犲犲狋犲犪犿狊３支队伍 犳狅狌狉犵狉狅狌狆狊４个小组

（３）从可数性方面看，名词分为可数名词与不可数名词。个体名词和集体名词是可以
计数的，属于可数名词，有单复数之分，但有一些集体名词只有单数形式，而且常与
定冠词连用，如：狋犺犲狆狌犫犾犻犮，狋犺犲狆狉狅犾犲狋犪狉犻犪狋，狋犺犲犵犲狀狋狉狔；物质名词和抽象名词通常
是不可计数的，属于不可数名词，一般只用单数形式。

　



２　　　　

２）专有名词
专有名词表示人名、地名、机构名、书名、日期名、节日、某一事物等的专有名称，首

字母一般要大写。
　　犇犻犪狀犪戴安娜 犔狅狀犱狅狀伦敦

犃犘犈犆亚太经合组织 犉犐犉犃国际足球联盟
犔狅狊狋犪狀犱犉狅狌狀犱失物招领处 狋犺犲犛狆狉犻狀犵犉犲狊狋犻狏犪犾春节
犆犺狉犻狊狋犿犪狊犇犪狔圣诞节 狋犺犲犆犺犪狀犵犼犻犪狀犵犚犻狏犲狉长江
犜狉犲犪狊狌狉犲犐狊犾犪狀犱《金银岛》（小说名） 犜犺犲犉犻狉狊狋犛狀狅狑《初雪》（乐曲名）

专有名词的首字母必须大写，但其中的虚词（介词、冠词、连词）的首字母一般不大写。如果介词、冠词、连
词位于小说、诗歌等文学艺术作品的专有名词之首，则要大写。另外，在专有名词的所有字母都大写时，介
词、冠词、连词也必须大写。

３）名词种类的相互转化
名词的分类不是绝对的，往往可以相互转化，如在下文中，有些普通名词既可作可

数名词，又可作不可数名词。
（１）犱犪狀犵犲狉和犪犱犪狀犵犲狉

有些抽象名词可以转换为个体名词，指可以计数的具体人或物，被犪／犪狀修饰。
　　犫犲犪狌狋狔美 →犪犫犲犪狌狋狔美人 狊犮犻犲狀犮犲科学 →犪狊犮犻犲狀犮犲一门科学
狆犻狋狔怜悯 →犪狆犻狋狔令人惋惜的事 犱犪狀犵犲狉危险 →犪犱犪狀犵犲狉危险的人或物
犳犪犻犾狌狉犲失败 →犪犳犪犻犾狌狉犲失败的人或事 狊狌犮犮犲狊狊成功 →犪狊狌犮犮犲狊狊成功的人或事
狉犲犵狉犲狋遗憾 →犪狉犲犵狉犲狋令人遗憾的事 犼狅狔高兴 →犪犼狅狔令人高兴的人或事
犲狀狏狔羡慕 →犪狀犲狀狏狔令人羡慕的人或事
狊狌狉狆狉犻狊犲惊讶 →犪狊狌狉狆狉犻狊犲令人感到惊讶的人或事
狆犾犲犪狊狌狉犲快乐 →犪狆犾犲犪狊狌狉犲令人高兴的事
狑狅狉狉狔烦恼 →犪狑狅狉狉狔令人烦恼的人或事
狊犺狅犮犽吃惊 →犪狊犺狅犮犽令人吃惊的事
犮狅犿犳狅狉狋安慰 →犪犮狅犿犳狅狉狋令人安慰的人或事
犺狅狀狅狉荣誉 →犪狀犺狅狀狅狉令人感到荣耀的人或事
狊犺犪犿犲耻辱 →犪狊犺犪犿犲令人感到可耻的人或事
狑狅狀犱犲狉惊异 →犪狑狅狀犱犲狉令人惊异／疑惑的人或事
犫狌狊犻狀犲狊狊商业，生意（犱狅犫狌狊犻狀犲狊狊狑犻狋犺犿犪狀狔犮狅狌狀狋狉犻犲狊）→犪狊犿犪犾犾犫狌狊犻狀犲狊狊一家小商行
犎犲犻狊犪犵狉犲犪狋犺狅狀狅狉狋狅狋犺犲犳犪犿犻犾狔．他是全家的骄傲。
犐犳犻狀犱犵狉犲犪狋狆犾犲犪狊狌狉犲犻狀犵狅犻狀犵狋狅狋犺犲犮犻狀犲犿犪．我觉得看电影很开心。（抽象名词）
犐狋狊犪狆犾犲犪狊狌狉犲狋狅狋犲犪犮犺犺犲狉
犛犺犲犻狊犪狆犾犲犪狊狌狉犲狋狅狋犲犪犮犺．教她真是件乐事。（可数名词

熿

燀 ）
犎犲犺犪狋犲狊犲犿狆狋狔狋犪犾犽．他讨厌空谈。
犎犲犺犪犱犪犾狅狀犵狋犪犾犽狑犻狋犺犺犲狉．他同她进行了一次长谈［ 。

（２）狋犻犿犲和狋犻犿犲狊
有些抽象名词、个体名词或集体名词的复数形式，往往具有不同的含义或含义更多。

　　狋犻犿犲时间→狋犻犿犲狊次数，时代，时期　 　狊狆犻狉犻狋精神→狊狆犻狉犻狋狊情绪，酒精
犳狅狉犮犲力→犳狅狉犮犲狊军队 狑狅狉犽工作→狑狅狉犽狊工厂，工程
狆犪犻狀痛苦→狆犪犻狀狊辛苦 犾狅狅犽看→犾狅狅犽狊外貌
狆犪狉狋部分→狆犪狉狋狊部分，才能 狆犲狅狆犾犲人们→狆犲狅狆犾犲狊民族
犵犪犿犲游戏→犵犪犿犲狊游戏，运动会 犿犪狀狀犲狉方式→犿犪狀狀犲狉狊方式，礼貌
犾犲狋狋犲狉字母→犾犲狋狋犲狉狊字母，文学，证书 狋犺犻狀犵事物→狋犺犻狀犵狊事物，形势，情况
犮狅犿狆犪狊狊罗盘→犮狅犿狆犪狊狊犲狊罗盘，圆规 犮狅狉狉犲犮狋犻狅狀改正→犮狅狉狉犲犮狋犻狅狀狊批改的地方
狑犲犪犽狀犲狊狊软弱，虚弱→狑犲犪犽狀犲狊狊犲狊缺点，弱点
狊狋狉犲狀犵狋犺力量，长处，优点→狊狋狉犲狀犵狋犺狊长处，优点
狊狆犪犮犲空间→狋狑狅狊狆犪犮犲狊（词间、行间的）两个空格→犪狊狆犪犮犲一个场地，一点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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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
犜犻犿犲犳犾犻犲狊．光阴似箭。（指时间，抽象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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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次数）
犠犺犪狋狑狅狀犱犲狉犳狌犾狋犻犿犲狊狑犲犪狉犲犾犻狏犻狀犵犻狀！我们生活在多么了不起的时代啊！（指
时代、境况

熿

燀 ）
犔犻犵犺狋狋狉犪狏犲犾狊犳犪狊狋犲狉狋犺犪狀狊狅狌狀犱．光比声音的速度快。
犔犻犵犺狋狊犪狉犲狅狌狋．灯熄了［ 。

（３）犺狅狆犲和犺狅狆犲狊
有些抽象名词可用复数形式，表示具体的事物或数量多。

　　犺狅狆犲希望→犺狅狆犲狊（各种）希望 犻狀狋犲狉犲狊狋兴趣→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狊（多种）兴趣，利益
犺犪狉犱狊犺犻狆艰难→犺犪狉犱狊犺犻狆狊艰难困苦 犱犻犳犳犻犮狌犾狋狔困难→犱犻犳犳犻犮狌犾狋犻犲狊（种种）困难

　比较：
犐犺犪犱犵狉犲犪狋犱犻犳犳犻犮狌犾狋狔（犻狀）狊狅犾狏犻狀犵狋犺犲狆狉狅犫犾犲犿．我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困难。
（抽象用法）
犎犲犳犪犮犲犱犿犪狀狔犱犻犳犳犻犮狌犾狋犻犲狊．他面临很多困难。（指种种具体困难

熿

燀 ）
（４）犳狉狌犻狋和犳狉狌犻狋狊

有些物质名词可用复数形式，表示类别或数量；各种水果的名称是可数名词，但指
果肉、果汁则是不可数的。
　　犳狉狌犻狋水果→犳狉狌犻狋狊各种水果 犳犻狊犺鱼→犳犻狊犺犲狊多种鱼
狊狋犲犲犾钢→狊狋犲犲犾狊多种钢 狋犲犪茶→狋犲犪狊多种茶
犳狅狅犱食物→犳狅狅犱狊多种食品
犛犺犲狅狉犱犲狉犲犱狋狑狅犾犲犿狅狀狊．她要了两个柠檬。
犛犺犲狅狉犱犲狉犲犱狊狅犿犲犾犲犿狅狀．她要了一些柠檬汁［ 。

（５）狊狀狅狑和狊狀狅狑狊
有些物质名词的复数形式表示不同的含义。

　　犵狉犲犲狀绿色→犵狉犲犲狀狊青菜 犪狊犺灰→犪狊犺犲狊废墟，骨灰
狊狀狅狑雪→狊狀狅狑狊积雪，多场雪 狑犻狀犱风→狑犻狀犱狊大风，多场风
犮犾狅狋犺布→犮犾狅狋犺犲狊衣服 狉犪犻狀雨→狉犪犻狀狊大雨，洪水
狆犪狆犲狉纸→狆犪狆犲狉狊报纸，文件，论文 犵犾犪狊狊玻璃→犵犾犪狊狊犲狊玻璃杯，眼镜
狊犪狀犱沙子→狊犪狀犱狊沙滩，沙堆，沙漠
狑犪狋犲狉水→狑犪狋犲狉狊大片水域（海水，湖水，河水）
犜犺犲狉犻狏犲狉犻狊狉犻狊犻狀犵犪犳狋犲狉狋犺犲狉犪犻狀狊．几场大雨后河水涨了。
犠犲犮狅狌犾犱狊犲犲狊狀狅狑狊犺犲狉犲犻狀狑犻狀狋犲狉．冬天我们在这里能看见雪景。

　比较：

犻狉狅狀铁→
犻狉狅狀狊镣铐
犪狀犻狉狅狀一块烙铁
犪狀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犻狉狅狀

熿

燀 一个电熨斗

犆犪狀犐犺犪狏犲犪狊犺犲犲狋狅犳狆犪狆犲狉？我可以拿一张纸吗？
犎狅狑犿犪狀狔狆犪狆犲狉狊犱狅狔狅狌狋犪犽犲？你订了几份报纸［ ？

（６）狉犪犻狀和犪狉犪犻狀
有些物质名词可以转化为可数名词，表示可数概念（有些意义上有改变）。

　　狉犪犻狀雨→犪狉犪犻狀一场雨 狑犻狀犱风→犪狊狋狉狅狀犵狑犻狀犱一场大风
狊狀狅狑雪→犪狊狀狅狑一场雪 犵犾犪狊狊玻璃→犪犵犾犪狊狊一个玻璃杯
狋犲犪茶→犪狋犲犪一杯茶 犫犲犲狉啤酒→犪犫犲犲狉一瓶啤酒
犮犾狅狋犺布→犪犮犾狅狋犺擦桌布
狆犪狆犲狉纸→犪狆犪狆犲狉一张报纸，一篇论文，一张试卷
犮狅犳犳犲犲咖啡→犪犮狅犳犳犲犲一杯咖啡→犮狅犳犳犲犲狊多杯咖啡

第一章　名　　词 



４　　　　

犠犺犻犮犺犱狅狔狅狌犾犻犽犲犫犲狋狋犲狉，狋犲犪狅狉犮狅犳犳犲犲？茶和咖啡，你更喜欢哪一样？
犜狑狅犮狅犳犳犲犲狊，狆犾犲犪狊犲．请来２杯咖啡。

（７）犪犫狅犪狋和犫狔犫狅犪狋
有些个体名词可以转换为抽象名词。

　　犪犫狅犪狋一条小船→犮狅犿犲犫狔犫狅犪狋乘船来
犪狆犾犪狀犲一架飞机→犵狅犫狔狆犾犪狀犲乘飞机去
犪狉狅狅犿一个房间→犿狌犮犺狉狅狅犿许多空间
犪狑狅狀犱犲狉一个奇迹→犳狌犾犾狅犳狑狅狀犱犲狉充满惊奇
犪狔狅狌狋犺一个（男）青年→狔狅狌狋犺青春
犪狆狉犲狊犲狀狋一件礼物→狆狉犲狊犲狀狋现在

　比较：
犛犺犲狊犪狑犪狉犪犫犫犻狋狉狌狀犻狀狋狅狋犺犲狉狅狅犿．她看见一只兔子跑到房间里去了。（兔子）
犛犺犲犾犻犽犲狊狋狅犲犪狋狉犪犫犫犻狋．她喜欢吃兔肉。（兔肉［ ）
犎犲狆狌狋犺犻狊犺犪狀犱狊狌狆．他举手投降。
犎犲狆狌狋犺犻狊犺犪狀犱狌狆．他举手以引起注意［ 。
犛犺犲狑犲狀狋狋狅狊犲犲狋犺犲狊犻犵犺狋狊狅犳狋犺犲犠犲狊狋犔犪犽犲．她去游览西湖的风景。（风景）
犛犺犲犺犪狊狀犲犪狉／狊犺狅狉狋狊犻犵犺狋．她患了近视。（视力［ ）
犜犺犲狉犲狑犲狉犲狋犺狉犲犲狊狌狉狏犻狏犪犾狊犻狀狋犺犲犪犮犮犻犱犲狀狋．事故中有３个幸存者。（幸存者）
犜犺犲狊狌狉狏犻狏犪犾狅犳狋犺犲犳犻狋狋犲狊狋犻狊狋犺犲犾犪狑狅犳狀犪狋狌狉犲．适者生存是自然界的规律。（生存［ ）

（８）犕犪狉狔和狋犺狉犲犲犕犪狉狔狊
专有名词可以转换为个体名词。

　　犜犺犲狉犲犪狉犲狋犺狉犲犲犕犪狉狔狊犪狀犱狋狑狅犜狅犿狊犻狀狋犺犲犮犾犪狊狊．这个班上有３个玛丽和２个汤姆。
犗狀犲犕犪狔犾犪狋犲狉，犪犾犾狑犪狊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过了一个５月，一切都变了。
犃犚狅犵犲狉犻狊犪狊犽犻狀犵狋狅狊犲犲狔狅狌．一个名叫罗杰的人要见你。
犜犺犲狔狅狌狀犵犿犪狀狑犻狊犺犲狊狋狅犫犲犪犜犺狅犿犪狊犈犱犻狊狅狀．那个青年渴望成为托马斯·爱迪
生那样的人。

４）“ａ＋单位量词＋ｏｆ＋物质名词／抽象名词”→物质名词、抽象名词量的表示法
物质名词和抽象名词一般没有单复数之分，表示具体数量时，要用“犪＋单位量词

＋狅犳＋物质名词／抽象名词”结构，物质名词、抽象名词只用单数。狅犳后的名词也可以
是可数名词，要用复数形式。表示单位的量词可分为下面几种。
（１）一般单位量词

常用的有狆犻犲犮犲，犻狋犲犿，狆犪犻狉，犫犻狋，犪狉狋犻犮犾犲，狊犾犻犮犲等，搭配能力最强。
　　犪狆犻犲犮犲狅犳狀犲狑狊一条新闻　　　　　　犪狆犻犲犮犲狅犳犮犺犪犾犽一支粉笔
犪狆犻犲犮犲狅犳犿狌狊犻犮一段乐曲 犪狆犻犲犮犲狅犳犮犾狅狋犺一块布
犪狆犻犲犮犲狅犳狆犪狆犲狉一张纸 犪狆犻犲犮犲狅犳犪犱狏犻犮犲一条建议
犪狆犻犲犮犲狅犳犿犲犪狋一块肉 犪狆犻犲犮犲狅犳犮犪犽犲一块蛋糕
犪狆犻犲犮犲狅犳犳狌狉狀犻狋狌狉犲一件家具 犪狆犻犲犮犲狅犳狑狅狉犽一份工作
犪狀犻狋犲犿狅犳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一条消息 犪狀犻狋犲犿／犪狉狋犻犮犾犲狅犳犮犾狅狋犺犻狀犵一件衣服
犪犫犻狋／狊犾犻犮犲狅犳犮犪犽犲一（小）块蛋糕 犪狊犾犻犮犲／狆犻犲犮犲狅犳犫狉犲犪犱一片面包
犪犫犻狋狅犳犪犱狏犻犮犲一点建议 犪犫犻狋狅犳犫狉犲犪犱一点面包
犪狀犪狉狋犻犮犾犲狅犳犱犪犻犾狔狌狊犲一件日用品 犪狀犪狉狋犻犮犾犲狅犳犮犾狅狋犺犲狊一件衣服
犪犫犻狋狅犳狑狅狅犱一块木头 犪狀犪狉狋犻犮犾犲狅犳犾狌犵犵犪犵犲一件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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犲狊一双鞋
犪狆犪犻狉狅犳犵犾犪狊狊犲狊一副眼镜 犪狆犪犻狉狅犳狊犺狅狋狊一条短裤
犪狀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犻狀犵犻狋犲犿狅犳狀犲狑狊一条有趣的新闻

（２）容积单位量词
常用的有：犵犾犪狊狊，犮狌狆，犫犪犵，犫狅狓，犫狅狋狋犾犲，犫犪狊犻狀，狆犻犾犲，犫犪狊犽犲狋，狆犪犻犾，狉狅狅犿，犫犪狊犽犲狋犳狌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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狊狆狅狅狀犳狌犾，狉狅狅犿犳狌犾，犪狉犿犳狌犾等。这类单位量词可修饰不可数名词或可数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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狑犻狀犲一瓶酒
犪犵犾犪狊狊狅犳犫犲犲狉一瓶啤酒 犪犫犪犵狅犳犳犾狅狌狉一袋面粉
犪犫狅狓狅犳狆犲狀犮犻犾狊一盒铅笔 犪犫犪犵狅犳狊犪狀犱一袋沙子
犪犮狌狆狅犳狋犲犪一杯茶 犪犫犪狊犻狀狅犳狑犪狋犲狉一盆水
犪狉狅狅犿狅犳狆犲狅狆犾犲一屋子人 犪狆犻犾犲狅犳狆犾犪狋犲狊一堆碟子
犪狆犻犾犲狅犳犫狅狅犽狊一堆书 犪犫犪狊犽犲狋狅犳犲犵犵狊一篮鸡蛋
犪犫狌狊狅犳狆狌狆犻犾狊一车小学生 犪狉狅狅犿犳狌犾狅犳犮犾狅狋犺犲狊一屋子衣服
犪狀犪狉犿犳狌犾狅犳狑狅狅犱一抱木柴 犪狊狆狅狅狀犳狌犾狅犳狊狌犵犪狉一匙糖
犪犫犪狊犽犲狋犳狌犾狅犳犳狉狌犻狋一篮水果 犪狆犪犻犾狅犳狑犪狋犲狉一桶水

（３）形状单位量词
常用的有：犾狅犪犳，狉狅狑，犫犪犾犾，犵狉犪犻狀，狊犺犲犲狋，犿狅狌狀狋犪犻狀，犱狉狅狆，犫犾狅犮犽，犫犪狉等。

　　犪犾狅犪犳狅犳犫狉犲犪犱一条面包 犪狉狅狑狅犳狋狉犲犲狊一排树
犪狉狅狑狅犳犺狅狌狊犲狊一排房子 犪犫犪犾犾狅犳狊狋狉犻狀犵一团线
犪犵狉犪犻狀狅犳狊犪狀犱一粒沙 犪犵狉犪犻狀狅犳狉犻犮犲一粒稻谷
犪狊犺犲犲狋狅犳狆犪狆犲狉一张纸 犪犾犻狀犲狅犳犮狅犪狋狊一排大衣
犪狊犺犲犲狋狅犳犵犾犪狊狊一张玻璃 犪犿狅狌狀狋犪犻狀狅犳狉狌犫犫犻狊犺一大堆垃圾
犪犱狉狅狆狅犳狉犪犻狀一滴雨 犪犱狉狅狆狅犳犫犾狅狅犱一滴血
犪犫犾狅犮犽狅犳犻犮犲一块冰 犪犫犪狉狅犳犮犺狅犮狅犾犪狋犲一块巧克力
犪犫犪狉狅犳狊狅犪狆一块肥皂 犪犫犪狉狅犳犵狅犾犱一根金条
犪犿狅狌狀狋犪犻狀狅犳犱犻狉狋狔犮犾狅狋犺犲狊一大堆脏衣服

（４）度量单位量词
常用的有：狋狅狀，犿犲狋犲狉，犻狀犮犺，犳狅狅狋，狔犪狉犱，犽犻犾狅／犽犻犾狅犵狉犪犿，犵犪犾犾狅狀，狆狅狌狀犱，狊狌犿等。

　　犪狋狅狀狅犳狊狋犲犲犾一吨钢 犪犿犲狋犲狉狅犳犮犾狅狋犺一米布
犪狀犻狀犮犺狅犳犾犪狀犱一英寸土地 犪犳狅狅狋狅犳犮犾狅狋犺一英尺布
犪狔犪狉犱狅犳犮犾狅狋犺一码布 犪犽犻犾狅犵狉犪犿狅犳狅犻犾一公斤油
犪犵犪犾犾狅狀狅犳犵犪狊狅犾犻狀犲一加仑汽油 犪狆狅狌狀犱狅犳犿犲犪狋一磅肉
犪狊狌犿狅犳犿狅狀犲狔一笔钱

（５）部分单位量词
常用的有：狆犪狉狋，狆狅狉狋犻狅狀，狊犲犮狋犻狅狀，狊犲犵犿犲狀狋等。

　　犪狆犪狉狋狅犳狋犺犲犺狅狌狊犲房子的一部分 犪狆狅狉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犫狅狅犽书的一部分
犪狊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犮犻狋狔城市的一部分 犪狊犲犵犿犲狀狋狅犳狋犺犲狆狉狅犵狉犪犿 节目的片段

（６）集体单位量词
常用的有：犵狉狅狌狆，狋犲犪犿，犮狉狅狑犱，狋犺狉狅狀犵，狋狉狅狅狆，狊狑犪狉犿，犵犪狀犵，狇狌犲狌犲等。

　　犪犵狉狅狌狆狅犳狋狉犲犲狊一簇树 犪狋犲犪犿狅犳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犲狉狊一组研究人员
犪犮狉狅狑犱狅犳狊狋狌犱犲狀狋狊一群学生 犪狋犺狉狅狀犵狅犳狏犻狊犻狋狅狉狊一群游人
犪狋狉狅狅狆狅犳犿狅狀犽犲狔狊一群猴子 犪犵犪狀犵狅犳狉狅犫犫犲狉狊一群抢劫犯
犪狇狌犲狌犲狅犳狆犲狅狆犾犲一队排队的人 犪狊狑犪狉犿狅犳犫犲犲狊一群蜜蜂

（７）动态单位量词
常用的有：犳犾犪狊犺，犫狌狉狊狋，犳犻狋，犳犾狌狊犺，犵狌狊狋，狉狌犿犫犾犲，狆犲犪犾，狊犺狅狑犲狉，狉狅犪狉等。

　　犪犳犾犪狊犺狅犳犺狅狆犲一丝希望 犪犳犾犪狊犺狅犳犾犻犵犺狋犲狀犻狀犵一道闪电
犪狊狌犱犱犲狀犳犾犪狊犺狅犳狑犻狋机智的闪现 犪犫狌狉狊狋狅犳犾犪狌犵犺狋犲狉一阵大笑
犪犫狌狉狊狋狅犳狋犺狌狀犱犲狉一阵雷鸣 犪犫狌狉狊狋狅犳犪狆狆犾犪狌狊犲一阵掌声
犪犳犻狋狅犳犾犪狌犵犺狋犲狉一阵笑 犪犳犾狌狊犺狅犳犪狀犵犲狉勃然大怒
犪犳犻狋狅犳犮狅狌犵犺犻狀犵一阵咳嗽 犪犵狌狊狋狅犳狑犻狀犱一阵风
犪犵狌狊狋狅犳犪狀犵犲狉一阵怒火 犪狉狌犿犫犾犲狅犳狋犺狌狀犱犲狉雷声隆隆
犪狆犲犪犾狅犳狋犺狌狀犱犲狉一阵隆隆的雷声 犪狆犲犪犾狅犳犾犪狌犵犺狋犲狉一阵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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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狊犺狅狑犲狉狅犳犮狉犻狋犻犮犻狊犿一阵批评 犪狊犺狅狑犲狉狅犳狊狆犪狉犽狊一阵洒落的火花

①除用犪／犪狀外，这种结构中单位量词前可根据具体数量用狋狑狅，狋犺狉犲犲，狊狅犿犲，狊犲狏犲狉犪犾等，这时，单位量词要
用复数形式。
犳狅狌狉犫犪狊犽犲狋狊狅犳狅狉犪狀犵犲狊４篮橘子　 狋犺狉犲犲犫狅狓犲狊狅犳犲犵犵狊３箱鸡蛋
狊狅犿犲犫狌狀犮犺犲狊狅犳犳犾狅狑犲狉狊几束花　 狋狑狅狊犲狋狊狅犳犳狌狉狀犻狋狌狉犲２套家具
②有些和数词连用，表示复数的单位名词，要用单数形式。
狋狑狅犱狅狕犲狀犲犵犵狊２打鸡蛋 狋狑犲狀狋狔犺犲犪犱狅犳犮犪狋狋犾犲２０头牲口

名词的数 "
　　可数名词有单数形式和复数形式，其中，复数形式分为规则变化和不规则变化两种。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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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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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狊犲，犮犲，犵犲结尾的
词加狊

狊读［犐狕］ 狆犾犪犮犲→狆犾犪犮犲狊［狆犾犲犐狊犐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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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辅音加狅结尾的
词加犲狊

犲狊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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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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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犫犪犿犫狅狅 → 犫犪犿犫狅狅狊
［犫犿犫狌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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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英语语法———讲座与测试（第二版）



７　　　　

①犺狅狌狊犲［犺犪狊］的复数发音特殊：犺狅狌狊犲→犺狅狌狊犲狊［犺犪狕犐狕］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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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犮犺犻犲犳→犮犺犻犲犳狊　　　　　　狆狉狅狅犳→狆狉狅狅犳狊
犵狌犾犳→犵狌犾犳狊 狊犪犳犲→狊犪犳犲狊 犫犲犾犻犲犳→犫犲犾犻犲犳狊
③有少数名词可以有两种复数形式。
犺狅狅犳→犺狅狅犳狊／犺狅狅狏犲狊蹄子
狊犮犪狉犳→狊犮犪狉犳狊／狊犮犪狉狏犲狊围巾
犺犪狀犱犽犲狉犮犺犻犲犳→犺犪狀犱犽犲狉犮犺犻犲犳狊／犺犪狀犱犽犲狉犮犺犻犲狏犲狊毛巾
犱狑犪狉犳→犱狑犪狉犳狊／犱狑犪狉狏犲狊矮子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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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犎犪狉狉狔→犎犪狉狉狔狊

⑤狕犲狉狅，犮犪狉犵狅，犿狅狊狇狌犻狋狅，狏狅犾犮犪狀狅，狋狅犫犪犮犮狅可以加狊或犲狊构成复数。

２２　不规则变化
构成方式 例　　词

改变单数名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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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狆狅犾犻犮犲
犿犪狀→狆狅犾犻犮犲犿犲狀，犵狅狅狊犲→犵犲犲狊犲，犾狅狌狊犲→犾犻犮犲，犿狅狌狊犲→犿犻犮犲

词尾加犲狀或狉犲狀 狅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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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猪，犪犿犲犪狀狊→狊狅犿犲犿犲犪狀狊一些方法，犪狑狅狉犽狊→
狋犲狀狑狅狉犽狊１０家工厂，犪犺犲犪犱→狋狑狅犺犲犪犱２头，犪狀犪犻狉犮狉犪犳狋→狋犺狉犲犲
犪犻狉犮狉犪犳狋３架飞机，犪狊狆犲犮犻犲狊→狊犻狓狊狆犲犮犻犲狊６个种类

表示“某国人”的
名词，其单复数变
化有三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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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为复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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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狊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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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狆狅狌犾狋狉狔

可用单数或复数
谓语动词的集体
名词

狋犺犲犗犾狔犿狆犻犮狊，犿犻犾犻狋犻犪，犿犪狀犽犻狀犱

一些源自拉丁文
或希腊文的外来
语有其独特的复
数形式

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犪狀犪犾狔狊犲狊，犮狉犻狊犻狊→犮狉犻狊犲狊，狆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狀→狆犺犲狀狅犿犲狀犪，
犳狅狉犿狌犾犪→犳狅狉犿狌犾犪犲，犮狉犻狋犲狉犻狅狀→犮狉犻狋犲狉犻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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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从汉语音译
的名词没有复数
形式，但要用斜体

狋犲狀犾犻１０里，１００犿狌１００亩，狋犺犻狉狋狔犼犻狀３０斤

第一章　名　　词 



８　　　　

①犳犻狊犺有犳犻狊犺犲狊这一复数形式，往往指鱼的种类。
②犈狀犵犾犻狊犺，犉狉犲狀犮犺，犐狉犻狊犺等为集体名词，不可说犪狀犐狉犻狊犺，犪狀犈狀犵犾犻狊犺，犪犉狉犲狀犮犺，要说犪狀犐狉犻狊犺犿犪狀，狋狑狅
犐狉犻狊犺狑狅犿犲狀，犪狀犈狀犵犾犻狊犺犿犪狀，狋犺狉犲犲犈狀犵犾犻狊犺狑狅犿犲狀，犪犉狉犲狀犮犺犿犪狀，犳狅狌狉犉狉犲狀犮犺狑狅犿犲狀等。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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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狊犮犻狊狊狅狉狊剪刀，狋狉狅狌狊犲狉狊裤子，犵犾狅狏犲狊手套，狊犮犪犾犲狊天平，犮狅犿狆犪狊狊犲狊
圆规，犵犾犪狊狊犲狊／狊狆犲犮狋犪犮犾犲狊眼镜，狆犪狀狋狊裤子，狊犺狅狉狋狊短裤，狆犾犻犲狉狊钳子

以犻狀犵 结 尾 的 名
词

狊犪狏犻狀犵狊储蓄，犳犻狀犱犻狀犵狊调查结果，犲犪狉狀犻狀犵狊收入，狊狌狉狉狅狌狀犱犻狀犵狊环
境，狑犻狀狀犻狀犵狊赢得的钱，犱狅犻狀犵狊行为，犾狅犱犵犻狀犵狊住处，犫犲犾狅狀犵犻狀犵狊所
有物，狊犺犪狏犻狀犵狊刨花

犵狅狅犱狊等总是用复
数形式

犵狅狅犱狊货物，狉犻犮犺犲狊财富，犮狌狊狋狅犿狊海关，狉犲犿犪犻狀狊残余，犳狅狉犮犲狊军
队，犫狉犪犻狀狊头脑，狑狅狅犱狊树林，狊狋犪犻狉狊楼梯，犮狅狀犵狉犪狋狌犾犪狋犻狅狀狊贺词，
祝词，犿狅狌狀狋犪犻狀狊山脉，犪犿狌狊犲犿犲狀狋狊娱乐活动，犿狅狏犲犿犲狀狋狊活动情
况，狋犲犪狉狊眼泪，狅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狊观察报告，犼犪狑狊嘴巴，犳狌狉狊毛皮衣服，
犪犾犾犻犲狊盟国，狋狉狅狅狆狊部队，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资源，犪狊犺犲狊灰烬，狋狑犻狀狊双胞
胎，狅狌狋狊犽犻狉狋狊郊区，狆犾犪狊狋犻犮狊塑料制品，狋犺犪狀犽狊感谢，狀狅犫犾犲狊贵族，
狑犪狉犲狊商品，犳犻狉犲狑狅狉犽狊焰火，犪狉犿狊武器，犪犿犲狀犱狊赔偿，犪狀狀犪犾狊年
表／编年 史，犮狅狀狋犲狀狋狊 目 录，犪狊狊犲狋狊 资 产，犲犳犳犲犮狋狊 动 产／家 产，
狅狏犲狉犪犾犾狊工装裤

２４　在短语中只用复数形式的名词
　　犱狅犲狓犲狉犮犻狊犲狊做操　　　　　　　　　　犺狌狉狋狊犫．狊犳犲犲犾犻狀犵狊伤人感情

犿犪犽犲狉犲狆犪犻狉狊修理 犪狊犳狅犾犾狅狑狊如下
犲狓犮犺犪狀犵犲犵狉犲犲狋犻狀犵狊相互寒暄 犻狀狉犪犵狊衣衫褴褛
犫犲犳狉犻犲狀犱狊狑犻狋犺同……友好 犻狀犱狅狕犲狀狊成打地
犽犲犲狆狋犻犲狊狑犻狋犺同……保持联系 犮犺犪狀犵犲狋狉犪犻狀狊换车
狊犺犪犽犲犺犪狀犱狊狑犻狋犺同……握手 狋犲狀狊狅犳狋犺狅狌狊犪狀犱狊狅犳数万
狋犪犽犲狋狌狉狀狊轮流（比较：犻狀狋狌狉狀） 犫狔狋犺犪狋犿犲犪狀狊以那种方式
狉狌狀犲狉狉犪狀犱狊犳狅狉为……办事 狋犪犽犲／犿犪犽犲狀狅狋犲狊做笔记
犫狉犲犪犽犻狀狋狅狆犻犲犮犲狊（使）成为碎片 犻狀犺犻犵犺狊狆犻狉犻狋狊兴高采烈
犿犪犽犲犳狉犻犲狀犱狊狑犻狋犺与……交友 犳犻狓狅狀犲狊犲狔犲狊狅狀关注
犮犺犪狀犵犲狊犲犪狋狊狑犻狋犺同……换座位 犽犲犲狆狅狀犲狊犲狔犲狊狅狆犲狀留心
狋犺犲犜犪犻狑犪狀犛狋狉犪犻狋狊台湾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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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犪狀犪狉狋狊犱犲犵狉犲犲文科学位
犿犪犽犲狆狉犲狆犪狉犪狋犻狅狀狊犳狅狉为……做准备 狋犺犲犗犾狔犿狆犻犮犌犪犿犲狊奥运会
犫犲狅狀犵狅狅犱狋犲狉犿狊狑犻狋犺同……相处好 犲狊狋犪犫犾犻狊犺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狑犻狋犺同……建立关系

　比较：
犌狅狅犱犺犲犪狏犲狀狊！天哪！（用复数）
犵狅狋狅犺犲犪狏犲狀去世，进天国（用单数［ ）

在某些短语中，名词用单数或复数均可。
犿犪犽犲犳犪犮犲狊／犪犳犪犮犲做鬼脸 犺犪狏犲狋犪犾犽狊／犪狋犪犾犽狑犻狋犺同……会谈

狆犾犪狔犼狅犽犲狊／犪犼狅犽犲狅狀狊犫．开某人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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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常用不可数名词（包括物质名词和抽象名词）

犫狉犲犪犱面包 犿狅狀犲狔钱 犿犻犾犽牛奶
狑犪狋犲狉水 犵狉犪狊狊草 狊狌犵犪狉糖
犿狌狊犻犮音乐 狑狅狉犽工作 狆狉狅犵狉犲狊狊进步
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研究 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教育 犾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文学
犺犲犪犾狋犺健康 狊犪犱狀犲狊狊悲哀 狑犲犪狋犺犲狉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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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狊犮犲狀犲狉狔风景 狉狌犫犫犻狊犺垃圾 犾狌犮犽幸运
犾犪狌犵犺狋犲狉笑 犳狌狀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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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犾犲犻狊狌狉犲空闲
犮犪犿狆犻狀犵露营 犳狌狉狀犻狋狌狉犲家具 狋狉犪狀狊狆狅狉狋运输
犫犲犺犪狏犻狅狌狉行为 狋狉狌狋犺真理 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知识
狊狅狌狆汤 犿犪犮犺犻狀犲狉狔机器 狆狅犲狋狉狔诗
犺犪狆狆犻狀犲狊狊幸福 狊狀狅狑雪 犻犮犲冰
犪狀犵犲狉愤怒 狊狋狉犲狀犵狋犺力气，力量 犵犾犪狊狊玻璃
狑狅狅犾毛，羊毛 犮狅狀犮狉犲狋犲水泥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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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观者，犳犪狋犺犲狉犻狀犾犪狑→犳犪狋犺犲狉狊犻狀犾犪狑
岳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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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狉狌狀狀犲狉狌狆→
狉狌狀狀犲狉狊狌狆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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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间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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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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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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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外：狑狅犿犪狀犺犪狋犲狉→狑狅犿犪狀犺犪狋犲狉狊厌恶妇女的人，犿犪狀犲犪狋犲狉
→犿犪狀犲犪狋犲狉狊食人族）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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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犇犛理学博士
犕犃狊／犕犃狊文学硕士们 狊狅犿犲犞犐犘狊／犞犐犘狊一些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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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犻狀狋犺犲１９９０狊／犻狀狋犺犲１９９０狊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犎犲狊犪犻犱犪犳犲狑狀狅狊．他说了几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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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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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公制度量衡的名称用字母表示，单复数同形。

犿表示
犿犲狋狉犲［犿犲狋狉犲狊　　　　　 犽犵表示

犽犻犾狅犵狉犪犿
犽犻犾狅犵［ 狉犪犿狊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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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狋犺犲犠犪狀犵狊王家全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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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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名词对后一个表示事物的名
称起分类作用时，通常用狊所有格，如：犿犲狀狊犮犾狅狋犺犲狊（男士服装），犮犺犻犾犱狉犲狀狊犫狅狅犽狊（儿
童读物），犪犫犪犮犺犲犾狅狉狊犱犲犵狉犲犲（学士学位）。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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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犕犻犽犲狊狆犲狀迈克的钢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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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犺犲犫狅狓狊犮狅犾狅狉箱子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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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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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犽狀犻犳犲查尔
斯的刀子，犓犲犪狋狊（狊）狆狅犲犿济慈的诗，犇犻犮犽犲狀狊（狊）狀狅狏犲犾狊狄更
斯的小说，犈狀犵犲犾狊（狊）狆狉犪犻狊犲恩格斯的赞扬，犑狅狀犲狊（狊）犱犲狊犽琼
斯的书桌，犿狔犫狅狊狊（狊）狏犻犾犾犪我老板的别墅，狋犺犲犫狌狊（狊）狊犲犪狋狊
公共汽车的座位，犘犪狉犻狊（狊）狅犾犱犫狌犻犾犱犻狀犵狊巴黎的老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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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狋狑狅犺狅狌狉狊狑犪犾犽两小
时的散步，狋犺犲犿犪狊狊犲狊犪犱狏犻犮犲群众的意见，狋犺犲犠犪狀犵狊犮犪狉王
家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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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犿犲狀狊狉狅狅犿 男厕所，
狑狅犿犲狀狊犮犾狅狋犺犲狊女装

复合名词和名词词组
的所有格在最后一个
名词后加狊。不定代
词、疑问代词＋犲犾狊犲的
所有格，在犲犾狊犲后加狊

犺犻狊狊狅狀犻狀犾犪狑狊犮犪狉他女婿的汽车（比较：犺犻狊狊狅狀狊犻狀犾犪狑狊犮犪狉
几个女婿共有一辆汽车，犺犻狊狊狅狀狊犻狀犾犪狑狊犮犪狉狊几个女婿各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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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狊狅犿犲犫狅犱狔犲犾狊犲狊犵狌犻狋犪狉别
人的吉他，犪犵狉狅狑狀狌狆狊犪狀狓犻犲狋狔成人的烦恼，狋犺犲犘狉犲狊犻犱犲狀狋狅犳
犃犿犲狉犻犮犪狊狆犾犪狀犲美国总统的飞机
狋犺犲犲犱犻狋狅狉犻狀犮犺犻犲犳狊狅狆犻狀犻狅狀主编的意见
狋犺犲犲犱犻狋狅狉狊犻狀犮犺犻犲犳狊狅狆犻狀犻狅狀［ 主编们的意见

　　在犳狅狉．．．狊犪犽犲（为了……）这一习语中，狊犪犽犲前的名词词尾如果发音是［狊］，常常只加“”。
　　犳狅狉狆犲犪犮犲狊犪犽犲为了和平　　　　　　　 　 　　犳狅狉犮狅狀狏犲狀犻犲狀犮犲狊犪犽犲为方便起见
犳狅狉犮狅狀狊犮犻犲狀犮犲狊犪犽犲为了良心的缘故

　比较：

　　
狋犺犲犵犻狉犾狊犳犪狋犺犲狉那个女孩的父亲（一个女孩）
狋犺犲犵犻狉犾狊犳犪狋犺犲狉那些女孩的父亲（几个女孩［ ）

狋犺犲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犫狅狅犽狊那位教师的书（一位教师）
狋犺犲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犫狅狅犽狊那些教师的书（多位教师［ ）

３２　名词所有格的用法
１）主要用于表示有生命的东西
　　狋犺犲犮犺犪犻狉犿犪狀狊狊狆犲犲犮犺主席的讲话

犃犾犻犮犲狊狆犪犻狀狋犻狀犵狊艾丽丝的绘画 狋犺犲犫犻狉犱狊狊狅狀犵鸟的鸣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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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用于表示时间、节日、距离、国家、城镇、地区、重量、价值、自然现象等
　　犖犲狑犢犲犪狉狊犇犪狔元旦 犪犿犻犾犲狊犱犻狊狋犪狀犮犲１英里的距离

犞犪犾犲狀狋犻狀犲狊犇犪狔情人节 犆犺犻狀犪狊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中国的发展
犜犲犪犮犺犲狉狊犇犪狔教师节 犳犻犳狋狔犿犻犾犲狊犼狅狌狉狀犲狔５０英里的路程
犃狆狉犻犾犉狅狅犾狊犇犪狔愚人节 犪狆狅狌狀犱狊狑犲犻犵犺狋１磅的重量
犉犪狋犺犲狉狊犇犪狔父亲节 狋犺犲犮犻狋狔狊狆犪狉犽狊城市的公园
狋犺犲犿狅狅狀狊狉犪狔狊月光 狋犺犲犲犪狉狋犺狊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地球卫星
狋犺犲狉犻狏犲狉狊犫犪狀犽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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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狋犲狀犱狅犾犾犪狉狊狏犪犾狌犲１０美元的价值（不是犱狅犾犾犪狉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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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用于表示文化艺术及工业、科技等名词
　　狊犮犻犲狀犮犲狊狑狅狀犱犲狉狊科学的奇迹 狋犺犲犫狅狅犽狊犮狅狏犲狉书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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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范学院”有下列３种译法：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犮狅犾犾犲犵犲，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犮狅犾犾犲犵犲，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犮狅犾犾犲犵犲。

４）用于习语或拟人化
　　犪狊狋狅狀犲狊狋犺狉狅狑一箭之遥 犻狀狅狀犲狊犿犻狀犱狊犲狔犲在某人的心目中
犪狋犱犲犪狋犺狊犱狅狅狉濒临死亡 犪狋狅狀犲狊犳犻狀犵犲狉狊犲狀犱易如反掌
犪狋狅狀犲狊狑犻狋狊犲狀犱智穷计尽 狀犪狋狌狉犲狊狆犾犲犪狊狌狉犲大自然的乐趣
狊狅狉狉狅狑狊狋犲犪狉狊悲哀的眼泪 狊狆狉犻狀犵狊狊犿犻犾犲狊春天的微笑
犮犪狋狊狆犪狑受人利用者 狅狌狋狅犳犺犪狉犿狊狑犪狔在安全的地方
犫狔犪犺犪犻狉狊犫狉犲犪犱狋犺差一点 狋狅狅狀犲狊犺犲犪狉狋狊犮狅狀狋犲狀狋尽情地
犪狋犪狉犿狊犾犲狀犵狋犺同……保持距离 犳狅狉犌狅犱狊／犺犲犪狏犲狀狊犪犽犲务必，千万

５）用于集体名词
　　狋犺犲犵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狊狆狅犾犻犮狔政府的政策 狋犺犲犘犪狉狋狔狊犾犲犪犱犲狉狊犺犻狆党的领导
６）用于表示“某人的家”或“某店铺”等的名词

这时，所有格后的名词常常省略。
　　犪狋狋犺犲犣犺犪狀犵狊在张家 犪狋犺犲狉狌狀犮犾犲狊在她叔叔家
犪狋狋犺犲犱狅犮狋狅狉狊（狅犳犳犻犮犲）在诊所 狋狅犜狅犿狊＝狋狅犜狅犿狊犺狅狌狊犲到汤姆家去
犪狋狋犺犲犫犪狉犫犲狉狊＝犪狋狋犺犲犫犪狉犫犲狉狊狊犺狅狆在理发店
犪狋狋犺犲狋犪犻犾狅狉狊＝犪狋狋犺犲狋犪犻犾狅狉狊狊犺狅狆在裁缝铺

　比较：
犜犺犲犛犿犻狋犺狊犪狉犲犾犲犪狏犻狀犵犳狅狉犃犳狉犻犮犪．史密斯一家人即将动身去非洲。
犐犮犪犾犾犲犱犪狋狋犺犲犛犿犻狋犺狊．我到史密斯先生家拜访。
犠犲犺犪犱犪狆犪狉狋狔犪狋狋犺犲犛犿犻狋犺狊．我们在史密斯一家的住址举行了一个聚会。（史
密斯一家的住址

熿

燀 ）
７）用于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共有一样东西

这时，只需最后一个名词用所有格形式；但是，表示各自拥有某件东西时，则每个
名词都要用所有格形式。比较：

　　

犜狅犿犪狀犱犎犲狀狉狔狊狉狅狅犿犳犪犮犲狊狀狅狉狋犺．汤姆和亨利的房间朝北。（２人共用一个房间）
犜狅犿犪狀犱犎犲狀狉狔狊狉狅狅犿狊犳犪犮犲狀狅狉狋犺．汤姆和亨利的房间朝北。（２个或更多的房间）
犜狅犿狊犪狀犱犎犲狀狉狔狊狉狅狅犿狊犳犪犮犲狀狅狉狋犺．汤姆的房间和亨利的房间都朝北。（两人
都有自己的房间，共两个或更多的房间

熿

燀 ）
犑犪狆犪狀犪狀犱犃犿犲狉犻犮犪狊狆狉狅犫犾犲犿 日本和美国共同的问题（一个问题）
犑犪狆犪狀犪狀犱犃犿犲狉犻犮犪狊狆狉狅犫犾犲犿狊日本和美国的共同问题（多个问题）
犑犪狆犪狀狊犪狀犱犃犿犲狉犻犮犪狊狆狉狅犫犾犲犿狊日本和美国各自的问题（可能各有一个问题，也
可能各有多个问题

熿

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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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８）带同位语的名词的所有格
带同位语的名词，只将其同位语变为所有格。

　　犐犿犵犾犪犱狋狅犺犲犪狉狔狅狌狉犱犪狌犵犺狋犲狉，犕犪狉狔狊狉犪狆犻犱狆狉狅犵狉犲狊狊．听到你女儿玛丽进步很快
我很高兴。
犜犺犻狊犻狊犿狔犳狉犻犲狀犱，犇犻犮犽狊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犪狉狔．这是我朋友迪克的电子辞典。
犐犿犲狋狋犺犲犵犻狉犾犪狋犿狔狌狀犮犾犲犅狉狅狑狀狊狉狅狅犿．我是在我叔叔布朗的房间里遇见这个女
孩的。

９）“２个月的假期”的英语表示法
表示“多少时间的、多长／宽／高的”概念时，英语中常用两种方式表示：“狊所有格＋

名词”或“数词单数名词＋名词”。
　　２个月的假期：狋狑狅犿狅狀狋犺狊犺狅犾犻犱犪狔→犪狋狑狅犿狅狀狋犺犺狅犾犻犱犪狔
５分钟的谈话：犳犻狏犲犿犻狀狌狋犲狊狋犪犾犽→犪犳犻狏犲犿犻狀狌狋犲狋犪犾犽
１０小时的休息：狋犲狀犺狅狌狉狊狉犲狊狋→犪狋犲狀犺狅狌狉狉犲狊狋

这类概念不用狅犳所有格结构，一般也不可用名词直接修饰名词。
一个月的假期：狋犺犲犺狅犾犻犱犪狔狅犳犪犿狅狀狋犺（误）→犪犿狅狀狋犺狊犺狅犾犻犱犪狔（正）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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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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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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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词所有格所修饰的名词在下列两种情况下可以省略：
①该名词在上文（或下文）中已经提到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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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收音机同我弟弟的那部不一样。
犜犺犪狋狆犻犮狋狌狉犲犫狅狅犽犻狊犿狔犾犻狋狋犾犲犫狉狅狋犺犲狉狊（狆犻犮狋狌狉犲犫狅狅犽）．那本图画书是我小弟弟的。
犛犪犿狊（犳犪犿犻犾狔）犻狊犪犾犪狉犵犲犳犪犿犻犾狔．山姆的（家庭）是一个大家庭。
②名词所有格修饰的是狊犺狅狆，犺狅狋犲犾等表示店铺、场所或某人的家的名词时，常可省略后面所修饰的词。
犜犺犲狔犿犲狋犪狋犔犻犕犻狀犵狊（犺狅狌狊犲）．他们在李明家见面。

３４　“狅犳＋名词”构成的所有格
１）无生命东西的名词一般用“ｏｆ＋名词”结构，表示所有关系
　　狋犺犲狋狅狆狅犳狋犺犲犺犻犾犾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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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狋犺犲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狅犳狋犺犲犮犻狋狔城市的环境

２）有生命东西的名词，在两种情况下通常可用“ｏｆ＋名词”结构表示所有关系
（１）名词本身较长时
　　狋犺犲狑狅狉犽狊狅犳犕犪狉狓，犈狀犵犲犾狊犪狀犱犕犪狅犣犲犱狅狀犵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的著作
狋犺犲犱犲犪狋犺狅犳犇狉．犖狅狉犿犪狀犅犲狋犺狌狀犲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的逝世

（２）名词的定语较长时
　　犠犺犪狋狊狋犺犲狀犪犿犲狅犳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狋狋犻狀犵狀犲犪狉狋犺犲狑犻狀犱狅狑？坐在窗边的那位学生叫

什么名字？

犎犲犻狊狋犺犲狊狅狀狅犳犪犵犲狀犲狉犪犾狑犺狅犱犻犲犱犻狀狋犺犲狑犪狉．他就是在战争中牺牲的一位将军
的儿子。

３）名词化的词用“ｏｆ＋名词”表示所有关系
　　狋犺犲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狔狅狌狀犵青年的教育
狋犺犲犾犻犳犲狊狋狔犾犲狅犳狋犺犲狉犻犮犺富人的生活方式
狋犺犲狆狉狅犫犾犲犿狅犳狋犺犲犿犻犱犱犾犲犪犵犲犱中年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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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４）用ｓ所有格还是用ｏｆ所有格
（１）如果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可用狊所有格或狅犳所有格
　　狋犺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犪狉狔狊犮狅犿狆犻犾犲狉→狋犺犲犮狅犿狆犻犾犲狉狅犳狋犺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犪狉狔词典的编者
狋犺犲狌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狊狆狉犲狊犻犱犲狀狋→狋犺犲狆狉犲狊犻犱犲狀狋狅犳狋犺犲狌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大学校长
犆犺犻狀犪狊犳狅狉犲犻犵狀狋狉犪犱犲→狋犺犲犳狅狉犲犻犵狀狋狉犪犱犲狅犳犆犺犻狀犪中国的外贸
狋狅犱犪狔狊狑犲犪狋犺犲狉→狋犺犲狑犲犪狋犺犲狉狅犳狋狅犱犪狔今天的天气

（２）当狊所有格表示事物类别或属性时，不可与狅犳所有格互换
　比较：

硕士学位

犪犿犪狊狋犲狉狊犱犲犵狉犲犲（正）
狋犺犲犱犲犵狉犲犲狅犳犪犿犪狊狋犲狉（误

熿

燀 ）

妇女杂志

狑狅犿犲狀狊犿犪犵犪狕犻狀犲（正）
狋犺犲犿犪犵犪狕犻狀犲狅犳狑狅犿犲狀（误

熿

燀 ）

常用狅犳所有格表示“某人发生的遭遇或事情”，也可用狊所有格。
母亲去世之后，她就离开家去南方了。
犃犳狋犲狉狋犺犲犱犲犪狋犺狅犳犺犲狉犿狅狋犺犲狉，狊犺犲犾犲犳狋犺狅犿犲犪狀犱狑犲狀狋狋狅狋犺犲狊狅狌狋犺．
犃犳狋犲狉犺犲狉犿狅狋犺犲狉狊犱犲犪狋犺，
［

狊犺犲犾犲犳狋犺狅犿犲犪狀犱狑犲狀狋狋狅狋犺犲狊狅狌狋犺．

３５　双重所有格结构
当犪，犪狀，狋犺犻狊，狋犺犪狋，狋犺犲狊犲，狋犺狅狊犲，狊狅犿犲，犪狀狔，狊犲狏犲狉犪犾，狀狅，犲狏犲狉狔，狊狌犮犺，犪狀狅狋犺

犲狉，狑犺犻犮犺，狑犺犪狋等与名词所有格共同修饰一个名词时，两者不能同时都放在该名词前
面，而要用双重所有格表示，其结构是：ａ／ｔｈｉｓ／ｓｏｍｅ．．．＋名词＋ｏｆ＋ｓ所有格，但狅犳前
的名词不能用限定词狋犺犲修饰。这种结构表示“部分”概念。
　　 狊犲狏犲狉犪犾犳狉犻犲狀犱狊狅犳犛狌狊犪狀狊苏珊的几个朋友

狊狅犿犲犳狉犻犲狀犱狊狅犳犛狌狊犪狀狊［ 苏珊朋友中的一些朋友

犎犲犻狊犿狔犳犪狋犺犲狉狊犪犳狉犻犲狀犱．（误）
犎犲犻狊犪犿狔犳犪狋犺犲狉狊犳狉犻犲狀犱．（误）
犎犲犻狊犪犳狉犻犲狀犱狅犳犿狔犳犪狋犺犲狉狊．（正）他是我父亲的一位朋友

熿

燀 。
犐犾犻犽犲狋犺犪狋狑犪狋犮犺狅犳狔狅狌狉犫狉狅狋犺犲狉狊．我喜欢你弟弟的那块表。
犜犺犪狋犻狊狀狅犳犪狌犾狋狅犳犑狅犺狀狊．那不是约翰的错。

　另外，这种结构往往带有赞赏、不满、厌恶等感情色彩。
　　犜犺犪狋狅犾犱犮犪狉狅犳犌犲狅狉犵犲狊犫狉犲犪犽狊犱狅狑狀犪犾狅狋狉犲犮犲狀狋犾狔．乔治的那辆旧车最近老出故障。

犜犺犻狊狆犻犮狋狌狉犲狅犳狔狅狌狉狊犻狊狋犲狉狊犻狊狉犲犪犾犾狔犫犲犪狌狋犻犳狌犾．你妹妹的这张照片真漂亮。（赞赏）
犜犺犲狊狑犲犲狋犲狔犲狊狅犳犔狌犮狔狊狊狋狉狌犮犽犪犾犾狋犺犲犿．露茜那甜美的眼神给他们都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赞赏）
犔狅狅犽犪狋狋犺犪狋狌犵犾狔犳犪犮犲狅犳犓犲狉狊．看看克尔的那张丑陋的脸。（厌恶）
犜犺犪狋狊犻犾犾狔狌狀犮犾犲狅犳狔狅狌狉狊狋狅犾犱狌狊狋犺犲狊犪犿犲犼狅犽犲犳犻狏犲狋犻犿犲狊．你的那个傻叔叔把同一
个笑话给我们讲了５遍。（讨厌）

①双重所有格和狅犳所有格有时可互换使用，意义区别不大。比较：
犪犳狉犻犲狀犱狅犳犺犲狉犿狅狋犺犲狉狊她母亲的一位朋友（强调只是她母亲朋友中的一位）
犪犳狉犻犲狀犱狅犳犺犲狉犿狅狋犺犲狉她母亲的朋友（强调对她母亲友好［ ）

②有时两种形式表示的意义不同。比较：
犪狆犻犮狋狌狉犲狅犳犺犻狊犫狉狅狋犺犲狉狊他弟弟的一张照片（他弟弟所拥有的一张照片，但不一定是他本人，可能是别
人送给他的照片）
犪狆犻犮狋狌狉犲狅犳犺犻狊犫狉狅狋犺犲狉他弟弟本人的一张照片（是他本人
［

）
犪犮狉犻狋犻犮犻狊犿狅犳犕狉狊．犌狉犲犲狀狊格林太太做的一次批评
犪犮狉犻狋犻犮犻狊犿狅犳犕狉狊．犌狉犲犲狀［ 对格林太太做的一次批评

犇狅狔狅狌犪犵狉犲犲狋狅狋犺犪狋狅狆犻狀犻狅狀狅犳犿狔犫狉狅狋犺犲狉狊？你同意我弟弟的意见吗？
犎犪狏犲狔狅狌犺犲犪狉犱狅犳犪狀狔狅狆犻狀犻狅狀狅犳犿狔犫狉狅狋犺犲狉？你听到别人对我弟弟的意见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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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③狅犳所有格的介词宾语为专有名词时，一般只用双重所有格。比较：
犪狆狅犲犿狅犳犓犲犪狋狊（狊）（正）济慈的一首诗
犪狆狅犲犿狅犳犓犲犪狋狊（误［ ）
犪狋狅狔狅犳犜狅犿狊（＝狅狀犲狅犳犜狅犿狊狋狅狔狊）（正）汤姆的一个玩具
犪狋狅狔狅犳犜狅犿（误［ ）

①双重所有格的另一种结构是“犪／狋犺犻狊／狊狅犿犲＋名词＋狅犳＋名词性物主代词”。
犪犳狉犻犲狀犱狅犳犿犻狀犲我的一位朋友　　　　　　　　狋犺狉犲犲犫狅狅犽狊狅犳犺犲狉狊她的３本书
狋犺犪狋狆犲狀狅犳犺犻狊他的那支钢笔
②双重所有格中的狊所有格必须是特指，而且一般只指人，不指物。
犪狆犲狀犮犻犾狅犳犿狔狊犻狊狋犲狉狊（正）→犪狆犲狀犮犻犾狅犳犪狊狋狌犱犲狀狋狊（误）
狋犺犲犮狅狏犲狉狅犳狋犺犲犫狅狅犽（正）→狋犺犲犮狅狏犲狉狅犳狋犺犲犫狅狅犽狊（误）

名词的性 $
　　从语法上讲，英语名词没有性的严格区别，但有一小部分名词在词义上有阴性和
阳性的区分，涉及人或物，详见下表：

情　况 例　　　词

阴性名词与阳性名词
完全不同

狊狅狀儿子→犱犪狌犵犺狋犲狉女儿，犫狉狅狋犺犲狉兄弟→狊犻狊狋犲狉姐妹，犺狌狊犫犪狀犱
丈夫→狑犻犳犲妻子，犽犻狀犵国王→狇狌犲犲狀王后，犳犪狋犺犲狉父亲
犿狅狋犺犲狉母亲，狌狀犮犾犲叔叔犪狌狀狋婶婶，狀犲狆犺犲狑侄子狀犻犲犮犲侄
女，犱狅犵公狗犫犻狋犮犺母狗，犮狅犮犽公鸡→犺犲狀母鸡，犫狌犾犾公牛→
犮狅狑母牛，狊狋犪犾犾犻狅狀牡马→犿犪狉犲牝马，犱狉狅狀犲雄蜂→犫犲犲雌蜂

在阳性名词后加犲狊狊构
成阴性

犺狅狊狋主人→犺狅狊狋犲狊狊女主人，狋犻犵犲狉老虎→狋犻犵狉犲狊狊母老虎，犾犻狅狀雄
狮→犾犻狅狀犲狊狊雌狮

以犲狉或狅狉结尾的阳性
名词，变为阴性时，要
先去掉犲狉或狅狉中的元
音字母，再加犲狊狊

犪犮狋狅狉男演员→犪犮狋狉犲狊狊女演员，狑犪犻狋犲狉男服务员→狑犪犻狋狉犲狊狊女服
务员，犲犱犻狋狅狉编辑→犲犱犻狋狉犲狊狊女编辑，犿狅狀犻狋狅狉班长→犿狅狀犻狋狉犲狊狊
女班长，狊犮狌犾狆狋狅狉雕塑家→狊犮狌犾狆狋狉犲狊狊女雕塑家

不分性的名词，可以在
前面加 犿犪狀，狑狅犿犪狀，
犫狅狔，犵犻狉犾，犺犲，狊犺犲，
犿犪犾犲，犳犲犿犪犾犲 等 表 示
性别

犫狅狔狊狋狌犱犲狀狋男学生→犵犻狉犾狊狋狌犱犲狀狋女学生，犿犪狀犱狅犮狋狅狉男医生
→狑狅犿犪狀犱狅犮狋狅狉女医生，犺犲犵狅犪狋公山羊→狊犺犲犵狅犪狋母山羊，
犺犲狑狅犾犳公狼狊犺犲狑狅犾犳母狼，犿犪犾犲犳狉狅犵雄蛙犳犲犿犪犾犲犳狉狅犵雌
蛙，犿犪犾犲犲犾犲狆犺犪狀狋公象→犳犲犿犪犾犲犲犾犲狆犺犪狀狋母象，犮狅犮犽狊狆犪狉狉狅狑
雄麻雀→犺犲狀狊狆犪狉狉狅狑雌麻雀

①犺犲狉狅（英雄）的阴性名词为犺犲狉狅犻狀犲（女英雄）。
②个别名词是在词尾加犿犪狀和狑狅犿犪狀区别性别。
狊犪犾犲狊犿犪狀男售货员狊犪犾犲狊狑狅犿犪狀女售货员，狆狅犾犻犮犲犿犪狀男警察狆狅犾犻犮犲狑狅犿犪狀女警察

复合名词 %
　　英语中有大量的复合名词，常用３种书写形式：①连写，如：狋狌狉狀狋犪犫犾犲转盘；②分开
写，如：犫狅狅犽狉犲狏犻犲狑书评；③中间加连字号，如：犻犮犲犮狉犲犪犿冰淇淋。复合名词的重音一
般在第一个音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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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
犪犵狉犲犲狀犺狅狌狊犲温室
犪犵狉犲犲狀犺狅狌狊犲｛ 绿色房子

犳狉犲犲犿犲狀自由民
犳狉犲犲犿犲狀｛ 自由的人

犪狀犈狀犵犾犻狊犺狋犲犪犮犺犲狉英语教师
犪狀犈狀犵犾犻狊犺狋犲犪犮犺犲狉｛ 英国教师

犫犾犪犮犽犫狅犪狉犱黑板
犫犾犪犮犽犫狅犪狉犱｛ 黑木板

英语复合名词主要有下列几种构成形式：
①名词＋名词：犳犻犾犿犵狅犲狉爱看电影的人，犳犻狉犲犲狀犵犻狀犲消防车，犫狅狅犽狑狅狉犿书呆子，
狋犲犪犺狅狌狊犲茶馆
②名词＋副词：犾狅狅犽狅狌狋留心，狆犪狊狊犲狉犫狔过路人，犫狉犲犪犽犱狅狑狀损坏
③名词＋动词：犺犪犻狉犱狅发型，犺犪犻狉犮狌狋理发
④动词＋副词：犵犲狋狅狌狋逃走，狋犪犽犲狅犳犳起飞，狋狉狔狅狀试穿，犾狅狅犽狅狏犲狉检查，犳犾狔
狅狏犲狉立交桥
⑤动词＋名词：狋狌狉狀狋犪犫犾犲转盘
⑥动名词＋名词：犫犪狋犺犻狀犵狊狌犻狋游泳衣，狊犻狋狋犻狀犵狉狅狅犿起居室，犮犺犲狑犻狀犵犵狌犿口香糖
⑦形容词＋动名词：犱狉狔犮犾犲犪狀犻狀犵干洗
⑧形容词＋名词：犺犻犵犺狑犪狔公路，犫犾狌犲狆狉犻狀狋蓝图，犵狅狅犱狑犻犾犾善意，狅犾犱犺犪狀犱老手
⑨副词＋动词：狅狌狋狆狌狋结果，犻狀犮狅犿犲收入，狌狆狊犲狋混乱，狌狆犮犪狊狋上抛
⑩副词＋名词：犫狔狊狋犪狀犱犲狉旁观者，狅狀犾狅狅犽犲狉旁观者，狅狌狋狆犪狉狋狔在野党
副词＋动名词：狌狆犫狉犻狀犵犻狀犵抚育，狅狌狋犵狅犻狀犵外出，狅狀犾狅狅犽犻狀犵旁观

名词的用法 &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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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犃犮狋犻狅狀狊狊狆犲犪犽犾狅狌犱犲狉狋犺犪狀狑狅狉犱狊．事实胜于雄辩。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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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钟打开窗户。

犠犲犮狅狌犾犱狊犲犲狊狀狅狑犺犲狉犲犪狀犱狋犺犲狉犲犪狋狋犺犲狋狅狆狅犳狋犺犲犿狅狌狀狋犪犻狀．我们在山顶上到处
都可以看到雪。

（２）作介词的宾语
　　犎犲犮犪犿犲犳狉狅犿犪犮狉狅狊狊狋犺犲狉犻狏犲狉．他从河对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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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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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犎犲犾狅狅犽狊犪狊犮犺狅犾犪狉．他看上去像一位学者。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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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犠犲犮犪犾犾狋犺犻狊犽犻狀犱狅犳犳犾狅狑犲狉犾犻犾狔．我们称这种花为百合。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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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犜犺犻狊犽犻狀犱狅犳犳犾狅狑犲狉犻狊犮犪犾犾犲犱犾犻犾犪犮．这种花叫做紫丁香。
６６　作定语
　　犜犺犪狋犻狊犪犫犻犮狔犮犾犲犳犪犮狋狅狉狔．那是一家自行车厂。

犜犺犲狊犲犪狉犲犮犺犻犾犱狉犲狀狊犮犾狅狋犺犲狊．这些是童装。
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犻狊犪狀犪狉狋狊狊狌犫犼犲犮狋．社会学是一门文科。
犜犺犲狔犪狉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狋犲犪犮犺犲狉狊．他们是师范生。

第一章　名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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犎犲犻狊犪狆狅狆狌犾犪狉狊狅狀犵狊犮狅犿狆狅狊犲狉．他是一位流行歌曲作曲家。

①名词作定语修饰另一个名词时，一般用单数形式。但具有特殊复数形式的名词作定语时，要用复数形式。
狉狅狅犿狀狌犿犫犲狉房间号码　　　　　　　　　　　　犳犻犾犿狋犻犮犽犲狋狊电影票
犪狊犺狅犲犳犪犮狋狅狉狔鞋厂 犺犲犪狉狋犪狋狋犪犮犽心脏病
犪犳狋犲狉狀狅狅狀狋犲犪下午茶 犪犺犪狋狊犺狅狆帽子店
犪狆狆犾犲狆犻犲苹果馅饼 狅狉犪狀犵犲犼狌犻犮犲橙汁
狑犲犪狋犺犲狉犳狅狉犲犮犪狊狋天气预报 狋犺犲犮犪狉犱狅狅狉车门
犮犺狅犮狅犾犪狋犲犮犪犽犲巧克力蛋糕 犫犪犫狔犮犾狅狋犺犲狊婴儿服
犪狋犲犾犲狆犺狅狀犲犱犻狉犲犮狋狅狉狔电话号码簿 犪狆犪狆犲狉犫犪狊犽犲狋纸篓
犇犲犳犲狀犮犲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狆犲狉狊狅狀狀犲犾国防部职员 狑狅犿犲狀狋犲犪犮犺犲狉狊女教师

②有些名词作定语时常用复数形式。
犪犵犾犪狊狊犲狊狊狋狅狉犲眼镜店 犪犮犾狅狋犺犲狊狊犺狅狆服装店
犱犲狆犪狉狋狌狉犲狊犫狅犪狉犱（车次、航班）告示栏 犪犵狅狅犱狊狋狉犪犻狀货物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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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犱狉犲狊狊学生服
犪狊犪犾犲狊犿犪狀犪犵犲狉营业主任 犪犮狌狊狋狅犿狊狅犳犳犻犮犲狉海关官员
犪狋狉狅狌狊犲狉狊狆狅犮犽犲狋裤兜 犪狊狆犲犮狋犪犮犾犲狊犮犪狊犲眼镜盒
犪犼犲犪狀狊狊犺狅狆牛仔裤店 犪狊狆狅狉狋狊犿犲犲狋运动会

６７　作状语
　　犜犺犲犿犲犲狋犻狀犵犾犪狊狋犲犱狅狀犲犺狅狌狉．会开了１个小时。
犛犺犲狑犪犾犽犲犱狋狑犲狀狋狔犿犻犾犲狊狋狅狊犲犲犺犻犿．她步行２０英里路去看他。
犜犺犲狔狊狋犪狔犲犱狋犺犲狉犲狋犺犲犵狉犲犪狋犲狉狆犪狉狋狅犳狋犺犲犿狅狉狀犻狀犵．上午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待在那里。
犎犲犺犪狊犫犲犲狀狑犪犻狋犻狀犵犺犲狉犲犺狅狌狉狊．他在这里等了好几个小时了。

６８　作同位语
　　犕狉．犅狉狅狑狀，狅狌狉犈狀犵犾犻狊犺狋犲犪犮犺犲狉，犱狅犲狊狀狋犾犻狏犲犳犪狉犳狉狅犿犺犲狉犲．我们的英语老师布

朗先生住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
犕犪狉狔，狋犺犲狔狅狌狀犵犲狊狋犵犻狉犾犻狀狋犺犲犮犾犪狊狊，犮犪犿犲狅狌狋犳犻狉狊狋犻狀狋犺犲犿犪狋犮犺．班上最小的女孩
玛丽比赛得了第一名。
犠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狊犺狅狌犾犱狀狅狋狊犿狅犽犲．我们学生不应该抽烟。

６９　作呼语
　　犑犪犮犽，犱狅狀狋犾狅狅犽狅狌狋狅犳狋犺犲狑犻狀犱狅狑．杰克，别朝窗外看。

犕狔犳狉犻犲狀犱狊，犵狅犪犺犲犪犱！朋友们，干吧！
犠犲犾犾，狑犺犪狋狊狋犺犲犿犪狋狋犲狉，狔狅狌狀犵犿犪狀？怎么了，小伙子？

名词的几种习惯搭配 ’
７１　狅犳＋表示大小、长短、年龄、颜色、材料、高度、深度的名词
　　犜犺犲狋狑狅犮狅犪狋狊犪狉犲狅犳狋犺犲狊犪犿犲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这两件外套用的布料相同。

犜犺犲狋狉犲犲狊犪狉犲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犺犲犻犵犺狋．这些树高矮不一。
犛犺犲犫狅狌犵犺狋狋犺狉犲犲狊犺犻狉狋狊狅犳狋犺犲狋犺犲狊犪犿犲狊犻狕犲．她买了３件同样尺寸的衬衫。
７２　犻狀＋狊犻狕犲／犺犲犻犵犺狋／犾犲狀犵狋犺／犱犲狆狋犺／狑犻犱狋犺／犮犻狉犮狌犿犳犲狉犲狀犮犲
这种结构大都用于表示具体数字的名词之后。

　　犜犺犲犵犪狉犱犲狀犻狊狊犻狓犿犲狋犲狉狊犻狀狑犻犱狋犺．这个花园６米宽。
犜犺犲犳犻犲犾犱狑犪狊犪犫狅狌狋狋犲狀犪犮狉犲狊犻狀狊犻狕犲．这块地的大小约１０英亩。
犐狋犻狊犳犻狏犲犳犲犲狋犻狀犮犻狉犮狌犿犳犲狉犲狀犮犲．它的周长是６英尺。
７３　狅犳＋抽象名词
这种结构的功能相当于形容词，抽象名词如：狑犲犪犾狋犺，狏犪犾狌犲，狊犲狀狊犲，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

犮狅狌狉犪犵犲，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犮犲，狑犻狊犱狅犿，犪犫犻犾犻狋狔等。
　　犎犲犻狊犪犿犪狀狅犳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他是个有经验的人。（犪狀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犱犿犪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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犑狅犺狀犻狊犪犿犪狀狅犳狊犲狀狊犲．约翰是个有见识的人。（犪狊犲狀狊犻犫犾犲犿犪狀）
犐狋犻狊犪犿犪狋狋犲狉狅犳狊狅犿犲／犵狉犲犪狋／犿狌犮犺／犾犻狋狋犾犲／狀狅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犮犲．这是一个颇为／非常／很／
几乎不／不重要的问题。
犎犲犻狊犪狔狅狌狀犵犿犪狀狅犳犵狉犲犪狋狑犻狊犱狅犿．他是个智力超群的青年。
犎犲犻狊犪犿犪狀狅犳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他是个有品格的人。
犜犺犲狔犮狅狀狊犻犱犲狉犲犱犺犻犿犪犿犪狀狅犳狑犲犪犾狋犺．他们认为他是个富人。

７４　犻狀＋抽象名词
　　犻狀狋犻犿犲及时（＝犲犪狉犾狔犲狀狅狌犵犺）　　　　　犻狀犪狀犵犲狉气愤地（＝犪狀犵狉犻犾狔）
犻狀狆狉犻狏犪狋犲私下地 犻狀狑狅狀犱犲狉惊奇地
犻狀犱犲狊狆犪犻狉失望地 犻狀狊狌狉狆狉犻狊犲惊异地
犻狀犪犿犪狕犲犿犲狀狋惊讶地 犻狀犳狌狀开玩笑地
犻狀狆狌犫犾犻犮在大庭广众之下 犻狀犺狅狉狉狅狉惊恐地
犻狀狊犲犮狉犲狋秘密地 犻狀犪犾犾狊犲狉犻狅狌狊狀犲狊狊严肃地
犻狀犲狓犮犻狋犲犿犲狀狋兴奋地

７５　犫狔＋抽象名词、单数名词
　　犫狔犮犺犪狀犮犲偶然地 犫狔犪犮犮犻犱犲狀狋偶然地（＝犪犮犮犻犱犲狀狋犪犾犾狔）
犫狔犿犻狊狋犪犽犲错误地 犫狔犵狅狅犱犾狌犮犽侥幸地
犫狔狋犺犲犱犪狔按天 犫狔狋犺犲犺狅狌狉按小时
犫狔狋犺犲犱狅狕犲狀按打 犺狌狀狋犫狔狀犻犵犺狋夜晚捕猎
狊犾犲犲狆犫狔犱犪狔白天睡觉 犉狉犲狀犮犺犫狔犫犻狉狋犺生在法国而为法国人

７６　狑犻狋犺＋抽象名词
　　狑犻狋犺犲犪狊犲轻松地 狑犻狋犺犮犪犾犿狀犲狊狊镇定地

狑犻狋犺狆犪狋犻犲狀犮犲耐心地 狑犻狋犺犮犪狉犲仔细地
狑犻狋犺犳犪犻狉狀犲狊狊公平地 狑犻狋犺犱犻犳犳犻犮狌犾狋狔困难地
狑犻狋犺犱狅狌犫狋怀疑地 狑犻狋犺犵狉犲犪狋犻狀狋犲狉犲狊狋津津有味地

７７　狅狀＋（狋犺犲／犪）抽象名词、单数名词
　　狅狀犪狉狉犻狏犪犾到达时 狅狀狋犻犿犲准时
狅狀狆狌狉狆狅狊犲故意地 狅狀狋犺犲犺狅狌狉在某一点钟的整点
狉狌狀狅狀狆犲狋狉狅犾靠汽油行驶 狊狆犲犪犽狅狀狋犺犲狋犲犾犲狆犺狅狀犲在电话上说
狅狀狑犲犾犳犪狉犲接受救济 狅狀犳犻狉犲着火
狅狀犺狅犾犻犱犪狔在度假 狅狀狋犺犲犻狀犮狉犲犪狊犲在增加
狅狀狊犪犾犲供出售的 狅狀狋犺犲犱犲犮狉犲犪狊犲在减少
狊犲狉狏犲狅狀犪犮狅犿犿犻狋狋犲犲担任委员会委员 狅狀狋犺犲狉犻狊犲在兴起
犪犼狅犫狅狀犪狀犲狑狊狆犪狆犲狉在一家报社工作 狅狀狋犺犲狑犪狀犲日益衰落
７８　犪犾犾＋抽象名词
本结构相当于“狏犲狉狔＋同根形容词”。

　　犃狀犱狔犻狊犪犾犾犲狀犲狉犵狔．安迪精力充沛。（＝狏犲狉狔犲狀犲狉犵犲狋犻犮）
犎犲犻狊犪犾犾狆狅犾犻狋犲狀犲狊狊．他很有礼貌。（＝狏犲狉狔狆狅犾犻狋犲）
犛犺犲狊犪犻犱狋犺犪狋狑犻狋犺犪犾犾狊犻狀犮犲狉犻狋狔．她十分严肃地说了那句话。
犜犺犲犮犺犻犾犱狉犲狀狑犲狉犲犪犾犾犪狋狋犲狀狋犻狅狀．孩子们都全神贯注。
犎犲犻狊犪犾犾犲犪犵犲狉狀犲狊狊狋狅犮犾犻犿犫狋犺犲犺犻犾犾．他非常渴望去爬山。

７９　犪犾犾＋复数名词
　　犎犲狑犪狊犪犾犾犲犪狉狊．他洗耳恭听。
犛犺犲狑犪狊犪犾犾狊犿犻犾犲狊犪狋狊犲犲犻狀犵狌狊．她见到我们满面笑容。
犜犺犲犿犪狀犻狊犪犾犾犾犲犵狊．那男人瘦高。
犎犲犻狊犪犾犾狋犺狌犿犫狊．他总是笨手笨脚的。

第一章　名　　词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八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