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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考试中,无论是做单项填空、完形填空、阅读理解,还是书面

表达,你都会遇到或使用英语短语.而面对一些结构复杂的长

难句更让某些学生头疼不已.如果对常用短语和句型有着深刻

的了解和准确的记忆,你的英语水平就会比别人胜出一筹.
为了使你胜出一筹,我们编写了«一认真你就记住了:中考

英语短语＋句型速记手册»一书.你可以在平时便着手训练,也
可以在考前突击使用该书.本书可以帮助你:

一、分配时间.编者将常用短语和句型划分为１２天.每

天一个部分,记忆量不大,记忆效果最佳.
二、抓住重点.根据中考考纲要求,本书囊括初中英语常

用短语１２００条、必考句型８０例,先用星号标出了需着重掌握的

内容,再对重点短语及句型进行详解,直击考点.
三、科学记忆.编者将同义、近义、反义短语汇编在一起,

设置“用法、辨析、例句、真题”等知识链接,让你所学更全面、记
忆更科学.

四、提高效率.本书每天安排１００条短语＋１类句型,读者

可先浏览每天的短语和句型列表,发现薄弱点,快速锁定学习目

标,并重点记忆“直击考点”板块的内容,从而达到１２天

快速突破初中必考短语＋句型的目标.
此外,本书每天都设有“名言佳句”一栏.这些名句

均含有所讲解的重点句型,让你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再
多积累一些有助于阅读写作能力的语料库.

本书特别适合学生随身携带,随时随地轻松学习.
亲爱的小读者,开卷有益,记忆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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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第一部分　短语

浏览下列短语,找出还不熟悉的,在方框里做标记。

□１．abasinof
□２．abasketof
□３．abit(of)

□４．abottleof
□５．acopyof
□６．acoupleof
□７．afew
□８．agoodidea
□９．agreat/gooddeal(of)

□１０．agroupof
□１１．akindof
□１２．alittle
□１３．alotof/lotsof
□１４．amapof
□１５．amatterof
□１６．amomentago
□１７．anumberof
□１８．apairof
□１９．apieceof
□２０．aseriesof
□２１．asetof
□２２．atypeof

□２３．avarietyof
□２４．awasteof
□２５．accordingto
□２６．accountfor
□２７．addupto
□２８．afterawhile
□２９．afterall
□３０．afterclass
□３１．afterschool
□３２．againandagain
□３３．agreeon
□３４．agreetodosth．
□３５．agreewithsb．
□３６．aheadof
□３７．aheadoftime
□３８．allatonce
□３９．allbyoneself
□４０．alldaylong
□４１．allkindsof
□４２．allout
□４３．allover
□４４．allright

注:星号标注的均为各地中考考纲中的必考短语.



２２　　　　　　　　

□４５．allround
□４６．allthesame
□４７．allthetime
□４８．alltheway
□４９．almostayear
□５０．along/togetherwith
□５１．andsoon/forth
□５２．andthen
□５３．anythingbut
□５４．apologizetosb．forsth．
□５５．aroundtheclock
□５６．arriveat
□５７．arriveat/inaplace
□５８．asamatteroffact
□５９．asaresult
□６０．asarule
□６１．asfaras/sofaras
□６２．asfollows
□６３．asfor
□６４．asif/though
□６５．aslongas/solongas
□６６．assoonas
□６７．asusual
□６８．aswell
□６９．aswellas
□７０．as．．．as
□７１．as．．．aspossible
□７２．asidefrom
□７３．askfor

□７４．askforleave
□７５．at(the)best/worst
□７６．ataloss
□７７．atallcosts
□７８．atallevents
□７９．atall
□８０．atanyrate
□８１．atbreakfast/lunch/

supper
□８２．atfirst
□８３．atfirstsight
□８４．athand
□８５．atheart
□８６．athome
□８７．atintervals
□８８．atlarge
□８９．atlast
□９０．atleast
□９１．atlength
□９２．atmidnight
□９３．atmost
□９４．atnight
□９５．atnotime
□９６．atnoon
□９７．atonce
□９８．atonetime
□９９．atpresent
□１００．atrandom

一认真你就记住了：
中考英语短语＋句型速记手册



３３　　　　　　　　

第二部分　句型

浏览下列句型，不理解的在方框里做标记。

基本句型(Ⅰ)

□１．主语＋谓语(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Theworkerandwriterhascome．那位工人兼作家已经

来了.

□２．主语＋谓语(复数形式)

Weeachhavealotworktodo．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工

作要做.

□３．主语＋谓语(单、复数形式视情况而定)

WhenIcamein,hisfamilywerewatchingTV．我进来

时,他的家人正在看电视.

□４．主语＋谓语(终止性动词)

Afirebrokeoutinthehospital．医院发生了一起火灾.

□５．主语＋连系动词＋表语

Thisappletastesverysweet．这个苹果很甜.

Day１



４４　　　　　　　　

直击考点

▼第一部分　短语

3 a bit (of) 有点,少量

abit常可修饰形容词、副词的原级及其比较级.abitof
常修饰不可数名词.

IwasabitnervouswhenIbegantoanswerthequestion．
当开始回答问题时,我有点紧张.

Tomhasabitofmoney．汤姆有一点儿钱.

abit修饰形容词、副词的原级、比较级时可与alittle互

换,还可以写为alittlebit.

7 a few 一些,少量

afew后面加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意思是“一些”,强调

“有”,表示 肯 定 意 义 (如 果 是 不 可 数 名 词 的 话 要 用 a
little).
但是单独拿出一个few 前面没有a,那么意思就是“几乎

没有”,表示半否定意义(同上,不可数名词要用little).
而afewof的of后面往往要加特定的物品,表示物品中

的一些.如:afewapples意思是“一些苹果”,afewof
apples则意为“(苹果中的)一部分苹果”.

IhavesomeAmericanfriends．Afewofthemaregoing
tocometomybirthdayparty．我有一些美国朋友.其中

一些将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
—IsyourfriendMichaelstillinAustralia?
—Idontknow．Ihave informationabouthim
because we haventseen each otherfor

years．(湖北随州)

A．alittle;afew　　　　　B．little;afew

一认真你就记住了：
中考英语短语＋句型速记手册



５５　　　　　　　　

C．afew;alittle D．few;alittle
答案:B

12 a little 一点,稍,一些,少许

little/alittle用来修饰不可数名词:little表示否定意思,
“没有,几乎没有”,alittle表示肯定意思,“有一点儿”.
而alittleof后接不可数名词,作主语时谓语动词用单数

形式.此外,alittle与little也可以用作副词,修饰形容

词、副词的原形或比较级形式,表示“有点,稍稍,很少”.

Thereislittleinkinmybottle,canyougivemealittle
ink? 我的瓶子里没有墨水了,你能给我点儿墨水吗?

Thereisalittleofmilkintheglass．杯子里有点牛奶.

Thisbookisalittlemoredifficultthanthatone．这本书

比那本稍难一点儿.

notalittle意为“许多,大量的”,notabit意为“一点儿也

不,丝毫不”.

Afterawholedayswork,Idontfeelalittletired．经过

一天的劳作,现在我感到非常疲惫.

Shesnotabithappy．她一点儿也不快乐.

17 a number of 一些,许多

alarge/great/goodnumberof
large/great/goodnumbersof
thenumberof和anumberof后均接名词复数.但当所

构成的短语作主语时,thenumberof．．．后谓语动词用单

数,anumberof．．．后谓语动词用复数.
—What thenumberofthestudentsinyour
school?

—Abouttwothousand．A numberofthem
fromthecountryside．(山东泰安)

Day１



６６　　　　　　　　

　 　　　　　　　　 　　　　 　　　　A．is;are B．is;is C．are;is D．are;are
答案:A

23 a variety of 种种,各种

varietiesof
Avarietyoffoodissoldatasupermarket．超市里各式各

样的食物均有出售.

Allvarietiesofgoodsfordailyuseareavailable．日用百

货一应俱全.

29 after all 毕竟,终究

Dontaskhimtostudytoolateintothenight． ,

heisonlyasmallchild．(山东聊城)

A．Asaresult B．Afterall
C．Bestofall D．Forexample
答案:B

35 agree with sb. 同意(所说的话等)

agreetodosth．表示“同意做某事”,agreewith的意思是

“赞同某人的意见,与一致”,with后常接sb．,也可接

表示意见、看法的名词或从句.

Weagreedtoleaveatonce．我们同意马上离开.

Idontagreewithyou．我不同意你所说的.

Weagreedwithwhathesaidatthemeeting．我们赞同他

在会上讲的话.
—Thesummerholidayisontheway．Wellhavemore
freedom．

— ．Butweshouldlearntomanageourselves．
(山西)

A．Idloveto
B．Iagreewithyou

一认真你就记住了：
中考英语短语＋句型速记手册



７７　　　　　　　　

C．ImafraidIwont
答案:B

44 all right 行,可以,顺利,良好

allright表示同意对方所提出的建议,意为“好,行”.

Thatsallright表示“不客气,没关系”.Imallright表

示“我身体很好”.Thatsright表示同意对方的观点、看
法,意为“对,正确”.
—Willyouopenthedoor?
— ．(山东枣庄)

A．Allright 　B．Thatsright
C．Thatsallright 　D．Quiteright
答案:A

46 all the same 仍然,照样地

—ImsorryIcanthelpyou．
— ．(辽宁鞍山)

A．Mypleasure
B．Allright
C．Thankyouallthesame
D．Imsorrytohearthat
答案:C

50 along/together with 与一起

along/togetherwith连接两个主语时,谓语动词与第一

个主语在人称和数方面保持一致.
—WhereisMr．Wang?
—Hetogether with hisstudents Zhuyuwan

Park．(江苏扬州)

A．hasgoneto 　B．havegoneto
C．hasbeento 　D．havebeento

Day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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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59 as a result 结果

inconsequence,bychance
Asaresult,costswillbereducedbyasmuchas９０％．因
此,成本将会降低９０％之多.

63 as for 至于,关于,就方面说

asregards,asto,inconnectionwith/to
Asforyou,yououghttobeashamedofyourself．至于

你,你应该感到惭愧.

66 as soon as 一就

IllgotovisitmyauntinEngland thesummer
holidaysstart．(重庆)

A．while B．since C．until D．assoonas
答案:D

69 as well as 和一样好,既又,不但而且,也

aswellas表示“和一样好”,其中的 well是副词,故
该短语用作状语.另,aswellas还可以表示“既又,
不但而且,也”,如果连接句子的两个主语,谓语动词

与第一个主语在人称和数方面保持一致.

HelenaswellasIiseagertoseetheperformance．海伦

和我一样急于要看演出.

Liu Yingisgoodatsinging．Shesings the
famoussinger,CoCo．(广西玉林)

A．aswellas B．asgoodas
C．asbetteras D．asthebestas
答案:A

一认真你就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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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aside from 除以外,此外

asidefrom 可以表示“除之外(别无)”,也可表示“除
之外(还有)”.

Asidefromoursontherewasnochildhere．除了我们的

儿子外,这里没有别的孩子.

Asidefrombeingfunandgoodexercise,swimmingisa
veryusefulskill．除了作为一项乐趣和有益的体育锻炼

外,游泳还是一门很实用的技能.

79 at all 完全,根本

atall常用在否定句中.notatall用在口语中表示“一点

儿也不,不客气”.
—Wouldyoumindturningdownthemusic?
— ．(浙江宁波)

A．Notatall B．Nevermind
C．Yes,Iwill D．No,Idontmind
答案:A

82 at first 起先,首先

, the Internet was only used by the

government．Butnowitswidelyusedineveryfield．
(山东德州)

A．Asusual B．Atfirst
C．Afterall D．Sofar
答案:B

86 at home 在家,在国内,自在,自如

该短语在用作“自在,自如”时,可构成短语 makeoneself
athome,意为“随便,别拘束”.

Takeaseat,please．Makeyourselfathome．请坐.随便

Day１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