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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依据教育部最新颁布的《英语课

程标准》，针对现行初中英语教材中的重

点和难点，在详细分析历届中考英语知识点的

基础上，精心编写而成。

本书有如下主要特点：

一、 囊括要点。本书对初中英语教材中所涉及的基

本句型、词汇搭配和习惯用法，作了全面的归纳、总结，可供

读者随时查阅、熟记，解疑去惑。

二、 辨析词义。本书对初中英语所涵盖的同义词、近义词

和反义词，作了详细的辨析，以帮助学生掌握词义的差别及特

点，提高理解能力，增强语感。

三、 正误速辨。初中学生，由于正处于英语学习的起步阶

段，使用英语时，常常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不是冠词丢

了，就是主谓语不一致，要么就是时态不对，要么介词搭配不

妥等。诸如这些“疑难杂症”，本书通过正误速辨，逐一帮助

学生记取前车之鉴，在英语学习中不犯或少犯类似错误。

四、 直通中考。在各省市历年的中考英语试题中，有相当

一部分知识点反复出现，只是出现的方式有所不同，但考生只

要掌握了这些知识要点，则不论形式上如何千变万化，必能以

不变应万变。本书对中考英语常考知识点和今后中考可能出现

的知识点作了精心的讲解和例示，望同学们常读常记，烂熟于

心，以夺得高分。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张绍华、王贵林、陈长顺先生

和孙桂香女士的具体帮助，在此表示感谢。参加本书部分编写

工作的还有：徐文哲、徐博涵、郝世博、徐广伟、徐广于、徐

文东、李栋、徐珍、杨永、徐影、徐博文、李萍、徐文艳、李

芳、徐文凯、张学英等。

限于水平，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妥，敬请批评指正。

                                                       编    者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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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介词与冠词

第一章 介词与冠词

一、重点难点精讲

1 about 和 on 表示“关于”的区别 

about 和 on 都可以表示“关于”。但 about 是较口语化的一般说法，

如 talk about 等 , 涉及细节。on 是较正式的用法，表示较强的专业

性和学术性。

They are talking about the happy holiday. 他们正谈着那个愉快的

假期。

He will give us a talk on science. 他将给我们作一个关于科学的报

告。

2 across, through, over, cross 和 past 

across 和 through 用作介词，都可以表示“横过”。但 across 与 on

有关，表示某一动作在某一物体的表面进行； through 则与 in 有关，

表示从某一空间穿过。

She walked across the road. 她横穿马路。

The river goes through the town. 这条河穿城而过。

across 和 over 都可以表示从某一平面上“穿过，到另一边”，如大街、

道路、桥、河流等。

They walked across/over the street. 他们穿过大街。

She went across/over the bridge. 她走过桥。

提示
over 还可以表示从某个障碍物上“越过”，across 则没有这种

用法。

He can jump over the wall. 他能够跳过这堵墙。( 不用 acro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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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ss 和 cross 都可以表示“穿过”，但 across 是介词， cross 则是及

物动词。cross 可以作谓语，而 across 不能作谓语。

He will swim across the river. 他将游过那条河。

He will cross the river by ship. 他将乘船过河。

Two TIE fighters crossed in front 
of the pirate ship. 
两架 TIE 战斗机在海盗飞船的前
面穿过。

比较
She went across the street. 她横穿过大街。( 指从大街的一边

走到另一边 )

She went through the street. 她走过街道。( 指从大街的一头走

到另一头 )

past 作介词表示“经过”，指从旁边经过。

We go past the library every day. 我们每天都从图书馆旁经过。

3 after 和 behind 都可以表示“在……后面” 

after 指次序的先后，表示的是动态，也表示在一点或一段时间之后，

反义词是 before。

After you, please. 请先走。

I’ll go over my notes after school. 放学后我将复习笔记。

	behind 指位置的前后，表示的是静态，反义词是 in front of。

There is a big tree behind the house. 房屋的后面有一棵大树。

	behind 还可以表示时间上的“迟于，晚于”，指“误了时间”。

The plane is twenty minutes behind time. 飞机晚点20分钟。

	behind 和 after 都可以用作副词。

They walked behind. 他们在后面走。

He returned the book a month after. 他一个月后还了那本书。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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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介词与冠词

4 after 和 in 能否都表示“在……后” 

	 	after 作介词用时，通常表示在过去或将来某一具体时间之后，同

某一个时间点连用，即后跟的名词表示的是一个时间点，如：five 

o’clock(5点钟 )。after 所在句中的谓语动词常用一般过去时，不可

用现在完成时，但有时也用一般现在时或一般将来时。

I did not see her after that. 在那之后，我没有见过她。

She will arrive after 8 o’clock. 她８点钟以后到达。

He left after our arrival. 我们到达后他就离去了。

	 	in 以现在时间为起点，同表示一段时间的词语连用。句中的谓语动

词，如果是非延续性动词的一般将来时或过去将来时，如 go, come, 

arrive, return, start 等，in 表示“在……之后”；如果是延续性动词

或“完成”意义的非延续性动词 (finish, accomplish 等 )，in 表示

“在……之内”；如果是其他时态，in 也表示“在……之内”。

He will arrive in 5 hours. 他将在5小时后到达。( 不是“5个小时内”)

He said he would be back in an hour. 他说他1个小时后回来。(be 

back 为非延续性动作 )

I shall work here in two weeks. 2周内我将在这里工作。(work 是

延续性动词 )

I’ll come and see you again in five days. 5天后我再来看你。

I can finish my homework in two hours. 我能在2小时内完成作业。

They built the bridge in six months. 他们在6个月内建造了那座桥。

5 at, in 和 on 表示时间时怎样区别 

	 	at 指确切时间、具体几点钟或周末等。

She goes to school at half past seven every day. 她每天7点半上学。

I don’t like going out at night. 我不愿意晚上出去。

	 	in 指一天的早上、下午、晚上或一段时间。

They left home early in the morning. 他们一大早就离开家了。

	 	on 指特定的日子、某月某号、星期几或某一日。

She left on a cool morning in spring. 她是在春天一个凉爽的早上

离开的。( 不可用 in a cool morn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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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He will be back at ten. 他将在10点钟回来。(at表示一个时间点)

He will be back by ten. 他将在10点钟前回来。(by表示“到……

为止，不迟于”)

He will be back on Sunday. 他将在星期天回来。(on 表示特定

的日子 )

提示
“在圣诞节”可以说 at Christmas 或 on Christmas Day，“在圣诞

夜”要说 on Christmas Eve。

6 at, in, on, beside, by 和 near 表示

 地点时怎样区别 

	 	at 表示在一个点上的位置或具体的位置，指小地点。

Who is the man at the gate? 大门口那个人是谁？

	 	in 表示在一个空间之内，被人或物包围着。

I saw her in the library. 我在图书馆见到了她。

	 	on 表示两者互相接触，强调在一条线上或一个平面上；可表示乘用

交通工具。

She saw a red pencil on the desk. 她看到桌子上有一支红铅笔。

He left for Nanjing on the train. 他乘火车去南京的。(=by train)

	 	beside 和 by 都可以表示“靠近”，但 beside 更“近”，更具体地表示

出“在……旁边”。

She is sitting beside him. 她坐在他身旁。

There is an apple tree by the river. 河边有一棵苹果树。

	 	near 表示相对的“近”，实际的距离可能很远。

There is a hospital near our school. 我们学校附近有一家医院。

The town is near Nanjing. 这座小城离南京很近。

7 at night 和 in the night 

	 	at night 意为“在夜里，在晚上”，为泛指，与 in the day ( 白天 ) 相对。

There are many stars in the sky at night. 晚上天上有许多星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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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night 意为“在夜间”，指在不具体的某个夜晚。

I woke up twice in the night. 我夜里醒了2次。

8 at table 和 at the table 

  at table 意为“吃，在吃饭”。at the table 意为“在桌前”，不一定在吃

饭。英语中有些名词，指具体场合或具体事物时，前面要加冠词，而

表示某种抽象意义或职能时，前面不用冠词。

比较
at the table 在桌子旁边 ( 站着或坐着 )

at table 在吃饭

in the hospital 在那家医院里 ( 上班 )

in hospital 在住院

提示
其他如：in class( 在上课 )，after class( 课后 )，at home( 在家 ) 等，

名词前均不用冠词。

9 at the end of, by the end of, in the end

 和 to the end 

	 	at the end of + 时间名词或地点名词表示“在……末，在……的尽头”。

He left for London at the end of last week. 他上周末动身去伦敦了。

At the end of the street you can see a bookstore. 在大街的尽头你

会看见一家书店。

	 	by the end of + 时间名词表示“到……末为止，在……以前”，指的是

到某一时间为止怎样，或在某一时间之前怎样，是过去完成时或将来

完成时的时间标志。

They had learnt 10 lessons by the end of last month. 到上月底为

止，他们已经学了10课。

	 	in the end 是副词短语，意为“最后，终于”，相当于 at last，它单独使

用，后面不能跟 of。

She got enough money in the end. 最后她终于弄到了足够的钱。

	 	to the end 表示“到……底”，用作状语，指的是把某种行为持续到底。

He kept on working to the end. 他坚持工作直到最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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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t the front 和 at the back 等

  有关词组的用法 

	 	front 作名词表示“前面”，作形容词表示“前面的”。

比较
at the front 在前面

in the front row 在前排

	 	back 构成的词组有：

at the back 在后面

at the back of 在……的后面 / 部 ( 某范围之内的后面 )

in the back row 在后排

11 at work 和 at rest 

  at 可以表示“在做，在……过程中”，后跟不可数名词或单数可数名

词，构成固定词组，常作表语，前面用 be 动词。

Li Ming is at work. 李明在工作 / 在办公。

They are at rest. 他们在休息。

They are at their meal. 他们在吃饭。( 也可以说 at meal)

Who is at the violin? 谁在拉小提琴？ ( 乐器名词前要用 the)

The two countries are at war. 这两个国家正在交战。

12 before 和 ago 

	 	before 作副词可单独使用，意为“以前”，句中谓语动词用现在完成时。

I have never met him before. 我以前从没见过他。

	 	ago 表示从现在算起的若干时间之前，谓语动词用一般过去时。

He lived in Shanghai two years ago. 他两年前住在上海。

A long time ago, in a galaxy far, far 
away... .
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星系中……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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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elow 和 under 

	 	below 可以用作副词和介词。

(1) 作副词用时，below 表示“在下面，向下”。

  The flower garden lies below. 花园在下面。

(2)  作介词用时，below 表示“在……以下，在……之下”，通常表示

位置，也可表示数量、等级、能力等。

   They passed below the bridge. 他们在桥的下面通过。( 表示位置 )

  He is below her in ability. 在能力方面，他不如她。( 表示能力 )

	 	under 是介词，表示“在……下面，低于，在……进行中”，表示位置、

状况、年龄、价格等。under 引导的短语可以修饰动词作状语，也可

以作表语或定语。

He is standing under a tree. 他正站在一棵树下。( 作状语 )

The plan is still under discussion. 这项计划仍在讨论之中。(作表语 )

提示
汉语中的“在……下”并不都能用 under，比如：“在阳光下，

在月光下，在树荫下，在灯光下”就要用 in。

She laid her clothes in the sun. 她把衣服在阳光下晒晒。

	 	below 和 under 的区别：below 表示一般的低于或在某物的下面，物

体间不接触，不一定是在垂直的下面，反义词是 above; under 表示在

垂直的下方，物体间可以相互接触，也可以不接触，强调一种直接的

垂直上下关系，反义词是 over。垂直上下关系，反义词是 over。

over

und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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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From the hill, we can see a river below us. 从这座小山上，我们

能看见下面的一条河。

There is a cat under the chair. 椅子底下有一只猫。

提示
表示数量、重量、年龄、物价等时，below 和 under 常可换用。

The train was running under/below 100 miles per hour. 火车以

每小时不到100英里的速度行驶。

14 besides, except, except for, but 

	 	except 表示“除……外”，指除去的不算在内；besides 表示“除……

外 ( 还有 )”。

比较
They went there except Tom. 除了汤姆外，他们都去那里了。

( 汤姆没去 )

They all went there besides Tom. 汤姆去那里了，他们也都去

那里了。( 汤姆也去了 )

提示
besides 用于否定句中时，与 except 同义。

He had no other tools besides/except these. 除了这些，他没有

别的工具。

	 	except for 可以代替 except, 表示“除了……外，除去”，且在句首只

能用 except for, 不用 except。

We all went swimming except (for) Tom. 除了汤姆外，我们都去游

泳了。

= Except for Tom, we all went swimming.

	 	but 表示“除……外”时，可同 except 换用，语气上更强。

They all passed the exam but Jack. 除杰克外，他们都通过了考试。

15 between 和 among 最主要的区别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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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ween 意为“在……之间”，表示在两个人、事物、物体之间； 

among 意为“在……之中，在……之间”，表示在3个或3个以上的人

或物之间。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books? 这两本书之间有什

么不同？

She is sitting among her friends. 她坐在朋友们中间。

	 	表示三者或三者以上的人或物中“每两者之间”的关系时，要用

between。

He takes some medicine between three meals every day. 他每天

在三餐之间吃药。

	 	在涉及边界时， between 可指两个以上的国家。

Switzerland lies between France, Italy and Germany. 瑞士位于法

国、意大利和德国之间。

      among Jawas   between stormtroopers
 在（三个及以上的）贾瓦人之中  在（两个）冲锋队员中间

16 by 和 with 

	 	by 指做某事的方式。

He earned money by writing. 他靠写作挣钱。

	 	with 指做某事所用工具。

The policeman opened the door with a special key. 警察用专用钥

匙打开了门。

17 by car, in a car 和 in one’s car 是否都对

  ——表示交通工具的介词 

	 	by 表示方式或方法，其后的名词前不带冠词，也不带形容词性物主

代词。

	 	in 表示交通工具，其后的名词前可用冠词或形容词性物主代词。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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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表示旅行方式，通常与 foot 搭配。on 表示交通工具常同 bike/ 

bicycle, bus 或 train 连用，名词前加冠词 a 或 the。

比较
come by car/by bus/by boat/by ship

come in a car/in a bus/in a ship/in a boat/in three boats 

come on a train

come in one’s car

	 	如果交通工具名词前有表示时刻的词语，用 on 或 by 均可。

We’ll go to Hangzhou on/by the ten o’clock train. 我们将乘10点的

火车去杭州。

18 by the way 和 on the/one’s way to 

	 	by the way 意为“顺便提一下，顺便问一下”，为惯用短语，在句中用

作插入语，常用来提及一件与正题无关的事。

By the way, have you seen Mary recently? 顺便问一下，最近你见

到玛丽了吗？

	 	on the/one’s way to 表示“在去……的路上，在途中”，to 后面接名词。

如果 way 后面跟表地点的副词，则不用 to。

They are on the way to school. 他们在去上学的路上。

On the way there I met an old friend of mine. 在去那儿的路上，我

遇到了一位老朋友。( 不可说 on the way to there)

19 during, for 和 through 

	 	during 表示“在……期间”，强调在某段时间内发生了什么。

I read two English novels during the holidays. 我在假期里读了2部

英语小说。

	 	for 后跟的词表示一段有长度的时间，表示某事持续多长时间。for

短语常用于完成时中，也可用于过去时。

I haven’t written her for over a year. 我一年多没给她写信了。

Their discussion lasted for three hours. 他们的讨论持续了3个小

时。(for 可省去 )

3

4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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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ough 本意是“通过，穿过”，表示“自始至终”。

She slept all through the day. 她睡了整整一天。

20 during the past three years 是什么时态标志 

  during the past/last three years 意为“在过去的3年中，近3年来”，

也可说成 in the past/ last three years。这个短语指的是到现在为止

3年来的状况，是现在完成时的时间标志。

I have been there several times during the past three years. 在过

去的3年中我到过那里数次。

He has written three letters to her in the last few weeks. 在过去的

几个星期里，他给她写了3封信。

21 for 能否表示目的 

  for 引导一个短语，常用来表示目的，相当于一个不定式短语。

He is getting ready for the party. 他正在为参加聚会做准备。(=He 

is getting ready to attend the party.)

22 from 和 since

	 	from 用于表示某一动作从什么时候开始，from...to 表示“从……到”。

She studied English from the age of two. 她从两岁开始学英语。

	 	since 表示某一动作从某一时刻开始，持续到现在、说话时或过去某

一时间，常用完成时，表示“从……以来，自……以来”。

She has been ill since Monday. 她从星期一就病了。

23 in, into 和 on, onto 

	 	in 通常表示静态，指物体位置的静止状态，或处于一定范围，意为

“在……里”，反义词是 out。

There are two knives in the box. 盒子里有两把小刀。

	 	into 表示的是动态，指动作的方向，意为“入……之中”，反义词是

out of。

He jumped into the river. 他跳进河里。

The students went into the classroom one by one. 学生们一个接

3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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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强大初中英语词汇、短语和句型必备

一个走进教室。

提示
fall, put, throw 等动词后，可用 into 或 in，这时的 in 表示的是

动态。

He put his hands in/into his pockets. 他把手放进衣袋里。

The man threw the ball in/into the water. 那人把球扔进水里去

了。

	 	on 表示的是静态，指“在……上面”；而 onto 则表示动态。

There are some books on the desk. 桌子上有一些书。

An apple fell onto the ground. 一只苹果掉在了地上。

The workers lifted the cars onto the train. 工人们把小汽车吊到火

车上。

24 in 还是 with 

  with 和 in 都可以表示“用”，但用法不同，结构分别为：

 with + 工具名词 in + 语言名词或材料名词

Tom did his homework with a pencil. 汤姆用铅笔做家庭作业。

Please say it in French. 请用法语说。

25 in front, in front of 和 in the front of 

	 	in front of + 名词 / 代词 是介词短语，表示“在……前面”，指在某一

范围外的前面，反义词是 behind。

There is a big tree in front of the classroom. 教室前面有一棵大树。

3

1

  Get in there, you big furry oaf!  进去，你这毛茸茸的笨蛋！

     leave in the morning  造成出发

       speak in Bocce  说波契语

in the X-wing  在 X 翼中  on the X-wing  在 X 翼上  out of the X-wing 离开 X 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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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at the front of + 名词 /代词是介词短语，表示“在……的前部 / 面”，

指在某一范围内的前部，反义词是 at the back of。

There is a blackboard in the front of the classroom. 教室的前部有

一块黑板。( 教室内的前部 )

26 in the team 和 on the team 

  in the team 意为“在球队里”，表示在球队这个组织里面； on the 

team 意为“当了球队的队员，是球队的一员”。

比较
Li Ming is in that team. 李明在那个球队。

Li Ming is on that team. 李明是那个球队的队员。

27 in the tree 和 on the tree 

	 	in the tree 一般指外来的东西在树上，不是树本身所有，如猫、猴、鸟

等在树上。

He saw a cat in the tree. 他看见树上有一只猫。

	 	on the tree 通常指树本身长出的东西，如枝、叶、花、果等。

There are many apples on the tree. 树上有许多苹果。

28 in time, on time 

  in time 表示“及时”，指来得及赶上一定的时候；还表示“迟早，总有

一天”。on time 表示“按时，准时”，指按照原来已定的时间不耽误。

She watered the flowers in time. 她及时给花浇了水。( 花才没有

受旱 )

She watered the flowers on time. 她按时给花浇水。( 如：每天上午

10点 )

29 like 和 as 用作介词 

	 	like 作介词时意为“像”，表示相似关系。

It is like a ball. 它像一个球。

	 	as 作介词意为“作为，看作”，表示“职业，作用，职务”等。

As a student you should study hard. 作为学生，你要努力学习。

2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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