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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最新颁布的《中学英语教学大纲》、《全日制高

级中学英语教科书》以及近几年的高考英语试卷特地为广大高中学生

编写的一本英语语法学习用书。
《金英语———高中英语语法一本通(第四版)》一书对英语中主要

的语法项目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归纳,目的是为帮助学生更加系统地

掌握英语语法知识,提高语言应用能力和应试能力。
在编写过程中,作者仔细研究了教学大纲、英语教材和近几年的

高考英语试卷,并结合多年辅导学生高考的实践经验,力争做到讲述

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以期本书能成为广大考生的良师益友。
本书作者并不是简单地把本书作为一本普通的语法手册,而是结

合考生的实际需要,在讲解、举例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独特的设计。力

求做到讲解清晰明了,例句生动形象,并富有趣味性和实用性,以使广

大读者能在比较轻松的语言环境里学习和掌握语法知识,把枯燥无味

的语法记忆转化成英语学习过程中的一种乐趣。全书共总结了182
个学习要点,分散于各章节中。在书中,编者对其进行一一标注,帮助

考生掌握高中阶段一定要掌握的重点、难点与疑点。
此外,作者还有针对性地在每一章后精心设计了“专项训练”。这些

配套练习既可以帮助考生进一步掌握语法规律,又便于自我检测,并加深

其对语法及考点的理解与记忆,起到巩固语法知识的作用。此外,本书还

针对这些专项训练进行了详细的解析。
“金英语”系列丛书已畅销多年,深受广大中学生朋友喜爱。此次修

订,选取历年各地高考真题替换了“专项训练”中的部分题目,强化了练习

的时效性和针对性;并进一步完善了“答案及详解”,可谓是超值奉送。相

信一本在手,高中语法直通掌握!

编　者

201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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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名　词

　　名词是人、动物、事物、地方、状态、品质或动作的名称。它可以表示具体的东西,
也可以表示抽象的东西。名词在句子中可以用作主语、宾语、表语、补足语、定语、状
语、同位语和独立成分。

第一节　名词的基本用法

一、名词在句子中的作用

名词在句中有多种语法作用,如作主语、宾语、表语等,由此可见,名词是句子中非

常重要的成分,了解它的语法功能对掌握句子至关重要。

1 名词作主语

Theshoesarecomfortable.这鞋子穿起来很舒服。

Fatherboughtmealotofbooks.父亲给我买了许多书。

2 名词作宾语

宾语分为及物动词宾语和介词宾语,当动词为双宾动词时,其后有两个宾语:指人

的为间接宾语,指物的是直接宾语。如:

　
Ihaveacat.我有一只猫。

TheyarewatchingTV.他们正在看电视。{
　　这两句的宾语为及物动词宾语,表示动作的承受者,通常直接跟在及物动词后面。

　
Themagazineisunderthetable.杂志在桌子下面。

We’llgotothecinematomorrow.我们明天去看电影。{
　　这两句的宾语均为介词宾语,表示和介词有关的东西,和介词一起表示一个较

完整的意思。这种宾语一般紧跟在介词后面,它和介词一起构成介词短语。

　
Mysistersenttheboyagiftonhisbirthday.我姐姐在男孩生日那天送了他一份礼物。
Ihavetoldmymotheraboutthematter.我已经告诉妈妈这件事了。{

　　这两句就是双宾动词后带有两个宾语:指人的是间接宾语,如:boy,mother;指
物的是直接宾语,如:gift,matter。

3 名词作表语

Sheisafamoussinger.她是一位著名的歌唱家。
Hebecameateacherlastyear.他去年当了一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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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词表示主语的特征、状态等时,补充说明主语的意义,所以表语有时也被称为

“主语补足语”,一般用在系动词的后面。

4 名词作补足语

补足语分为主语补足语和宾语补足语,如:
Johnwaselectedourleader.约翰被选为我们的领导。
Heusedtobecalled“BigTom”.过去他常常被叫做“大个子汤姆”。{

　　这两句均为带有主语补足语的句子,主语和补足语指的是同一个人或同一样

东西。

　
Iconsiderthearmyaschool.我把军队看做是一所学校。
Thecommitteemembersfoundtheirchairmanacoward.委员会成员发现他们

的主席是个懦夫。{
　　这两句中的名词aschool与 acoward为宾语补足语,宾语补足语是对宾语进

行补充说明,表示它成为什么,被认为如何等。它和宾语有密切的关系,通常紧跟在

宾语的后面。

5 名词作定语

名词作定语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名词所有格作定语,另一种是名词普通格作定

语,如:

　
Theyliveinthestudents’dorm.他们住学生宿舍。

ThatisJohn’shouse.那是约翰的房子。{
　　这两句中都使用名词所有格作定语,表示“……的”,即后面名词表示的东西属

于谁。

　
Weareuniversitystudents.我们是大学生。

Mr.Whiteworksinacountryhospital.怀特先生在乡村医院工作。{
　　这两句中都是用前一个名词修饰后一个名词。

(注 关于名词作前置定语的情况,将在本节第二部分作具体阐述。)

6 名词作状语

名词作状语,主要用来修饰动词或形容词,表示时间、重量、长度、距离、价格等,有
时前面还有修饰语,如:(next)week,(ten)miles等。这些名词作状语时,看上去有些

像宾语。如:

　 Hisspeechlastedhours.他的演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Theboxweighseightkilograms.那个盒子重8千克。

Theyhavewalkedtenmiles.他们已经走了10英里路。

Ourclassroomiseightmeterslongandsixmeterswide.我们的教室是8米长,6米宽。

Thenewdresscosther300yuan.她买那件新衣服花了300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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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名词作同位语

OurmanagerMaryisaprettywoman.我们的经理玛丽是个漂亮女人。

Shepreparedmanythingsforthetour:camera,umbrella,hat,sun-cream,etc.
她为旅行准备了好多东西:照相机、伞、帽子、防晒霜等。

Beijing,thecapitalofChina,isaverybeautifulcity.中国的首都北京是一座非

常美丽的城市。

　　名词作同位语用来表示前面名词或代词究竟指什么,或对前面的名词或代词作

补充说明,如以上的 Mary,camera,umbrella,hat,sun-cream,etc.与thecapital
ofChina分别对 manager,things与Beijing作进一步说明。

8 名词作独立成分

名词在句中作独立成分与句中其他成分没有语法联系,一般为对讲话对象的直接

称呼,可放在句首、句中或句末。如:

Bequiet,Tom.请安静些,汤姆。

Sea,stoproaring! 大海啊,停止咆哮吧!

二、名词作定语时需注意的问题

一个名词可以作另一名词的定语,相当于形容词的用法,我们称之为名词形容词。
这类名词作前置定语在英语中是一种常见现象,但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复合名词的用法

有些作定语的名词与其修饰的名词可构成复合名词,如newspaper,airmail;有时

可加连词符号,有时则作为两个词分开写,变化很多。如:“校长”可以是headmaster,
也可以是 head-master或 headmaster。“年鉴”可以是 yearbook,year-book或 year
book。平时在阅读中多注意一些习惯用法。

2 有些作定语的名词有相对应的-en或-y形容词,但含义不同

agoldmedal　一块金牌　　　agoldenopportunity　一个绝好的机会

asilkhat　丝质大礼帽 silkyskin　如丝般光滑的皮肤

astonewall　石墙 astonylook　冷酷的表情

　　从以上的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形容词常用于比喻,而名词作定语往往是表示名

词本身的实际含义。

3 用作定语的名词一般为单数,但有几种特例

❶ man,woman作定语时,当它所修饰的名词是复数时,它也变为复数,如:

amanservant(男仆)→ menservants
awomanscientist(女科学家)→ womenscientists

❷sports,customs,arms,savings,accounts,communications等名词用作定语

时,仍用复数形式,如:

armscompetition武器竞赛　　　　　acustomsofficer海关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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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strain货车 asportsmeet运动会

communicationssatellite通信卫星

❸ 当数词与单位词搭配用作定语时,单位词应为单数,如:

fiveyears—afive-yearplan五年计划

twomiles—atwo-milewalk两英里的路

threehours—athree-hourtalk三小时的谈话

fourteenyears—afourteen-year-oldgirl一个14岁的女孩

三、名词的独立结构

1 “名词(或代词)+ 形容词”结构

HeiswatchingTV,hismouthhalfopen.他在看电视,嘴半张着。

2 “名词(或代词)+ 副词”结构

Gameover,wedecidedtogoswimming.比赛结束后,我们决定去游泳。

3 “名词(或代词)+ 介词短语”结构

Themancameback,aswordinhand.那个男人回来了,手里拿着把剑。

四、名词的类别

　　名词可以分为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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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名词和集体名词可以用数目来计算,成为可数名词;物质

名词和抽象名词一般无法用数目来计算,称为不可数名词。名词的分类可参见下表。

类　别 说　　　明 举　　　例

专 有 名 词

某些 个 人、地 方、动 物、东 西 或

机构等特有的名称。专有名词中

每个实词的首字母必须大写

Wang Ying, John, Beijing, the
People’sRepublicof China,Flight
CA937,theMississippi

普

通

名

词

可
数
名
词

集体名词 某类人、动物或东西的集体名称
family,class,staff,party,

committee,nation

个体名词 个体的人、动物或事物
house,camera,pen,book,cat,

city,car,teacher

不
可
数
名
词

物质名词
无法分为个体的实物(常无固定形

状)
milk,tea,coffee,air,water,oil,

fire,sugar

抽象名词
表示动作、状态、性质、感情、品质

等抽象概念

poverty, quiet, work, happiness,

honesty,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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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1
有些名词在一些场合下属于这一类,在另一种场合下又属于另一类。如:下

表中左栏这些物质名词也可用作个体名词,但意义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又如:
一些抽象名词,当意思转变而表示某类个体时,就成了个体名词。

物质名词 个体名词 抽象名词 个体名词

glass玻璃 aglass玻璃杯 beauty美 abeauty美人

iron铁 aniron熨斗 power威力,电力 apower大国

paper纸 apaper报纸 youth青春 ayouth青年人

wood木头 awood树林 agreement同意 anagreement协议

第二节　名词的数

一、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

　　英语名词分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其中能以数计算的事物名词,称为可数名

词,前面可加不定冠词a(an)或其相应代词(如another,one,every,each),并能用于

复数形式。一般说来,个体名词和集体名词是可数名词,可数名词有单数(singular)形
式和复数(plural)形式,单数形式如astudent,ateacher,abike,ahouse;复数形式如

fivestudents,sixteachers,fourbikes,twohouses。而另一些不能直接以数计算,需要

用量词计算的名词,称为不可数名词,前面不能加不定冠词或其相应代词,也不能用于

复数形式,大多数物质名词和抽象名词属于不可数名词,一般没有复数形式。如:

　 Hegaveyousomeadvice.他给了你一些建议。(此句中advice为不可数名词)

　 Doyouliketravel? 你喜欢旅游吗? (此句中travel为不可数名词)

　 Mymotherisinverygoodhealth.我母亲身体很好。(此句中health为不可数名词)

要点2
① 有些复数名词用来指数量、数额时,谓语动词通常用单数形式。如:

Tenkilometersisalongwaytorun.10000米跑起来是很长的一段路。

Whereisthatonehundredyuan? 那100元钱在什么地方?

② 不可数名词作主语时,谓语动词要用单数形式。如:

Thereisneithermilknorbeerintherefrigerator.冰箱里既没有牛奶也没有啤酒。

Herhairisblack.她的头发是黑色的。

③ 很多词在汉语里是可数的,但在英语中却是不可数的,这时如果要表示“一个”
这类概念,就需要加apieceof这类定语,如:

apieceofpaper　一张纸　 　　apieceofadvice　一个建议

aloafofbread　一条面包 abarofsoap　一块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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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upoftea　一杯茶　　　　　abottleofink　一瓶墨水

这类词要变复数时,不可数名词本身不变,而变化其定语中的量词,如:

twopiecesofpaper　两张纸 threebarsofsoap　三块肥皂

fourcupsoftea　四杯茶 fivebottlesofink　五瓶墨水

二、规则的复数形式

1 一般在单数名词后直接加-s

book(书)— books　　　　　　car(小汽车)—cars
dog(狗)— dogs hat(帽子)— hats

girl(女孩)—girls job(工作)—jobs

page(页)— pages student(学生)—students
bottle(瓶子)— bottles
【读音规则】-s在清辅音(除/s/以外)后读/s/,在浊辅音(除/z/,/ʒ/,/dʒ/以外)及

元音后读/z/。

2 以s,x,ch,sh,z等结尾的名词,在词尾加-es

bus(公共汽车)— buses class(班级)—classes
kiss(吻)— kisses box(盒子)— boxes
dish(碟子)— dishes watch(手表)— watches
buzz(电铃声)— buzzes brush(刷子)— brushes
【读音规则】-es读/iz/。

3 辅音字母+y结尾的名词,改“y”为“i”,再加-es

baby(婴儿)— babies city(城市)—cities
duty(责任)— duties family(家庭)—families
country(国家)—countries lady(女士)—ladies
【读音规则】-ies读/iz/。

要点3
以元音字母+y的名词,直接加-s,如:

boy(男孩)— boys　　 　　　day(天)— days

play(戏剧)— plays toy(玩具)—toys
key(钥匙)— keys monkey(猴子)— monkeys
读音规则:-s读/z/。

4 以o结尾的名词,多数加-es

hero(英雄)— heroes potato(土豆)— potatoes
【读音规则】-es读/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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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4
① 以元音字母+o结尾的名词(包括以oo结尾的名词)只加-s,如:

bamboo(竹子)— bamboos　 　radio(收音机)—radios
zoo(动物园)—zoos
【读音规则】-s读/z/。

② 某些词只加-s,如:

kilo(千米)— kilos piano(钢琴)— pianos

photo(照片)— photos
【读音规则】-s读/z/。

③ 还有些以o结尾的名词,既可加-s,也可加-es,如:

cargo(货物)—cargos/cargoes　halo(光环)— halos/haloes
zero(零)—zeros/zeroes
【读音规则】-s或-es都读/z/。

5 以f或fe结尾的名词,一般改f或fe为v,再加-es

half(半)— halves life(生命)—lives
knife(刀)— knives wife(妻子)— wives
leaf(叶子)—leaves shelf(架子)—shelves
【读音规则】-ves读/vz/。

要点5
① 有些以f或fe结尾的名词可直接加-s,如:

roof(屋顶)—roofs　　 　　　chief(首领)—chiefs
belief(信念)— beliefs proof(证据)— proofs
safe(保险箱)—safes gulf(海湾)—gulfs
读音规则:-s读/s/。

② 还有个别以f或fe结尾的名词可改f或fe为v,再加-es,也可直接加-s,如:

beef(牛肉)— beefs/beeves
hoof(蹄)— hoofs/hooves
handkerchief(手帕)— handkerchiefs/handkerchieves

三、不规则的复数形式

1 改变单词本身的字母,成为复数形式

tooth(牙齿)—teeth foot(脚)—feet
man(男人)— men woman(女人)— women

goose(鹅)—geese mouse(老鼠)—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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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词尾加-en或-ren的复数形式

child(孩子)—children ox(公牛)—oxen

3 单复数同形

deer(鹿)— deer fish(鱼)—fish
sheep(绵羊)—sheep aircraft(航空器)—aircraft
means(手段)— means series(系列)—series

要点6
① 单复数同形名词包含民族名词,如:

Chinese(中国人)— Chinese　　　Portuguese(葡萄牙人)— Portuguese
Japanese(日本人)—Japanese Vietnamese(越南人)— Vietnamese
Swiss(瑞士人)—Swiss

② 重量单位pound和货币单位pound,以及长度单位foot用单复数同形或复数形

式均可,如:

Sheissixfoot/feettall.她有六英尺高。

Fourpound/poundsoforanges,please.我买四磅橘子。

③ 有一些数量名称也是单复数同形,如:

200headofcattle200头牛 twodozeneggs两打鸡蛋

threescoreyears60年 fourhundredbooks400本书

fivethousandstudents5000名学生

　　但其中数量名称dozen,score,hundred,thousand后可加-s,构成复数,再加

of构成固定词组,如:

　Ihavebeentheredozensoftimes.我已经去过那里几十次(好多次)了。

　 Mygrandmahaslivedinthevillagescoresofyears.我奶奶住在那村里好几十年了。

　 Hundredsofstudentsgatheredinthehall.成百上千个学生聚集在大厅里。

　 Thousandsofbuildingsfelldownintheearthquake.成千上万幢大楼在地震中

倒塌了。

4 外来语的复数形式

许多名词原来是外来词汇,特别是一些科学上的术语,仍沿用原来的复数形式,我
们可以将它们视为特殊变化的不规则复数形式加以记忆。但其中也有些已采用英语

词尾-s或-es,在口语中这种复数形式用得较多,如:

bureau(局,处)— bureaus/bureaux　　　　index(索引)—indexes/indices
datum (数据)— data/datums focus(焦点)—foci/focuses
crisis(危机)—crises basis(基础)— bases
maximum (最大量)— muxima/maximums thesis(论点,论文)—theses

phenomenon(现象)— phenomena

phenomenon(罕见的人或事)— phenomen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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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复合名词的复数形式

1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简单词构成的名词,将其中的主体名词变为复数

looker-on(旁观者)—lookers-on　father-in-law (公公,岳父)—fathers-in-law

passer-by(过路人)— passers-by stander-by(旁观者)—standers-by
2 如果没有主体名词,就在最后一个词上加上复数词尾

grown-up(成年人)—grown-ups
go-between(中间人)—go-betweens
boy-friend(男朋友)— boy-friends
story-teller(讲故事的人,小说家)—story-tellers

3 有些复合名词,前后两个词都用复数形式

manservant(男仆)— menservants
womanwriter(女作家)— womenwriters
gentleman-farmer(乡绅)—gentlemen-farmers
clergyman-poet(牧师诗人)—clergymen-poets

五、几个特殊复数形式

1 构成字母和数字的复数形式,通常在这个字母和数字的后面加-’s

Therearethreee’sintheword“believe”.在“believe”这个词中有三个e。

Mindyourp’sandq’s.谨慎行事。
再如:9—9’s　　765—765’s

2 缩略词之后一般只加-s来构成复数

Prof.(教授)— Profs.　　Dr.(博士)— Drs.　　M.P.(议员)— M.P.s

3 用字母代表度量衡单位的名称时,单复数形式不变,但在读说全名时有单复数之别

km.(千米)— kilometer(s) kg.(千克)— kilogram(s)

ft.(英尺)—foot/feet m.(英里)— mile(s)
中国制的度量衡单位译成英语时单复数形式和读音都不变,书面语常用斜体,如:

200yuan(元)　　　　30li(里)　　　　50mu(亩)

4 表示年代或年龄约数时,常用复数形式,其构成方法是在数字后直接加-s或-’s,也

可将数词变为复数

ShewasinBeijinginthe1980s.20世纪80年代她在北京。

Hismotherisnowinhermid-sixties.他母亲现在65岁左右。

六、名词单复数的某些习惯用法

1 集体名词的数

一般来说,集体名词只以单数形式出现,但有时也用作复数。

❶ 有些集体名词,如police(警察),people(人民),cattle(牛群),theyouth(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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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总是用作复数。如:

Thepoliceareinvestigatingthisincident.警方正在调查这一事件。(表示“一
个警察”时,可以用apoliceman/policewoman)

Therewerealotofpeopleinthesquare.广场上有很多人。(表示“一个人”
时,可以使用aperson)

Thecattlearegrazinginthefield.牛(群)正在牧场吃草。(表示“一头牛”时,
可以使用acow或anox)

❷ 有些集体名词有时作单数,有时作复数。当集体名词表示一个整体单位时,就
作单数,如:

Ourclassiscomposedof20boysand22girls.我们班由20个男生和22个女生组成。

Weareafamilyofsix.我们家有六口人。
当集体名词用来指集体的每个成员时则视为复数。作主语时,谓语动词

要用复数,如:

Thefamilyarehavingdinnertogether.全家一起吃晚餐。

Theteamareveryoptimistic.全队都很乐观。

❸ 有些 集 体 名 词 可 用 作 不 可 数 名 词,如 clothing(衣 服),furniture (家 具),

pottery(陶器),produce(农产品)。

2 专有名词多数作不可数名词,有时也可数,而且有复数形式

Frenchman(法国人)— Frenchmen
Communist(共产党员)—Communists
表示动物的名词一般为可数名词,如 dog (狗),cat(猫),elephant(大 象),

monkey(猴子),但有些可用于两类情况。

可数名词 achicken　鸡 aduck　鸭 afish　鱼

　不可数名词 chicken　鸡肉 duck　鸭肉 　fish　鱼(肉)

3 物质名词一般不可数

tea(茶),milk(牛奶),bread(面包),air(空气),但有些可用作可数名词,表示

特殊意义,如:anice-cream (一份冰激凌),alightrain(一阵小雨)。

4 由两个对应的部件组成的物品常用复数形式来表示

bellows(风箱)　　　binoculars(双筒望远镜)　　glasses(眼镜)

trousers(长裤) pants(短衬裤) shorts(短裤)

pajamas(睡衣裤) scissors(剪刀) scales(天平)

　这些词中有些也有单数形式,但它们只能用作定语,如:

aspectaclecase(一个眼镜盒)　　　apajamacord(一根睡衣带)

atrouserpocket(一个裤兜)

5 只有复数形式的名词

arms(武器)　　　　　　clothes(衣服)　　　　　　customs(海关)

effects(用品) earnings(收入) fireworks(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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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s(货物) headquarters(司令部) letters(文学)

manners(礼貌) quarters(居住区) savings(储蓄)

surroundings(环境) terms(条件)

6 有些名词虽以-s结尾,但不是复数

billiards(台球) dominoes(多米诺骨牌戏) economics(经济学)

linguistics(语言学) mathematics(数学) measles(麻疹)

news(新闻) politics(政治学)

7 有些名词具有可数与不可数两种性质,可数与不可数形式相同,意思不同

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 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

room 房间 room 空间 wood树林 wood木材

paper报纸,文件 paper纸 fish鱼,鱼类 fish鱼肉

light灯 light光线 fruit结果,成果 fruit水果

experience经历 experience经验,体验

第三节　名词的格

名词的格是指名词所具有的形式及其变化,表示名词在句中与其他词的关系。英

语中名词的格可分为三种:主格、宾格和所有格。

1 名词在句中作主语、表语和独立成分等时,用主格

Marycamehereyesterday.玛丽昨天来这儿了。

ThemanstandingthereisTom.站在那儿的男子是汤姆。

Comehere,Jim.过来,吉姆。

2 名词在句中作动词或介词的宾语时,是宾格

IknowTom.我认识汤姆。

ThatcarbelongstoHenry.那辆车是亨利的。

要点7
在句中,当名词用作主格和宾格时,它的词形不发生变化,因此,主格和宾格

又被统称为通格,如:

I’mdrivingacar.我在开车。

Thecarwassold.那辆车被卖了。

3 表示名词与名词之间的“所有”关系时,则是所有格,一般在句中作定语

Thesearemyfather’smagazines.这些是我父亲的杂志。
名词的主格和宾格形式在句中无变化,因此不作详谈,此节重点介绍名词的所有

格。英语名词的所有格根据其构成可分为三种:’s所有格、介词词组形式的of所有格

和双重所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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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词’s所有格

1 名词’s所有格的构成方法

❶ 单数名词后加’s,如:

Tom’sbike汤姆的自行车　　　　　　　theteacher’sbag老师的包

agentleman’swallet一位先生的钱包 myfather’sfriends我父亲的朋友们

❷ 在以-s或-es结尾的复数名词后加-’,如:

theworkers’school职工学校 thestudents’dining-room 学生食堂

thehousewives’club家庭主妇俱乐部 theboys’dorm 男生宿舍

❸ 在不以-s或-es结尾的复数名词后加-’s,如:

women’sdresses女士的衣服 　　　　Children’sDay儿童节

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　　　　men’sshoes男式鞋

❹ 在以-s结尾的专有名词后可加-’也可加-’s,如:

Keats’/Keats’spoems济慈的诗

Dickens’/Dickens’snovels狄更斯的小说

❺ 当名词由几个词组成时,所有格词尾加在最后一个词的后面,如:

hisfather-in-law’scompany他岳父的公司

thecommander-in-chief’sorder总司令的命令

作为一个整体的词组也在最后一个名词后加-’s,如:

HenryandJim’sroom 亨利和吉姆的房间

duringQueenVictoria’sreign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期间

要点8
① TomandMary’sfather表示“汤姆与玛丽的父亲

(两个人同一个父亲)”,father要用单数。

② Tom’sandMary’sfathers表示“汤姆的父亲和玛丽

的父亲(两个人各有自己的父亲)”,father要用复数。

2 名词’s所有格的使用

❶ 名词’s所有格主要用于有生命的东西的名词词尾,表示所属关系“谁的”,如:

Theteacher’shomeisnotfarawayfromourschool.那位老师的家离我们学

校不远。

ThatisMary’shandbag.那是玛丽的手提包。

Didyouhearthedog’sbarklastnight? 昨天夜里你听见狗叫声了吗?

❷ 在某些集体名词以及有些指时间、空间、度量、数量、价格、国家、政府、城镇等无

生命东西的名词后,也常用名词’s所有格形式,如:

Thecommittee’sdecisionistoappointhimchairman.委员会的决定是任命他

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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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haveatwentyminutes’walkaftersuppereveryday.让我们每天晚饭后

散步20分钟吧!

Weallapplaudthegovernment’snewpolicy.我们都为政府的新政策鼓掌喝彩。

Youcanreadthereportintoday’snewspaper.你可以在今天的报纸上看到那

篇报道。

❸ 在表示自然现象的名词后,用名词’s所有格形式,如:

thesun’slight阳光 themoon’sorbit月球的轨道

theearth’ssatellite地球的卫星

❹ 用于某些固定词组中,如:

atone’swits’end智穷才尽　　　　　toone’sheart’scontent使人心满意足

outofharm’sway安然无事地(的) atthedeath’sdoor生命垂危

keepsomebodyatarm’slength与某人保持距离,不亲近某人

2 名词’s所有格所修饰名词的省略形式

❶’s所有格所修饰的名词在上文已出现过,即可省略,如:

Thisismybook,andthatisTom’s.这是我的书,那是汤姆的。

That’snotMary’scar,buthersister’s.那不是玛丽的车,是她姐姐的。

❷’s所有格所修饰的名词,如指商店、某人的家、教堂、诊所、学校等时,名词可省略,如:

Shewentintoastationer’stobuysomeexercisebooksforherson.她走进文具

店去给她儿子买练习本。

Imethimatmyaunt’s.我在阿姨家遇见他。

You’vegotabadcold.Letmetakeyoutothedoctor’s.你感冒很厉害,我带你

去诊所吧。

TheyvisitedSt.Paul’syesterday.他们昨天参观了圣保罗大教堂。

HeisstudyingintheQueen’s.他正在女王学院学习。

二、名词of所有格

1 名词of所有格的构成方法

名词与名词的“所有”关系,除了前面提到的-’s所有格形式外,还可以用of短语来

表示,即“名词+of+名词”,如:thetopofthehill山顶。

2 名词of所有格的使用

❶ 表示无生命的事物和抽象概念的名词,通常用of所有格,如:thelegsofthe
table桌腿;thewindowsofthehouse房子的窗。

❷ 有时of所有格也可用于人,如:Thefatherofthechildrenisascientist.孩子

们的父亲是个科学家。

3 名词’s所有格与of所有格的互换使用

名词’s所有格和of所有格有时可以互换使用,如:

thearticle’stitle=thetitleofthearticle　　　　文章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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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kespeare’splays=theplaysofShakespeare 莎士比亚的戏剧

themother’svoice=thevoiceofthemother 母亲的嗓音

要点9
两种所有格的互换使用并不表示两者的用法可以等同,有时要注意两者的区别,如:

anoldwoman’sstory一个老妇人的故事(老太太讲自己的身世或其他故事)

thestoryofanoldwoman一个老妇人的故事(别人讲老太太的身世)

三、双重所有格

　　把’s所有格和of所有格结合起来使用的结构,叫做双重所有格,如:

Heisafriendofmyfather’s.他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

ThisisanovelofMr.Wang’s.这是王先生的一部小说。
当a,this,that,these,those,some,any,such,no,each,every,which,what,

several等词与名词所有格同时修饰一个名词时,要用双重所有格,如:

anyclassmateofMary’s玛丽的任何一位同学 (不能用anyMary’sclassmate)

severalbooksofmyfather’s我父亲的几本书 (不能用severalmyfather’sbooks)
双重所有格主要用来表示部分的概念或感情色彩,而且只能用于指人的名词,并

且是确定的对象,如:

HaveyoueverreadanovelofDickens’? 你读过狄更斯的小说吗?

ThislovelychildofTom’sisthecleverestchildinmyclass.汤姆的这个可爱的孩

子是我班上最聪明的。

要点10
① 双重所有格与of所有格有所不同,如:

Sheisafriendofmymother’s.她是我母亲的一

个朋友。(强调我母亲的朋友不止一个。)

Sheisafriendofmymother.她是我母亲的朋友。
(强调我母亲与她的朋友关系。)

② 当中心词是portrait,picture,painting,photograph,statue等词时,用双重所

有格来修饰,是指有关的人创作或收藏的画、照片、
肖像等,如果用of所有格来修饰,就是指他本人的

肖像、照片等,如:

ThisisapaintingofHenry’s.这 是 亨 利 画 的 一

幅画。

ThisisapaintingofHenry.这是亨利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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