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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是一种国际语言，是当今世界各

国交流活动中应用最为普遍的文字，学好英语

对于广大青少年的未来发展，对他们今后求学、求

职、从业等各方面，都至为重要。而要把英语学得好，

首先必须打下坚实的语法基础，掌握英语遣词造句的基本规

律，为听、说、读、写铺平道路，最终达到一流的英语能力。

本书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最新中学英语教学大纲，按照新课标的

要求，在深入研究现行使用的初中英语教材和近年来各地的中考试

题的基础上，分专题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初中英语语法知识。

本书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一、 [系统性] 初中英语所涉及的语法知识和词法知识，在

本书中都得到了系统而详细的讲解、例示。

二、 [实用性] 对于初中英语教材中的重点和难点，诸如某些

疑难句型、习惯搭配、易错易混的词或短语等，通过比较和正误

辨析等方式，给予了特别的点拨，以使学生们能透彻地掌握。

三、 [前瞻性] 考虑到国家对初中生英语水平的要求会越来

越高，同时也考虑到学生们课外学习和教师教学的需要，我们

在书中还对某些知识要点和语言现象作了适当超前的扩充和拓

宽，并对中考的常见考点作了重点处理，以便于广大初中学生

扩大知识面，做到游刃有余。

四、 [经典考题] 大都是各省市近年来中考全真试题，具有

信度和深度，通过专项自学自测，可巩固所学知识统一点，熟

悉各种考点和题型，为获取中考高分而作好充分准备。

希望本书能帮助初中学生打下扎实而系统的英语语法基

础，在此为他们未来的人生之路送上一份祝福。同时，感谢参

与本书编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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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广联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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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强大初中英语语法必备

提  示

 an eye [aI] 一只眼睛

 an English book ['IŋɡlIʃ] 一本英语书  

 an uncle ['ʌnkl] 一位叔叔

 A little boy wrote     “u” and     “o” on the wall.

 A. a; an B. an; a C. an; an D. a; a
	 [答案]	A。一个小男孩在墙上写了一个“u”和一个“o”。

不定冠词的用法  3

 3-1 表示“一，一个”，用在单数可数名词前

 There is a picture on the wall. 墙上有一幅图画。

 He has an apple in his hand. 他手里拿着一个苹果。

a/an 虽表示“一个”，但不强调数量，而是强调类别；one 则强

调数量。

  I bought a computer. 我买了一台电脑。( 不是收音机和电视机 )

 I bought one computer. 我买了一台电脑。( 不是两台 )

  3-2  表示一类人或物，指同类中的任何一个，a或an不必翻译

  Even a child can answer this question. 就是小孩子也能回答这个问题。

 An elephant is stronger than a horse. 大象比马力气大。

 3-3 第一次提到某人或某物
第一次提到某人或某物时，用不定冠词 a 或 an，起介绍作用。

 A girl wants to see you. 一位姑娘要见你。

 3-4 表示身份、职业
 不定冠词用于单数名词前表示身份、职业，尤其用在作表语或补足

语的名词前。

  She is a high school teacher. Her name is Li Fang. 她是一位中

学教师，名叫李芳。

 The Whites wanted their daughter to be a musician. 怀特夫妇想

要他们的女儿成为音乐家。

 3-5 用于专有名词前，表示不认识某人

 A Zhang called you just now. 一位姓张的刚才给你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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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Mr. Smith wanted to see you. 有位史密斯先生想要见你。

 3-6 表示“每一”
 不定冠词用在表示数量、长度、时间、速度、价格等的计数单位的

名词前时，表示“每一”，相当于 every。

 We have three meals a day. 我们每天吃 3 顿饭。

 They met each other once a month. 他们每月会面一次。

 3-7 用于人名前，表示“某一，一位”

  A Mrs. Smith wishes to speak to you. 有一位史密斯夫人想同你说话。

 3-8 用于两件一套东西的某一件之前

 a cup and saucer 一套杯碟 

 a knife and fork 一副刀叉

 a bucket and spade ( 一套 ) 桶和铲

 3-9 用于某些结构中

 such a ＋单数可数名词  quite a ＋单数可数名词

 It is such a fine day. 多么晴朗的一天。

 He is quite an honest man. 他是个非常诚实的人。

 3-10 用于某些惯用短语中

 have a cold 患感冒  have a try 试一下

 have a rest 休息一下　    have a good time 玩得高兴

 3-11 不定冠词与so, as, too, how等连用时的位置
 如果修饰名词的形容词前有 so, as, too, how 等副词，不定冠词一般

放在形容词和名词之间。

 He is as clever a boy as Tom. 他是像汤姆一样聪明的孩子。

 It is so high a wall that we can’t climb it.  这堵墙非常高，我们爬不上去。

 How beautiful a bird it is!  这是一只多漂亮的鸟啊！

 It is too wide a river for me to swim across.  这条河太宽，我游

不过去。

定冠词the的用法  4

 4-1 表示特指的人或物

 Please hand me the key on the desk. 请把桌上的钥匙递给我。

 The girl in red is his sister. 穿红色衣服的那个女孩是他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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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方位词成对使用构成平行结构时，不用定冠词。

 The river is two thousand kilometers long from west to 
east. 这条河自西向东 2000 公里长。

 4-6 用在形容词最高级前
  Summer is the hottest season of the year. 夏天是一年中最炎热

的季节。

 4-7 用在序数词等前

 定冠词用在序数词前，也用在表示序列的 next, last 等前，还用在表

示“同一”或“唯一”等的词前。

  The first man to land on the moon is an American. 第一个登上

月球的人是美国人。

  She was the fifth to climb to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她是第 5
个到达山顶的人。

a“the ＋序数词”表示“第几……”，“a/an ＋序数词”表示“又

一，再一”。

 He bought a second pair of shoes. 他又买了一双鞋。

b  序数词用作状语或表语时，前面不加定冠词。

 乔治第一个到。
George arrived first.
＝ George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arrive.

 4-8 用在单数名词前表示一类人或物，强调整个类别

 The orange is a kind of fruit. 橘子是一种水果。

 4-9 用在乐器名词前，表示演奏

 She can play the piano. 她会弹钢琴。

  4-10 用在江河、海洋、湖泊、群岛、山脉、沙漠等专有名称前
 the Yangtze River 长江　　   the Himalayas 喜马拉雅山

 the Red Sea 红海     the Nile 尼罗河

  	 例外的情况：Mount	Tai	泰山

 4-11 用在由普通名词和另外一些词构成的专有名词前

 the Great Wall 长城   the North Pole 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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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the People’s Daily   《人民日报》

 	 例外的情况：China	Daily	《中国日报》

 4-12 用在某些形容词前，表示一类人或物或某种抽象概念

 the old 老年人　　　　the young 年轻人

 the happy 幸福的人

 4-13 用在姓氏的复数形式前，表示全家人或这一姓的夫妇俩

  The Greens will move to the country. 格林一家要搬到乡下去。

 4-14 用在表示计算单位的名词前，含有“每，每一”的意思

 Jim is paid by the hour. 吉姆的工资按小时付。

 Eggs are sold by the kilogram. 鸡蛋按千克出售。

 4-15 用在前面已提到过的人的身体部位或衣着的名词前

 动词 (hit, pull, pat, strike, catch, hold, take) ＋ sb. ＋介词 (in, on, 

by, across) ＋ the ＋身体部位或衣着

 She touched him on the shoulder. 她碰了碰他的肩。

 He took the girl by the hand. 他拉着小女孩的手。

她拍了拍那男孩的头。

     She patted the boy on his head. （误）（本结构中身体部位或衣着   

 前不用物主代词）

   She patted the boy on the head. （正）

  4-16 用在逢十的复数数词前，表示年代，也指人的大约岁数

  The war broke out in the forties. 那场战争发生在 40 年代。

 He went abroad in the 1980s. 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出国的。

 The old man is in the seventies. 这位老人七十几岁。

 4-17 用在表示自然现象的名词前

  Don’t stand in the rain. 不要站在雨中。

 The wind blew down the trees. 风把树刮倒了。

a  这类名词前有形容词修饰时，可用不定冠词，表示“一场，一阵，

一种”等。

 There was a heavy rain last night. 昨晚下了一场大雨。

b  这类名词表示一般物质时，不用冠词。

 Rain falls in summer; snow falls in winter. 夏天下雨，冬天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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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the number of 和a number of

 the number of 表示“……的数量，……的数目”，作主语时谓语动

词用单数 ；a number of 意为“许多，大量”，相当于 a lot of，作主语

时谓语动词用复数。

 The number of deaths this year is 25. 今年的死亡人数是 25 人。

  A number of people have recently left the company. 最近有许多

人离开了这家公司。

  ________the teachers in their school is about 100 and one 

fourth of them are ________ teachers.

 A. A number of; women   B. A number of; woman

 C. The number of; women D. The number of; woman
	 [答案]	C。他们学校的教师人数大约是100，其中四分之一是女教师。

 4-19 用在某些习惯用语中

 in the sky 在空中 in the country 在乡间

 in the dark 在暗处 in the sun 在阳光下

 4-20 定冠词的位置

  定冠词与 both, all, half, double 等词连用修饰名词时，定冠词要放

在这些名词之后。

 Both the girls are from Grade 3. 这两个女孩都是 3 年级的。

	定冠词与表示分数、倍数的词连用时，要放在这些词之后。

  This table is three times the size of that one. 这张桌子是那张桌

子的 3 倍大。( 比……大 2 倍 )

名词前不用冠词的情况(零冠词) 5

 5-1 专有名词前不用冠词

 专有名词前不用定冠词，包括人名、地名、月份、周日、节日等。

 January 一月  Monday 星期一

 Mary 玛丽  Christmas Day 圣诞节

 New Year’s Eve 除夕 Asia 亚洲

 China 中国  Beijing 北京

 Shanghai Road 上海路

 Spring is coming. 春天就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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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提  示

提  示

 She came on Friday. 她星期五来的。

a  如果月份、季节名词带有修饰语，表示特定的时间，要加定冠词。

季节名词在上下文中表示特定的一段时间，要加定冠词。

 They built the bridge in the spring of 2003. 他们是在 2003
年的春天修建这座桥的。

 The fire broke out on the Friday when they were not at 

home. 失火是在星期五，当时他们不在家。

 These animals eat nothing all through the winter. 这些动物整

个冬天都不吃东西。

b  但要说： the Spring Festival( 春节 ), 以 festival 组成的节日名称

前要加 the。

 the Mid-autumn Festival 中秋节

 the Dragon-boat Festival 端午节

  5-2 物质名词表示一般概念时，不用冠词

 Water boils at 100℃. 水在 100 摄氏度沸腾。

 Rice is grown in the south. 南方种水稻。

如果物质名词表示特指或有定语修饰，则要加定冠词。

  Snow is falling hard. 雪正下得很大。

   The snow in the field has melted. 田里的雪已经融化了。

 5-3 抽象名词表示一般概念时，不用冠词

 Friendship is more important than money. 友谊比金钱更重要。

 Does he like music? 他喜欢音乐吗？

a 抽象名词有定语修饰，表示特指时，要加定冠词。

 I like the music of the TV play. 我喜欢这部电视剧中的音乐。

b  抽象名词表示“一种，一类，一次，一番，一例”等概念时，要

加不定冠词。

 Maths is a science. 数学是一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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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提  示

提  示

 5-4 表示一日三餐的名词前不用冠词

 I usually have breakfast at seven. 我通常在 7 点钟吃早饭。

 He doesn’t have lunch at home. 他通常不在家吃午饭。

a 3 餐名词前有定语修饰时，特指某一餐，要用不定冠词。

 We had a wonderful lunch. 我们吃了一顿很丰盛的午餐。

b  表示某一次具体的餐食，要用定冠词。

 The lunch was cooked well. 那顿午饭做得很好。

 5-5 表示球类、棋牌的名词前不用冠词

 He plays football after school. 他放学后踢足球。

  The students are playing basketball over there. 学生们在那边打

篮球。

 5-6 表示学科、语言的名词前不用冠词

 She teaches English in a middle school. 她在一所中学教英语。

 Can you speak Japanese? 你会说日语吗？

language 前有形容词修饰，特指某国语言时，要用定冠词。

  I want to go to Paris where I can learn     French language.

 A. a B. an C. / D. the
	 [答案]	D。我想去巴黎，在那里我可以学习法语。

 5-7 表示称呼语、职位、头衔的名词前不用冠词

 Where are my shoes, mom? 我的鞋在哪里，妈妈？

 He was once mayor of the city. 他曾经是这个市的市长。

 They made him monitor. 他们让他当班长。

 5-8 某些交通工具名称前不用冠词

 by train 乘火车 ( ＝ on a train) by bus 乘公交车 ( ＝ on a bus)

 on foot 步行   by boat 乘船

a 要说 take a taxi /a train /a bus。

b  表示邮寄方式的名词前也不用冠词，如：send sth. by post/
hand 由邮局 / 专人递送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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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go to school和go to the school

 某些个体名词，如：school, church, hospital, bed, prison, table 等，

表示抽象意义或相关的活动时，不加冠词 ；而如果表示具体地点，则要

加定冠词。

  go to college 上大学

   go to the college 去那所大学（办事）

  go to （the） market to buy food 上市场买菜

   on the market 出售

  We usually go to     school on weekdays, and sometimes 

go to     cinema at weekends.

 A. /; the B. the; the C. the; /  D. /; /
 [答案]	A。我们通常周一至周五去上学，周末有时去看电影。

a 在 cinema, theater 前常要用定冠词。

 He prefers the cinema to the theater. 他喜欢看电影，不喜欢

看戏。

b  in front of 表示“在……前面”，相当于 before，而 in the front 
of 则表示“在某物内部的前部”。

  The driver saw a boy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bus. 司机看见 

 一个男孩站在公共汽车的前面。

   The driver sat in the front of the bus. 司机坐在公共汽车的前部。

c  比较：

 by sea 乘船

  by the sea 在海边

 school 在上学

  at the school 在学校里

 on earth 究竟

  on the earth 在地球上

 in bed （躺、睡、病）在床上

  in the bed （某物）在床上

 5-10 表示泛指一类人或物的复数名词前不用冠词

 Birds are our friends. 鸟是我们的朋友。

 We are fond of sports. 我们喜爱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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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某一类人或物时，可用下面 3 种方法：

狗是忠实的动物。

 The dog is a faithful animal. （用定冠词）

  A dog is a faithful animal. （用不定冠词）

  Dogs are faithful animals. （用复数形式，不加定冠词）

 5-11 不可说a my book
 名词前有物主代词、指示代词、不定代词、疑问代词或名词所有格时，

不可再加冠词。

 这是我的书。
 This is a my book.  （误）

      his is my book. （正）

 
汤姆的母亲是一位医生。

 The Tom’s mother is a doctor.  （误）

       Tom’s mother is a doctor.  （正）

 5-12 家庭成员名称前不用冠词

 mother, father, uncle, aunt 等家庭成员，包括 nurse( 保姆 )，当作

专有名词用时，不加冠词，但即使不在句首也要大写。

 Nurse is kissing Baby. 阿姨在亲吻宝宝。

 5-13 两个平行、并列的名词前不用冠词

 arm in arm 臂挽臂 hand in hand 手拉手

 side by side 肩并肩 face to face 面对面

 They are doctor and patient. 他们是医生和病人。

 Father and son are playing chess. 父子两人在下棋。

  5-14 a singer and dancer和a singer and a dancer
 两个名词共用一个冠词，表示同一个人或物；两个名词前各有冠词时，

则表示两个人或物。

 She is a singer and dancer. 她是歌唱家，同时也是舞蹈家。

 They are a singer and a dancer. 他们是一位歌唱家和一位舞蹈家。

 5-15 某些习惯用语中不用冠词

 stay in bed 待在床上 go to bed 上床睡觉

 at home 在家  in time 按时

 on time 准时  at first 起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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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terday I caught     bad cold and had to stay in     bed 

all day.

 A. a; the B. /; / C. a; / D. /; the
	 [答案]	C。我昨天得了重感冒，不得不整天卧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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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bish 垃圾   equipment 装备 baggage 行李

luggage 行李   information 信息 energy 能，能量

service 服务   experience 经验 health 健康

soup 汤   honesty 诚实  progress 进步

 —What’s in the cupboard?

  —A few ________ ,but little  ________ .

 A. apples; coffee B. coffee; apples

 C. apple; coffees  D. coffees; apples
	 [答案]A。—橱柜里有什么?	—有几个苹果,但几乎没有咖啡了。

 3-3 名词复数形式的构成方式
 可数名词有单数和复数两种形式，复数形式分为规则变化和不规则

变化两种。

 1) 规则变化

构成方式 读　　音 例　　词

一般情况在词尾加 -s

在清辅音后读 [s]，在 t

后与 t 一起读 [ts]
desk → desks [desks]

在浊辅音及元音后读 [z]，

在 d 后与 d 一起读 [dz]
dog → dogs [dɒɡz]

以 s, x, ch, sh 结 尾

的词加 -es
-es 读 [Iz] class → classes [clɑːsIz]

以 辅 音 加 y 结 尾 的

词， 要 变 y 为 i， 再

加 -es

-ies 读 [Iz] party → parties ['pɑːtIz]

以辅音加 o 结尾的词

加 - es
-es 读 [z]

hero → heroes ['hIərəʊz], 

potato → potatoes [pə'teItəʊz], 

tomato → tomatoes [tə'mɑːtəʊz]

以元音加 o 结尾的词

或以 o 结尾的某些外

来词，只加 -s

-s 读 [z]

radio → radios ['reIdIəʊz], 

zoo → zoos [zuːz], 

piano → pianos [pI'ænəʊz], 

photo → photos ['fəʊtəʊz] 

以 f 或 fe 结尾的词，

要变 f 或 fe 为 v，再

加 -es

-ves 读 [vz]
leaf → leaves [liːvz], 

life → lives [laI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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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少数以 f 或 fe 结尾的词变为复数时只加 -s，读作 [s]。

 roof → roofs [ruːfs] chief → chiefs [tʃiːfs]

b  以“辅音字母＋ y”结尾的专有名词变为复数时，直接加 -s，读

作 [z]。

 Mary → Marys  Henry → Henrys

 2) 不规则变化

构 成 方 式 例　　词

改变单数名词内部的

元音字母 ( 有的还改变

词尾的辅音字母 )

foot → feet,  tooth → teeth,  man → men, 

woman → women, goose → geese, mouse → 

mice 

词尾加 -en 或 -ren ox → oxen, child → children

单复数形式相同
a sheep → two sheep, a deer → five deer, a 

fish → three fish, a means → some means

表示“某国人”的名词，

其单复数变化有 3 种

情况

单复数形式相

同

a Japanese → five Japanese, 

a Chinese → ten Chinese, a 

Swiss → many Swiss

变词尾的 man

为 men

a Frenchman → two Frenchmen, 

a n  E n g l i s h m a n → s o m e 

Englishmen

词尾加 -s

a German → five Germans, a 

Russian → ten Russians, an 

American → six Americans

形式虽为复数(-s结尾)， 

但用作单数的名词
news, maths, physics, economics, politics

需用复数谓语动词的

集体名词
people, police, cattle

 A group of     will visit the museum tomorrow.

　A. Hungarian B. Australian C. Japanese D. American
	 [答案]	C。一群日本人明天将要来参观博物馆。



17

第二章 名词

提  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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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ssors, trousers, socks, shoes, gloves

以 -ing 结尾的名词 savings, findings, earnings

goods 等总是用复数形式 goods, woods, congratulation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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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her-in-law → fathers-in-law, passer-

by → passers-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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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wn-up → grown-ups, go-between → 

go-betweens

将两个构成部分均变为复数 ( 当第一

个构成部分为 man 或 woman 时 )

man doctor → men doctors, woman 

servant → women servants

 “数词＋名词 ( ＋形容词 )”构成的复合形容词，中间的名词须用单

数形式。

 a four-year-old boy 一个 4 岁的男孩 a 100-meter race 百米赛跑

 3-4 在固定搭配或短语中常用复数形式的名词

 do exercises 做操　　　　make repairs 修理

 in dozens 成打地 change trains 换车

 3-5 可数名词数量的表示法

 1) 可数名词的定量

 可数名词前可以加数词，也可以加 a group of ( 一群 )，a box of ( 一

盒 )，a basket of ( 一篮 ) 等表示“群，双，队，堆，束”等的词，表

示确定的数量。这种结构中的名词要求用复数形式。

 two birds 2 只鸟 three planes 3 架飞机

 a basket of eggs 一篮鸡蛋

 one hundred stamps 100 枚邮票

 2) 可数名词的概指

 可数名词前可以加 few, a few, some, these, those, many, a large/

small number of, a good/great many 等，表示不确定的数量，为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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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are many trees on the river bank. 河岸上有许多树。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gathered there. 那儿聚集了许多人。

3-6 不可数名词数量的表示法

 1) 不可数名词的数量

 不可数名词不可用数词修饰，如表示具体的数量，要借助于“a ＋

量词 (piece, bottle, bag, cup, loaf, suit, drop, bar 等 ) ＋不可数名词”。

 a piece of paper 一张纸  a bottle of ink 一瓶墨水

 a cup of tea 一杯茶

 2) 不可数名词的概指

 不可数名词可以用 little, a little, a lot of, a bit of, much, a large 

amount of, a small amount of, a great deal of 等修饰，表示概指。

 There is only a little water left. 只剩下一点水了。

  She spent a great deal of time doing the job. 她做这项工作花了

许多时间。

 3-7 trousers等常用复数形式的名词
 有些表示“一双，一对，一副”等的名词，常以复数形式出现，这

些名词常用 pair( 双 ), suit( 套 ) 等表示数量。

 a pair of shoes 一双鞋子  a pair of trousers 一条裤子

“a pair of+ 名词”结构作主语时 , 其后的谓语动词通常同 pair 的

数保持一致。

  This pair of gloves is white. 这副手套是白色的。

   These pairs of gloves are white. 这几副手套是白色的

 3-8 既是可数又是不可数的物质名词
 有些物质名词，用作不可数名词表示物质，用作可数名词表示“种类”

或“份数”等。

 fish 鱼→ a fish 1 条鱼→ two fish 2 条鱼→ fishes 多种鱼

  She gave us plenty of food. 她给了我们许多食物。

   She enjoys many sweet foods. 她喜爱吃许多种甜食。

  Would you like some more fruit? 你要不要再吃点水果？

    They haven’t many fruits there in summer. 他们那里夏天水果

种类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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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用作可数与不可数表示不同含义的名词
 有些物质名词或抽象名词，可兼作可数名词或不可数名词，但含义

不同。

  She has a room to herself. 她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房间→可数）

    The furniture takes up too much room. 家具占的地方太大。 （空 

  间→不可数）

  3-10 自然现象名词的单数和复数

 自然现象名词，如 wind, rain, cloud 常被看作不可数名词，但前有

形容词修饰时，可加不定冠词 a/an，表示某一特定现象。

  There isn’t much rain here in summer. 这儿夏天雨水不多。（泛

指雨→不可数）

  There was a light rain in the morning. 早上下了一场小雨。（一阵

小雨→可数）

 3-11 water, sand的单数和复数

 water 泛指“水”时为不可数名词，表示“水域，大片的水，水体，

矿泉水”时，用复数形式。sand 泛指“沙”时为不可数名词，表示“沙

滩，沙地”时用复数形式。

  There isn’t much water in the well. 井里没有多少水了。

   The Yangtze River pours its waters into the sea here. 长江在这 

  里流入大海。

名词的所有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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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修饰另一个名词，作定语，表示所有关系，称为所有格。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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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Jim’s pen 吉姆的钢笔，the boy’s mother

男孩的母亲

以 s 结尾的单数名词或专有名词，

加“’”或“’s”构成所有格

the hostess’(s)['həʊstIsIz]photo 女主人的

照 片，Thomas’(s)['tɒməsIz] book 托 马 斯

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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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方式 例　　词

以 -s 或 -es 结尾的复数名词只加

“’”

the workers’ suggestion 工人们的建议，

the masses’ advice 群众的意见

不规则复数名词在词尾加“’s”
the children’s mother 孩 子 们 的 母 亲，

women’s clothes 女装

复合名词的所有格在最后一个词

后加“’s”
his son-in-law’s car 他女婿的汽车

表示几个人共有一样东西，通常

在最后一个人的名字后加“’s”

Alice and Mary’s room 艾丽丝和玛丽的房

间 ( 一间房间 )

表示几个人各自所有，则要在每

个名字后加 ’s

Jim’s and Jack’s rooms 吉姆的房间和杰

克的房间 ( 两间房间 )

 I found my black cat in     room.

 A. Jim and Mike  B. Jim and Mike’s

 C. Jim’s and Mike’s D. Jim’s and Mike
	 [答案]	B。我在杰姆和迈克的房间里找到了我的黑猫。

  4-2 名词所有格的用法

 1) 主要用于表示有生命的东西

  the boy’s name 男孩的名字

 the bird’s song 鸟的鸣叫

 2) 用于表示时间、距离、国家、城镇、地区、机构、重量、价值、

自然现象等

 the moon’s rays 月光

 a pound’s weight 1 磅的重量

 the school’s history 学校的历史

 Shanghai’s changes 上海的变化

 ten dollars’ value 10 美元的价值

 China’s development 中国的发展

 fifty miles’ journey 50 英里的路程

 yesterday’s newspaper 昨天的报纸

 3) 用于表示文化艺术及工业、科技等

 the book’s cover 书的封面

 science’s wonders 科学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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