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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语法是英语学习的重点，也是英语学习的难点。

当前，英语学习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已经普遍在小学

阶段开设了英语课程，部分儿童在幼儿园阶段就开始了英语学习。

我国小学生的英语整体水平今非昔比，同时英语考试的难度也越

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学生认识到只学习课本已经无法满足需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编写了《迪士尼·小学英语语法》

一书。全书有四大特色。

�. 图文并茂，趣味十足。传统的语法学习往往是枯燥的，让

孩子提不起兴趣，而本书独具匠心，配有大量精美的插图，可爱

的米妮、米奇、唐老鸭、高飞等形象时有出现，带领小朋友翱翔

语法世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相信这本让孩子爱不释手的好书，

一定会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

�. 内容全面，讲解科学。本书分两部分：前 15 章是基础篇，

以《中小学英语课程标准》为纲，融合众多版本教材内容，全面

覆盖了小学阶段的语法要点；后 5 章是提高篇，与初中阶段的学

习进行了衔接。本书讲解深入浅出，循序渐进，配有大量经典例句。

本书从基础到提高能有效满足不同地区、不同水平学生的学习	

需要。

�. 练习丰富，题型多样。学练结合，学以致用，以练习巩固所	

学。每章后面有专项练习，涵盖了单项选择、填空、改错、完成句子、

翻译等小学阶段各类考试的主要题型。这些练习题大多数精选自

小升初考试题或者初中新生分班考试题，权威经典，涵盖了小学

英语核心考点。

�. 方法得当，事半功倍。掌握了良好的学习方法，就可以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书总结了许多学习规律，对比辨析了容易

混淆的知识点，介绍了许多朗朗上口的记忆口诀，使小学生不仅

仅学习语法知识，同时也学习一些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

小学生具有很强的好奇心、记忆力和可塑性，学习语言的潜

力非常大。相信通过本书的学习，必能攻克语法学习的难关，既

能在各类考试中取得高分，又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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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基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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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❶章 名词
什么是名词？

名词就是所有事物的名称，是表示人物、动物、地点、事物及抽象概

念的词。

第一节  名词的种类

�. 名词按照词义可以分为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两大类
❶ 普通名词。

普通名词是某类人、事件、物体和抽象概念的名称。根据所指代物

体的特征，普通名词又可分为四类。

★个体名词：表示人或物体中可以数清的单个体。如：boy（男孩）、

cat（猫）、pen（钢笔）等。

★集体名词（即集合名词 )：表示由个体组成的集合体。如：class（班

级）、family（家庭）、people（人民）、police（警察）等。

★物质名词：表示构成物体物质的不可数名词，或表示无法分为个

体的物质的名词。如：air（空气）、snow（雪）、rice（大米）、water 
（水）、bread（面包）等。

★抽象名词：表示动作、状态、品质、情感等非具体化的抽象概念。

如：peace（和平）、love（爱）、honesty（诚实）等。 

❷ 专有名词。

专有名词是某些人、事物、机构、组织等特有的名称。主要包括：

人名、地名、国名、党派名称等。如：Mary（玛丽）、 Paris（巴黎）、

America（美国）、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中国共产党）等。

�. 名词按照形式可以分为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
❶ 可数名词。

个体名词和集体名词可以计算数量，属于可数名词。可数名词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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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和复数两种形式。如：

a boy, two boys, a pen, three pens, a class, many classes

❷ 不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不能计数，包括物质名词 (air, water, milk, snow 等 ) 及
抽象名词 (love, peace, honesty) 等。所以它通常只有单数形式。

第二节  可数名词的单、复数形式
 
可数名词有单数和复数两种形式。表示一个的，就是单数形式，表

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就要用复数形式。如：cup 杯子（单数形式），

three cups 三个杯子（复数形式）。

�. 名词单数变复数规则变化
❶ 一般情况在词尾加 s，浊辅音和元音后读 [z]，清辅音后读 [s]。
bag—bags, door—doors, bike—bikes

❷ 以 s，z，x，ch，sh结尾的词加 es，词尾读 [ɪz]。
bus—buses, quiz—quizzes（注意：quiz 的复数形式需双写词尾 z）
box—boxes, watch—watches, dish—dishes

❸ 以辅音字母加 y结尾的词变 y为 i, 加 es，词尾 ies读 [ɪz]。
baby—babies story— stories country—countries
注意：以元音字母加 y结尾的词直接加 s,	词尾读 [z]。

toy— toys monkey—monkeys key—keys

❹ 以 f或 fe结尾的词 , 变 f或 fe为 v, 加 es, 词尾 ves读 [vz]。
life— lives, wife—wives, shelf— shelves 
例外：beefs, chiefs, handkerchiefs, roofs, beliefs

❺ 以 o结尾的词。

以辅音加 o结尾的词加 es，potatoes, heroes, tomatoes；
以元音加 o 结尾的词加 s， zoos, radios。
例外：photos，pianos。

tomat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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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词单数变复数不规则变化
❶ 变元音字母 a,oo为 e,ee。
man—men, woman—women, foot— feet, tooth— teeth 

❷ 词尾加 en或 ren。
ox—oxen, child—children

❸ 单复数形式一样。

fish—fish, sheep— sheep, 
deer—deer, Chinese—Chinese 

❹ mouse—mice。
注意：有的名词通常只有复数形式

trousers（裤子），stairs（楼梯），glasses（眼镜）

  
  

第三节  不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没有复数形式，不能直接用数来计数。不可数名词的几种

用法如下。

�. 数词 + 量词 + of + 名词
不可数名词表示数量时，可以用量词来表达 ( 量词有复数形式 )，
其结构是数词 + 量词 + of + 名词。虽然不可数名词没有复数变化，

但量词超过一个时要加复数，如：a glass of milk, two bottles of 
water, three pieces of advice，four bowls of rice, five tons of wood。

�. 表示不定数量的不定代词修饰不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表示数量时，也可以用表示不定数量的不定代词来修饰。

常见的修饰不可数名词的不定代词主要有：any（一些），some（一

些），much（许多），a lot of（许多），a little（一点），little（几乎没有）。

�. 不可数名词在句子中常以单数形式出现
Air has no color and smell. 空气无色无味。

There is some milk in the glass. 杯子里有些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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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数名词没有复数变化，不能用不定冠词 a，an，但可用定冠词

the，也可不加冠词
Water is important. 水很重要。

�. 句子中涉及两类不可数名词时，谓语动词用复数形式
There are meat and bread in the kitchen. 厨房里有肉和面包。

第四节  名词的所有格
 
名词所有格表示某事物属于某些人的所属关系，指的是“（名词）……

的”，用名词 +’s 或名词 + of + 名词来表示。

�. 表示有生命物的名词的所有格
❶ 单数名词词尾加 ’s，复数名词如果词尾没有 s，也要加 ’s。
the boy’s shirt 男孩的衬衣  Lily’s dress 莉莉的裙子

the children’s toys 孩子们的玩具 women’s room 女厕所

❷ 若名词已有复数词尾 s，只加 ’。
the boys’ bags 男孩们的包

the students’ classroom 学生们的教室

❸ 表示几个人共有一样东西，只需在最后一个人的名字后加 ’s。如表

示各自所有，则需在各个名字后加 ’s。如：

This is Mary and Lily’s room. 这是玛丽和莉莉共有的房间。

These are Mary’s and Lily’s rooms. 这是玛丽和莉莉各自的房间。

�. 表示无生命物的名词所有格
❶ 如果名词是无生命的，使用名词 + of +名词的结构。

a map of China 一幅中国地图

the title of the article 文章的标题

a picture of Mary’s family 玛丽的全家福照片

❷ 有时 ’s结构可以转换成 of结构。

the father’s job → the job of the father 父亲的工作

the students’ homework → the homework of the students 学生们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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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有些表示时间、距离、国家、城市等无生命的名词，也可以加 ’s构

成所有格。

London’s weather 伦敦的天气 
tomorrow’s newspaper 明天的报纸

three hours’ driving 三小时的车程

�. 双重所有格
是由 ’s 所有格和 of 词组表示的所有格连用构成，用来表示“其中

之一”。

a friend of Tom’s = one of Tom’s friends 汤姆的一个朋友（汤姆很多

朋友中的一个）

学习小贴士

巧记口诀 �. 名词变复数 
单数变为复数时，加上“s”统言之。  
下列结尾名词后，要加“s”先加“e”： 
发音[∫][t∫][s] 和 [z]，或是辅音加“o”时。

有些名词变复数，词尾变化要注意：

“y”前字母是辅音，一律变“y”为“ie”；
遇到“f/fe”，有时需要变“ve”。 
少数名词不规则，特殊情况需硬记。

巧记口诀 �. 以 f(e) 结尾复数变 ve 的名词
妻子持刀去宰狼，小偷吓得发了慌；

躲在架后保己命，半片树叶遮目光。

注：wife（妻子），knife（小刀），wolf（狼），thief（小偷），shelf（架

子），self（自己），life（生命），half（一半），leaf（树叶），这

九个词变复数时，都是改 -f(e) 为 ve 再加 -s。由 self 构成的复

合词，其变化与 self 相同（如 myself → ourselves；yourself →
yourselves；himself，herself，itself →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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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项  练  习

一、单项选择

 1. I want some    .
 A. meats B. waters C. cakes D. breads
 2. How many     are there in the picture?
 A. animal B. animals C. the animal D. an animal
 3. I am 12     old.  
 A. years B. year C. / D. yeares
 4. Does it make a big     to your grades?
 A. difference B. different C. differences D. more different
 5. I would like    . 
 A. some banana B. eat some bananas C. some bananas eat D. some bananas
 6. Look at these    , they’re tall.
 A. pear trees B. pears trees C. pears tree D. pear’s
 7. Tom bought three    .  
 A. box of balls B. box of ball C. boxes of balls D. boxes of ball 
 8. —Would you like to have a drink?
 — Yes. Two    , please.
 A. cup of tea B. cups of tea C. cup of teas D. cups of teas
 9. There are     on the table.
 A. two bottles of milk  B. two bottles milk
 C. two bottles of milks D. two bottle of milk
10. All my     to my birthday party last night. 
 A. friends came B. friend came C. friends come D. friend come
11.     are her    .
 A. This, brother  B. these, brothers
 C. These, brother  D. These, brothers
12. —Are     here?
 —Yes, they     here. 
 A. all you friends, all are B. all your friends, are all
 C. your all friends, are all D. your all friends, all are
13. The baby can eat     for breakfast.
 A. two cup of yogurts  B. two slices of bread
 C. two glasses of milks D. two piece of bread
14. I’d like a cake     lots of    .
 A. have, strawberrys  B. has, strawber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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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for, strawberrys  D. with, strawberries
15. These are    . You can buy a pair for your mother. 
 A. woman sock  B. women sock
 C. women socks  D. woman socks

二、选择正确的单词形式，圈出正确的选项

1. Can you put those (fish, fishes) into the pool?
2.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new term, the teacher gave students three (advice, pieces of 

advice).
3. He was hungry, and had two bowls of (rice, rices).
4. Mother bought 3 (toys, toies) for her little girl this Christmas.
5. The coat is her (father’s, father’s coat).
6. We left (Smith, Smith’s) house at 9 p.m. last night.
7. You’d better not drink much (milk, milks) before bedtime.
8. There are only two (zoos, zooes) in this city.
9. This is (Jane and Kelly’s, Jane’s and Kelly’s) room.
10. They try to kill all the (mouse, mice) in the house.

三、将下列单词的复数形式变为单数形式

1. children      2. fish     3. wives     4. photos   
5. dishes     6. wolves    7. policewomen    8. lilies   
9. foxes    10. heroes    

四、将下列词组替换为 ’s,	s’ 的形式

1. the friend of Smith’s       
2. the boat of the fisher        
3. the wings of the birds       
4. the hands of the nurse       
5. the watch of Sandra       
6. the tail of the dog       
7. the secretary of the manager       
8. the bags of the women       
9. the toys of the kid       
10. the trousers of the boy       

the bags of Mi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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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❷章 冠词
什么是冠词？

冠词是用在名词前面的虚词，起到对该名词限制的作用。英语中的冠

词分为定冠词和不定冠词两种，不定冠词有两个：a和an，而定冠词

只有一个：the。冠词是虚词，离开了名词本身无意义，不能单独使

用。如：

a box 一个盒子   an egg 一个鸡蛋

the pretty dress  这条漂亮裙子

第一节  不定冠词

�. 不定冠词
不定冠词 a，an 只可用在可数名词单数前，意思是“一个”，在不少

情况下也译为“一”或 “每”。 a 用在以辅音音素开头的单词前，an
用在以元音音素开头的单词前。判断一个词是以元音开头还是以辅音

开头，不是根据字母，而是根据读音。如：

a bike 一辆自行车 a tiger 一只老虎

a boy 一个男孩 an eye 一只眼睛

an example 一个例子 an angry bird 一只愤怒的小鸟

�. 不定冠词（a, an）的用法
❶ 表示同一类人或物。

A dog has four legs. 狗有四条腿。

A cat likes fish. 猫喜欢吃鱼。

❷ 泛指一类名词中的某一个。

China is a big country. 中国是一个大国。

She is a student. 她是一名学生。

❸ 表示数量“一”，相当于 one。



�0

There are 4 seasons in a year. 一年有四季。

There are 60 minutes in an hour. 一小时等于 60 分钟。

❹ 用于习语中。

a lot of 很多   a bottle of 一瓶 
a piece of cake 轻而易举的事情；小菜一碟

a few 有些，几个   after a while 过了一会 , 不久 
as a result 结果   do a good job 干得好

fly a kite 放风筝   catch a cold 感冒

注意：

❶ 有些单词虽然首字母是元音字母，但发音却以辅音开头。

an user（×）   ——a user  （√）    一个用户

an yo-yo（×）  ——a yo-yo （√）   一个溜溜球

❷ 有些单词虽然首字母是辅音字母，但单词发音却以元音开头，这时

名词前要用 an。
a hour （×） ——an hour（√）  一个小时

a honest student（×） ——an honest student （√） 一个诚实的学生

第二节  定冠词

�. 定冠词
定冠词 the 通常对修饰的名词有指定作用，表示“这个，那个，这些，

那些”。

the girl ( 这个女孩 )  the bags ( 那些包 )

�. 定冠词的主要用法
❶ 特指某人或某物。

The man in white is my father. 那个穿白衣服的男人是我爸爸。

The red dress is mine. 那条红裙子是我的。

❷ 对于前文已经提到的人或物，再一次提到时用 the，表示特指。

There is a tree in front of our classroom. We often play games under 
the tree. 我们教室前面有一棵树。我们常常在这棵树下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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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a toy car. The car is a gift from my father.
我有一辆玩具小汽车。这辆小汽车是我爸爸送给我的礼物。

❸ 宇宙间独一无二的事物。

The Great Wall is a wonder. 长城是一个奇迹。

The earth goes round the sun. 地球绕着太阳运行。

❹ 某些形容词前，加定冠词，表示一类人。

the old 老人  the young 年轻人  the rich 富人  the poor 穷人

❺ 用于姓氏前表示一家人。

The Whites are watching TV. 怀特一家正在看电视。

The Jones went to the park yesterday. 琼斯一家昨天去了公园。

❻ 在序数词、形容词最高级及形容词 only, very, same等词前面。

May is the fifth month of a year. 五月是一年中的第五个月。

She is the tallest girl in our class. 她是我们班个子最高的女生。

Lily and my younger brother are at the same age. 莉莉和我弟弟同龄。

❼ 用于表示乐器的名词前。

I like playing the piano. 我喜欢弹钢琴。

He is good at playing the violin. 他擅长拉小提琴。

❽ 用于习语中。

go to the theatre 去看戏  go to the cinema 去看电影 
have the habit of 有……习惯 in the corner 在角落 
in the sky 在空中     in the sun 在阳光下

in the morning 早上  in the afternoon 下午

in the evening 晚上  in the future 将来

in the past 在过去    in the road 挡路

注意：1.	the 在元音前读 /ðiː/，在辅音前读 /ðə/。
如：the/ðiː/ orange the /ðə/ dog  
2. 冠词 the 和物主代词不能一起使用。

Mickey’s book was left in the his car. ×
Mickey’s book was left in his the car. ×╳

Mickey’s book was left in his car. √
Mickey’s book was left in the car. √
米奇的书落在了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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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零冠词

有时，在名词前面不用冠词，或者将冠词省略，这种情况叫作零冠词。

零冠词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 星期、月份、季节等名词前
We will have an exam on Monday. 我们将于周一考试。

He will graduate in June. 他将于六月份毕业。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 复数名词表示泛指，表示一类人或事物时，可不用冠词
Students should work hard. 学生应该刻苦学习。

Cats catch mice. 猫捉老鼠。

�. 在称呼、职业、官衔等名词前
Miss Green is my English teacher. 格林小姐是我的英语老师。

Doctor Smith is very good at his job. 史密斯医生医术高超。

President Obama will visit some countries. 奥巴马总统将出访几个国家。

其他：Mrs. House, Aunt Mary, Uncle Sam, Professor White 

�. 某些国名、人名等专有名词前
He will visit China next month. 他将于下个月去中国。

Alice likes English. 艾丽斯喜欢英语。 

�. 在抽象或物质名词等不可数名词前不使用冠词
Human can’t live without water. 人类离开水无法生存。

Attitude is everything.  态度决定一切。

�.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名词并用时
The snack bar serves hot dogs and French fries. 这家小吃店供应热狗

和薯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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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习惯用语中，表示特殊意义时
at home 在家 at table 吃饭 at school 上学

on foot 步行 by bike 骑自行车 by bus 乘公交车

at first 首先 at last 最后 at least 至少 

�. 在三餐、球类运动和娱乐运动的名词前
have breakfast/lunch/supper/dinner 吃早饭 / 午饭 / 晚饭 / 正餐

play football/basketball  踢足球 / 打篮球 play chess 下象棋

例外

名词前如有形容词，可加不定冠词：have a big dinner 吃一顿大餐

学习小贴士

巧记口诀 �：定冠词用法

特指双方熟悉，上文已经提及。世上独一无二，方位名词乐器。

某些专有名词，还有复数姓氏。序数词最高级，习惯用语要牢记。

巧记口诀 �：零冠词用法
下列情况应免冠，代词限定名词前；专有名词不可数，学科球类

三餐饭；复数名词表泛指，星期月份两节前；颜色语种和国名，

称呼习语及头衔。

注：两节指节日、季节。 

专  项  练  习

一、单项选择

 1. I have     uncle. He has     yo-yo.  
 A. an, an B. a, a C. an, a D. a, an
 2. Helen wants to be     actor or     singer in the future.
 A. a, a B. the, the C. a , an D. a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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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re there     trees behind the house? 
 A. a B. the C. much D. any
 4. Billy is     honest boy.  
 A.  a B. an C. / D. the
 5. I have     bag.      bag is pink.  
 A. a, The B. the, A C. a, An D. the, The
 6.  Look , there ’s      app le  t ree .      t r ee  i s  very  ta l l .  You can  see 

    cat under it.   
 A. an, A, the B. an, The, a C. a, The, a  D. a, the, the
 7. He can play     violin, but he can’t play     basketball.   
 A. the, the B. the, / C. /, the D. /, /
 8.  A f t e r  s c h o o l  w e  u s u a l l y  p l a y      s o c c e r  f o r  h a l f      h o u r  o n  

    sports ground.  
 A. /, an, the B. the, a, the C. /, a, / D. the, an, a
 9.  The re ’s      app le  t r ee  i n  ou r  ga rden .  Unde r      t r e e ,  t he r e  i s  

    young man.  
 A. a, the, a  B. an, the, the
 C. an, the, a  D. the, the, a
10. The teacher and     students talk in English     class. 
 A.the, in the B. a, in C. a, in the D. /, in the 
11. When Linda was a child, her mother always let her have     bed.   
 A. the breakfast in  B. the breakfast in the
 C. breakfast in    D. breakfast in the
12. After watching     TV, she played     violin for an hour.  
 A. /，/ B. the, the C. the, /  D. /，the    
13. —What colour is     orange?    
 — It’s     orange.   
 A. an, an B. an, the C. an, / D. /, an 
14.  —Where’s     nearest supermarket?  
 — It’s over there, just around the corner.  
 A. a B. an C. the D. / 
15.  Tom owns     larger collection of     books than any other student in our 

class.  
 A. the, / B. a, / C. a, the D. /, the
16.  On     news today, there were     reports of heavy snow in that area. 
 A. the, the B. the, / C. /, / D. /, the
17. I read     story. It is     interesting story.  
 A. a, an B. a, a C. the, the D. /,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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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Who is     better, Li Ping or Wang Dong?  
 A. the B. a C. an D. /
19. There’s     “u” and     “s” in     word “use”.   
 A. an, a, the B. a, an, / C. a, a, a D. a, an, the 
20.     girl over there is     English teacher.  
 A. The, an B. A, /  C. The, / D. A, a
21. Maths is     useful subject. You can’t drop it , I think. 
　　A. an B. a C. the D. /
22.Tom is     kind boy. All     students love him.  
　　A. a, / B. a, the C. an , / D. an, the
23. Monday is my     day.   
 A. the busiest B. busy C. busier D. busiest
24. He like     sports, such as football, basketball and so on.  
 A. / B. a  C. the  D. an
25. Tuesday is     third day of the week.   
 A. the B. / C. a D. an
26.  Yesterday his mother bought     piano and     basketball in that big shop.  
 A. the, a B. a, a C. /, / D. some, two
27.     Zhouzhuang is     old town with     long history.
 A. The, an, a B. /, a, a C. /, an, a D. The, an, /
28.  There is     “h”,     “o”,     “u”, and     “r” in the word “hour”.  
 A. an, an, a, an  B. a, an, a, a
 C. a, an, an, a  D. an, an, an, an
29. His name is     Robert. He is at     school.
 A. the, the B. /, / C. the, a D. /, the
30. We want to take     break for     while.
 A. a, a B. a, the C. /, a D. the, a

二、用冠词“a”，“an”，“the”填空。若不填，则用“/”表示

1. Helen is playing     guitar.    
2. Mike is playing     basketball.
3. We can have     outing in     autumn.  
4.  After school we usually play     soccer for half     hour on     sports 

ground.
5. — It is     ruler.  
   — It is not     eraser.
6. My mother has     air-conditioner.  
7.  I am playing     trumpet（喇叭），but my brother is playing     foot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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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iss Wang is     English teacher.      
9. He can have     ice cream. 
10. He bought     useful book yesterday． 

三、翻译下列短语。	

1. 踢足球  　　　　　　　   
2. 做游戏  　　　　　　　   
3. 弹吉他 　　　　　　　   
4. 弹钢琴  　　　　　　　   
5. 听收音机  　　　　　　   
6. 在晚上  　　　　　　　   
7. 做蛋糕  　　　　　　　   
8. 感冒  　　　　　　　　   
9. 看一看  　　　　　　　   
10. 有一个好主意  　　　    

四、改错

1. She study in the Xiang Yang school.            
2. They go fishing once the week.          
3. Can you tell me who a boy is on the bike?        
4. When do you usually go to the bed?          
5. An earth is round.              
6. In afternoon, I often go home after school.         
7. Mary is a oldest girl in the class.         
8. The Smiths live on fourth floor.          
9. He bought the piano for her.             
10. Lily looks a same as Lu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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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❸章 代词
什么是代词？

代词是代替名词以及代替起名词作用的短语、分句和句子的词。例如：

—Mary, is that man your father? 玛丽，那位男士是你父亲吗？

—No, he isn’t. 不，他不是。（he 代替 that man)
That’s his watch. Give it to him, please. 那是他的手表。请交给他。（it
代替 his watch）

代词大体可分为六种：人称代词、物主代词、反身代词、指示代词、

疑问代词、不定代词。

第一节  人称代词

人称代词是为了避免重复，用来代替前面提到过的人、事物的名称的

词，包括主格：you, I, he, she, we, they, it，即你、我、他、她、我们、

他们（她们、它们）和它。 宾格：you, me, him, her, us, them, it。

人称
单数 复数

主格 宾格 主格 宾格

第一人称 I me we us
第二人称 you you you you

第三人称

he him
they themshe her

it it

人称代词的用法

�. 人称代词的主格和宾格在句子中的用法
❶ 人称代词的主格在句中作主语。

I like flowers, but he doesn’t. 我喜欢鲜花，但他不喜欢。

You are very smart. 你很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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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often help the old man. 他们经常帮助那位老人。

❷ 人称代词的宾格在句子中作宾语。

All were late except him. (him 作介词 except 的宾语）除了他，其

他人都迟到了。

The box is too heavy. Please let me help you. (me 作动词 let 的宾语）

箱子太重了，让我来帮你吧。

�. it 的基本用法
❶ 替代前面提到的事物或东西。

I read a story this morning. It is very funny. 今天上午我读了一个故

事，这个故事非常有趣。

❷ 替代不知是男孩还是女孩的婴儿。

Loot at that cute baby! Is it a boy or a girl? 看那个可爱的婴儿！是

个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啊？

❸ 替代动物。

A dog is near the bed. It’s sleeping. 床边有条狗。它在睡觉。

❹ 替代不确定的人或事物 (常用在电话、应门时 )。
—Who’s it? 是谁啊？

— It’s Mary. 玛丽。

❺ 用来表示时间、距离、天气、时令、季节以及自然现象。

It is snowing. 下雪了。

—What time is it? 几点了？

— It’s ten in the morning. 上午十点。

It’s three miles from my home to the school. 我家离学校 3 英里。

�. 人称代词的排列顺序
单数时，一般按你、他 / 她、我人称排序

You, she and I are classmates. 你、我和她是同班同学。

复数时，一般按我们、你们、他们 / 她们人称排序

We, you and they are good friends. 我们、你们和他们都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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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物主代词

物主代词是表示所属关系的代词。物主代词分为形容词性物主代词和

名词性物主代词。

       数
人称

类别

单数 复数

第一

人称

第二

人称
第三人称

第一

人称

第二

人称

第三

人称

形容词性

物主代词
my your his her its our your their

名词性物

主代词
mine yours his hers its ours yours theirs

中文 我的 你的 他的 她的 它的 我们的 你们的
他（她、

它）们的

物主代词的用法

�. 形容词性物主代词
形容词性物主代词作定语，不可以单独使用，后面要跟一个名词。

This is my good friend. Her name is Mary. 这是我的好朋友。她的名

字叫玛丽。

These are their bananas. 这是他们的香蕉。

�. 名词性物主代词
名词性物主代词具有名词性，在句子中可以作主语、宾语和表语。

它们可以单独使用，相当于“形容词性物主代词 + 名词”。

This is our classroom. Yours is next to ours. （yours = your classroom 作

主语；ours = our classroom 作宾语）这是我们的教室，你们的在隔壁。

The coat on the wall isn’t Kate’s. It’s mine. (mine = my coat 作表语 )
挂在墙上的这件外套不是凯特的，是我的。

第三节  反身代词

“我自己，你自己，他自己，我们自己，你们自己和他们自己”等一

类的代词称为“反身代词”，如：myself, yourself, himself, he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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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selves, themselves。

反身代词的用法

�.  在句子中作主语或宾语的同位语，用来加强语气，意为“本人”或“亲
自”之类
The king himself answered the question. 国王本人回答了这个问题。

The guest was met by my father himself. 客人是由我父亲亲自接待的。

�. 作宾语或表语
He often regards himself as a singer. 他常常自视为歌手。

I’m not myself today. 我今天心神不宁。

第四节  指示代词

指示代词指的是“这个，那个，这些，那些”等提示人或物的代词。

指示代词有 this, that, these, those。
This is my book. 这是我的书。

That is his desk. 那是他的课桌。

This dress is hers. 这条裙子是她的。

I want these, not those. 我要这些，不要那些。

�. 有单数和复数两种形式
单数：this  that
复数：these  those 

�. 指示代词的用法区别
this/these 指空间上较近的事物；意为“这个，这些”。

that/those 指空间上较远的事物；意为“那个，那些”。

This is my apple. 这是我的苹果。

These are our apples. 这些是我们的苹果。

That is your apple. 那是你的苹果。

Those are your apples. 那些是你们的苹果。

This is my bag.




	第一部分基础篇
	第二部分提高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