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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前 言

英 语 小 升 初 衔 接 教 程

　　小升初是孩子学习生涯面临的第一次机遇与转折点，必须给予足够的重

视与坚持，为以后更广阔的学习舞台奠定基石。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语言知识”“语言技能”和“实战演练”。

“语言知识”重在小学与初中的语法知识点衔接，帮助孩子复习和巩固小学英

语语法，同时了解初中低年级阶段需要了解和掌握的知识点。 采用的例句基

本都来自小学和初中课文，每个知识点后面都有“试一试”进行练习，每个章

节后面还有“综合练习”进行整体检测。“语言技能”主要从阅读方面培养学

生的阅读能力和答题技巧。“实战演练”从面试和笔试两方面进行模拟练习，

其中“模拟笔试”配备了基础题和提高题各两套，便于不同层次的孩子进行

练习。 全书的例题和练习都配有非常详细的解析，帮助孩子理解，也便于家

长辅导。

最后，希望本书能帮助即将步入初中的莘莘学子，也祝愿大家能顺利进

入理想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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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One

语言知识





００３　　　　

１ 　 　
语音

一、 基本读音规则

　1. 元音字母在重读开、闭音节中的读音规则

学一学

字　 　 母 音　 　 节 读　 　 音 举　 　 例

ａ
开音节 ／ｅɪ ／ ｔａｂｌｅ ｍａｋｅ

闭音节 ／æ ／ ｍａｐ ｂａｇ

ｅ
开音节 ／ ｉː ／ ｓｈｅ ｔｈｅｓｅ

闭音节 ／ｅ ／ ｄｅｓｋ ｔｅｎ

ｉ ｙ
开音节 ／ａɪ ／ ｂｉｋｅ ｃｙｃｌｅ

闭音节 ／ ɪ ／ ｂｉｇ ｆａｍｉｌｙ

ｏ
开音节 ／əʊ ／ ｎｏ ｒｏｓｅ

闭音节 ／ɒ ／ ｈｏｔ ｓｔｏｐ

ｕ
开音节 ／ｕː ／  ／ ｊｕː ／ ｒｕｌｅｒ ｕｓｅ

闭音节 ／ʌ ／  ／ʊ ／ ｂｕｓ ｐｕｔ

试一试

Ｉ． 选出画线部分读音不同的单词

（ 　 　 ） １． 　Ａ． ｃｒａｙｏｎ Ｂ． ｐａｎｄａ 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 ｆａｃｔｏｒｙ
（ 　 　 ） ２．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Ｂ． ｔｈｅｎ Ｃ． ｄｒｅｓｓ Ｄ． ｅｖｅｎｉｎｇ
（ 　 　 ） ３． Ａ． ｓｗｉｍ Ｂ． ｓｈｉｎｅ Ｃ． ｃｉｎｅｍａ Ｄ． ｉｎｓｅｃｔ
（ 　 　 ） ４． Ａ． ｃｏｆｆｅｅ Ｂ． ｒｏｐｅ Ｃ． ｓｔｏｎｅ Ｄ． ｈｏｌｅ
（ 　 　 ） ５． Ａ． ｕｇｌｙ Ｂ． ｐｌｕｍ Ｃ．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Ｄ． ｓｕｍｍｅｒ

　2. 辅音字母的基本读音规则

学一学

１） 清、浊辅音

发音时声带不振动的辅音叫作清辅音，与浊辅音相对。
如： ／ｐ ／ ／ｂ ／ 　 ／ ｔ ／ ／ｄ ／ 　 ／ｋ ／ ／ｇ ／ 　 ／ ｆ ／ ／ｖ ／ 　 ／ ｓ ／ ／ｚ ／ 　 ／ ／ ／ð ／ 　 ／ʃ ／ ／ʒ ／

／ʧ ／ ／ʤ ／ 　 ／ ｔｒ ／ ／ｄｒ ／ 　 ／ ｔｓ ／ ／ｄｚ ／

２） 字母 ｎ 在 ／ｋ ／前或者 ｎｇ 字母组合通常发 ／ŋ ／。



００４　　　　

如： ｔｈｉｎｋ ｕｎｃｌｅ ｔｈｉｎｇ
３） 名词或动词词尾加⁃ｓ 或⁃ｅｓ 的读音规则

① 在清辅音后读作 ／ ｓ ／，在其他辅音或元音后读作 ／ｚ ／。
如： ｄｅｓｋｓ ／ ｓ ／ 　 ｓｐｅａｋｓ ／ ｓ ／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ｚ ／

② 在单词结尾加⁃ｅｓ 读作 ／ ɪｚ ／。
如：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ｗａｔｃｈｅｓ ｗａｓｈｅｓ

③ 在以 ｓｅ ｃｅ ｇｅ 结尾的单词后加⁃ｓ，词尾⁃ｅｓ 读作 ／ ɪｚ ／。
如： ｎｕｒｓｅｓ ｏｒａｎｇｅ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ａｃｅｓ

④ 在 ／ ｔ ／或 ／ｄ ／后面的⁃ｓ 与前面连读为 ／ ｔｓ ／或 ／ｄｚ ／。
如： ｃａｔｓ ／ ｔｓ ／ 　 ｒｅａｄｓ ／ｄｚ ／

４） 动词过去式词尾加⁃ｅｄ 的读音规则

① 在清辅音后读作 ／ ｔ ／，在其他辅音或元音后读作 ／ｄ ／。
如： ｗｏｒｋｅｄ ／ ｔ ／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 ｔ ／ 　 ｓｔａｙｅｄ ／ｄ ／

② 在 ／ ｔ ／或 ／ｄ ／后面的⁃ｅｄ 读作 ／ ɪｄ ／。
如： ｗａｎｔｅｄ ｎｅｅｄｅｄ

试一试

ＩＩ． 选出画线部分读音不同的单词

（ 　 　 ） １． 　Ａ． ｍａｐｓ Ｂ． ｄａｙｓ Ｃ． ｚｅｂｒａｓ 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 　 　 ） ２． Ａ． ｔｈｏｓｅ Ｂ． ｇｒａｎｄｍｏｔｈｅｒ Ｃ． ｍｏｕｔｈ 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 　 　 ） ３． Ａ． ｔｈｉｎｋ Ｂ． ｂｌｉｎｄ Ｃ． ｓｏｎｇ Ｄ． ｕｎｃｌｅ
（ 　 　 ） ４． Ａ． ｓｈｏｗｅｄ Ｂ． ｃｌｉｍｂｅｄ Ｃ． ｌｉｖｅｄ Ｄ． ｔｏｕｃｈｅｄ
（ 　 　 ） ５． Ａ．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Ｂ．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Ｃ． ｐｌａｙｅｄ Ｄ． ｏｐｅｎｅｄ

　3. 常见字母组合的读音规则

学一学

１） ｅａ　 ／ ｉː ／ 　 如： ｐｅａ ｍｅａｔ
／ｅ ／ 如： ｂｒｅａｄ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２） ｅｒ ／ɜː ／ 如： ｈｅｒ ｔｅｒｍ
／ə ／ 如：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ｍｅｍｂｅｒ

３） ａｒ ／ː ／ 如： ｃａｒｄ ｇａｒｄｅｎ
／ɔː ／ 如： ｗａｒｍ ｑｕａｒｔｅｒ

４） ｏｏ ／ʊ ／ 如： ｂｏｏｋ ｆｏｏｔ
／ｕː ／ 如： ｆｏｏｄ ｒｏｏｔ
／ʌ ／ 如： ｂｌｏｏｄ ｆｌｏｏｄ

５） ｏｒ ／ɔː ／ 如： ｓｈｏｒｔ ｈｏｒｓｅ
／ɜː ／ 如： ｗｏｒｋｅｒ ｗｏｒｋ



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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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ａｌ ／ɔː ／ 如： ｔａｌｋ ｗａｌｋ
／ɔːｌ ／ 如： ａｌｓｏ ａｌｗａｙｓ

７） ｏｗ ／ａʊ ／ 如： ｆｌｏｗｅｒ ｈｏｗ
／əʊ ／ 如： ｓｌｏｗ ｔｈｒｏｗ

８） ｏｕ ／ａʊ ／ 如： ｍｏｕｓｅ ｌｏｕｄ
／ｕː ／ 如： ｙｏｕ ｇｒｏｕｐ
／ʌ ／ 如： ｒｏｕｇｈ ｔｒｏｕｂｌｅ
／ʊ ／ 如： ｃｏｕｌｄ ｓｈｏｕｌｄ

９） ｅａｒ ／ ɪə ／ 如： ｙｅａｒ ｈｅａｒ
／ｅə ／ 如： ｂｅａｒ ｗｅａｒ
／ɜː ／ 如： ｌｅａｒｎ ｅａｒｌｙ

试一试

ＩＩＩ． 选出画线部分读音不同的单词

 　 　  １． 　Ａ． ｓｔａｒ Ｂ． ｗａｒ Ｃ． ｐａｒｔｙ Ｄ． ｍａｒｋｅｔ
 　 　  ２． Ａ． ｒｏｕｎｄ Ｂ． ｓｏｕｎｄ Ｃ． ｇｒｏｕｐ Ｄ． ｍｏｕｔｈ
 　 　  ３． Ａ． ｆｉｎｇｅｒ Ｂ． ｔｅｒｍ Ｃ． ｔｕｒｎ Ｄ． ｓｋｉｒｔ
 　 　  ４． Ａ． ｓｐｏｏｎ Ｂ． ｒｏｏｆ Ｃ． ｃｈｏｏｓｅ Ｄ． ｗｏｏｄ
 　 　  ５． Ａ． ｐｅａｒ Ｂ． ｎｅａｒ Ｃ． ｄｅａｒ Ｄ． ｔｅａｒ
 　 　  ６． Ａ． ｌｅａｖｅ Ｂ． ｓｔｅａｋ Ｃ． ｒｅａｄ Ｄ． ｐｌｅａｓｅ
 　 　  ７． Ａ． ｔａｌｋ Ｂ． ｗａｌｋ Ｃ． ｃｈａｌｋ Ｄ． ａｌｓｏ

二、 音标

学一学

１． 看音标写单词

如： ／ ˈɑːｔɪｓｔ ／ 　 ａｒｔｉｓｔ
２． 根据音标选择单词

如： Ｗｈｉ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ｗｏｒｄｓ ｉｓ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ʃｅɪｐ ／ 
　Ａ． ｓｈａｐｅ Ｂ． ｓｈｅｅｐ Ｃ． ｓｈｏｐ Ｄ． ｓｈｉｐ

答案： Ａ
３． 根据单词选择音标

如： Ｍｙ ｕｎｃｌｅ ｉｓ ａ ｐｏｌｉｃｅｍａｎ． Ｗｈｉ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ｉｎｅｄ ｗｏ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Ａ． ／ ˈｐəｌｉːｓｍəｎ ／ Ｂ． ／ｐəˈｌｉːｓｍəｎ ／ Ｃ． ／ ˈｐʊｌｉːｓｍəｎ ／ Ｄ． ／ｐʊˈｌｉːｓｍəｎ ／

答案：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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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一试

ＩＶ． 选择最恰当的答案

（ 　 　 ） １． Ｗｈｉ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ｗｏｒｄｓ ｉｓ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 ˈｒｅｄɪ ／ 
　Ａ． ｒｅａｄ Ｂ． ｒｅｄ Ｃ． ｒｅａｄｙ Ｄ． ｒｕｄｅ

（ 　 　 ） ２． Ｗｈｉ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ｗｏｒｄｓ ｉｓ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 ˈｍｊｕːｚɪｋ ／ 
Ａ． ｍｏｕｓｅ Ｂ． ｍｕｓｉｃ Ｃ． ｍａｇｉｃ Ｄ． ｍｏｎｋｅｙ

（ 　 　 ） ３． Ｉ ｈａｄ ａ ｃｏｌｄ ｌａｓｔ ｗｅｅｋ． Ｗｈｉ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ｉｎｅｄ ｗｏ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Ａ． ／ｋəʊｌｄ ／ Ｂ． ／ｋｕːｌｄ ／ Ｃ． ／ｋａʊｌｄ ／ Ｄ． ／ｋｊｕːｌｄ ／

（ 　 　 ） ４． Ｌｅｔｓ ｃｌｉｍｂ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ｎｏｗ． Ｗｈｉ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ｉｎｅｄ
ｗｏ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Ａ． ／ｋｌａɪｍ／ Ｂ． ／ｋｌａɪｍｂ／ Ｃ． ／ｋｌｉːｍ／ Ｄ． ／ｋｌｉːｍｂ／

Ｖ． 看音标写单词

１． Ｐｌｅａｓｅ ｇｉｖｅ ｕｓ ｓｏｍｅ ／ ˈｔʃɒｋəｌəｔ ／ ｔｏ ｅａｔ．
２．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ａｔ ／əˈｓɪｓｔəｎｔ ／ ． Ｓｈｅ ｉｓ ｖｅｒｙ ｋｉｎｄ．
３． Ｉ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ｇｒｅɪｐｓ ／ ａｆｔｅｒ ｄｉｎｎｅｒ．

三、 句子的语调

学一学

英语的语调来自音调的变化，主要分为升调和降调。 降调一般用于陈述句、特殊疑问句、祈
使句、感叹句等；升调则用于一般疑问句，表达提问或者表达不肯定、委婉的含义。
如： １． Ｉ ｈａｖｅ ａ ｆｒｉｅｎｄ． ↘

２． Ｗｈａｔｓ ｙｏｕｒ ｎａｍｅ ↘
３． Ａｒｅ ｙｏｕ ｆｒｏ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

解析： １． 陈述句，降调。 ２． 特殊疑问句，降调。 ３． 一般疑问句，升调。

试一试

ＶＩ． 请写出下列句子的语调

１． Ｄｏ ｙｏｕ ｋｎ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ａｌｌ ｍａｎ 
２． Ｗｈａｔ 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ｇａｒｄｅｎ ｉｔ ｉｓ 
３． Ｗｈｅｒｅ ｄｉｄ ｙｏｕ ｂｏｒｒｏｗ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综合练习

I. 选出画线部分读音不同的单词

（ 　 　 ） １． Ａ． ｐａｓｓ Ｂ． ｌａｓｔ Ｃ． ｄａｎｃｅ Ｄ． ｗａｎｔ



语音

００７　　　　

（ 　 　 ） ２． Ａ． ｂａｌｌｏｏｎ Ｂ． ｂｏｏｔ Ｃ． ｇｏｏｄ Ｄ． ｃａｒｔｏｏｎ
（ 　 　 ） ３． Ａ． ｎｅａｒ Ｂ． ｃｌｅａｒ Ｃ． ｅａｒｔｈ Ｄ． ｄｅａｒ
（ 　 　 ） ４． Ａ． ｈａｌｆ Ｂ． ｔａｌｋ Ｃ． ｗａｌｋ Ｄ． ｃａｌｌ
（ 　 　 ） ５． Ａ． ｂｒｕｓｈ Ｂ． ｂｕｓｙ Ｃ． ｔｒｕｃｋ Ｄ． ｒｕｓｈ
（ 　 　 ） ６． Ａ． ｇｒｏｕｎｄ Ｂ． ａｂｏｕｔ Ｃ． ｆｏｕｎｔａｉｎ Ｄ． ｙｏｕｎｇ
（ 　 　 ） ７． Ａ． ｍｏｎｔｈ Ｂ． ｔｏｏｔｈ Ｃ．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Ｄ． ｔｈｉｎｋ
（ 　 　 ） ８． Ａ． ｅｎｊｏｙｓ Ｂ． ｂａｋｅｓ Ｃ． ｒｏｐｅｓ Ｄ． ｄｅｓｋｓ
（ 　 　 ） ９． Ａ． ｆｉｌｍ Ｂ． ｋｉｎｄ Ｃ． ｃｉｎｅｍａ Ｄ． ｗｉｓｈ
（ 　 　 ）１０． Ａ．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Ｂ． ｃｌｅａｎｅｄ Ｃ． ｒａｉｎｅｄ Ｄ． ｃｏｖｅｒｅｄ

II. 选择最恰当的答案

（ 　 　 ） １． Ｗｈｉ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ｔ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ｎｄ ／ｈəʊｌ ／ 
Ａ． ｈａｌｌ Ｂ． ｈｏｌｅ Ｃ． ｈｏｐｅ Ｄ． ｈｏｌｄ

（ 　 　 ） ２． Ｗｈｉ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ｔ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ｎｄ ／ ｓｔｒｅɪｔ ／ 
Ａ．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Ｂ． ｓｔｒｅｅｔ Ｃ． ｓｔｒｉｎｇ Ｄ． ｓｔｒｅａｍ

（ 　 　 ） 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ｆｏｕｒ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ｉｎ ａ ｙｅａｒ． Ｗｈｉ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ｉｎｅｄ
ｗｏ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Ａ． ／ ˈｓｉːｚｎｚ ／ Ｂ． ／ ˈｓｉːｚｎｓ ／ Ｃ． ／ ˈｓɪｚｎｚ ／ Ｄ． ／ ˈｓɪｚｎｓ ／

（ 　 　 ） ４． Ｍｙ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ｈｕｒｔ ｈｉｓ ｌｅｇ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Ｗｈｉ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ｉｎｅｄ
ｗｏ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Ａ． ／ｈʌｔ ／ Ｂ． ／ｈｕːｔ ／ Ｃ． ／ｈʌｎｔ ／ Ｄ． ／ｈɜːｔ ／

（ 　 　 ） ５． Ｗｈｉ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ｓ ＮＯＴ ｒｉｇｈｔ 
Ａ．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ｙｏｕ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ｄｏ ｔｈｉｓ ｗｅｅｋｅｎｄ ↘
Ｂ． Ｉｍ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ｐｉｃｎｉｃ ｗｉｔｈ Ｔｏｍ． ↘
Ｃ． Ｃａｎ Ｉ ｊｏｉｎ ｙｏｕ ↗
Ｄ． Ｙｅｓ ｙｏｕｒｅ ｗｅｌｃｏｍｅ． ↗

（ 　 　 ） ６． Ｗｈｉ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ｓ ＮＯＴ ｒｉｇｈｔ 
Ａ． Ｓｈａｌｌ ｗｅ ｇｏ 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ｎｅｍａ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
Ｂ． Ｙｅｓ Ｉｄ ｌｏｖｅ ｔｏ． ↘
Ｃ． Ｗｈｅｎ ｓｈａｌｌ ｗｅ ｍｅｅｔ ↗
Ｄ． Ｌｅｔｓ ｍｅｅｔ ａｔ ｆｉｖｅ ｏｃｌｏｃｋ． ↘

III. 看音标写单词

１． Ｉ ｗａｎｔ ｔｏ ｂｅ ａｎ ／ ˈæｋｔə ／ ｗｈｅｎ Ｉ ｇｒｏｗ ｕｐ．
２． Ｔｈｅ ｂｏｙｓ ａｒ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ｋａɪｔｓ ／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３． Ｌｏｏｋ Ｔｈｅｒｅ ｉｓ ／ ˈｒʌｂɪʃ ／ 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ｏｍ．
４． Ｄｏｎｔ ｄｏ ｓｕｃｈ ａ ／ ˈｄｅɪｎｄʒəｒəｓ ／ ｔｈｉｎｇ．
５． Ｈｏｗ ｌｏｖｅｌｙ ｔｈｅ ／ ˈｄɒｌｆɪｎ ／ ｉｓ Ｉ ｗａｎｔ ｔｏ ｔａｋｅ ａ ｐｈｏ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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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

名词是表示人、事物、地点或抽象概念名称的词。

一、 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

学一学

普通名词指某一类人、某一类事物以及某种物质或抽象概念的名称，如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ｗａｔｅｒ 等。
专有名词表示具体的人、事物、地点、团体或机构的专有名称，如 Ｍ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等。 要注意的是，专有名词的第一个字母要大写。
课文例句

小学例句：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Ｄａｙ 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ｏｆ Ｊｕｎｅ． 中国的儿童节是 ６ 月 １ 日。
初中例句： Ｗｈａｔ ａｂｏｕｔ Ｗａｔｅｒ Ｗｏｒｌｄ 水世界呢？
解析：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Ｄａｙ Ｊｕｎｅ 和 Ｗａｔｅｒ Ｗｏｒｌｄ 都是专有名词，首字母需要大写。

试一试

Ｉ． 请按照正确格式抄写下列短语

１．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２． ｉ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ａ ４． ｃｈａｎｇｆｅｎｇ ｐａｒｋ

二、 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

名词根据其可数性可分为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 可数名词指可以分为个体，且可直接

用数目进行计算的名词。 可数名词有复数形式，当它的复数形式在句子中作主语时，句子的谓

语也应用复数形式。

　1. 可数名词复数形式的规则构成

学一学

１） 在词尾直接加⁃ｓ。
如：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２） 以 ｓ ｘ ｃｈ ｓｈ 结尾的名词，在词尾加⁃ｅｓ。
如： ｂｕｓ ｂｕｓｅｓ　 ｂｏｘ ｂｏｘｅｓ　 ｗａｔｃｈ ｗａｔｃｈｅｓ　 ｂｒｕｓｈ ｂｒｕｓｈｅｓ

以 ｔｈ 结尾的名词，直接加⁃ｓ。
如： ｍｏｎｔｈ ｍｏｎｔｈｓ　 ｍｏｕｔｈ ｍｏｕｔｈｓ

３） 以“辅音字母 ＋ ｙ”结尾的名词，要先将 ｙ 改为 ｉ，再加⁃ｅｓ。
如：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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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元音字母 ＋ ｙ”结尾的名词，直接加⁃ｓ。
如： ｂｏｙ ｂｏｙｓ

４） 以 ｏ 结尾的名词，通常有生命的加⁃ｅｓ，无生命的加⁃ｓ。
如： ｒａｄｉｏ ｒａｄｉｏｓ　 ｐｏｔａｔｏ ｐｏｔａｔｏｅｓ　 ｔｏｍａｔｏ ｔｏｍａｔｏｅｓ

ｈｅｒｏ ｈｅｒｏｅｓ （英雄） 　 ｖｉｄｅｏ ｖｉｄｅｏｓ （录像带）

５） 以 ｆ 或 ｆｅ 结尾的名词，要将 ｆ 或 ｆｅ 改为 ｖ，再加⁃ｅｓ。
如： ｋｎｉｆｅ ｋｎｉｖｅｓ　 ｓｃａｒｆ ｓｃａｒｖｅｓ ／ ｓｃａｒｆｓ

有些以 ｆ 结尾的名词，直接加⁃ｓ。
如： ｒｏｏｆ ｒｏｏｆｓ （屋顶） 　 ｃｈｉｅｆ ｃｈｉｅｆｓ （首领）

试一试

ＩＩ． 用所给单词的适当形式填空

１．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ｏ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ｇｌａｓｓ）
２． Ｌｉｌｙ ｈａｓ ｇｏｔ ｔｅｎ ａｎｄ Ｉ ｈａｖｅ ｇｏｔ ｔｗｅｌｖｅ． （ｐｈｏｔｏ）
３． Ｌｅｔｓ ｓｔａｙ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ｗａｔｃｈ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ｖｉｄｅｏ）
４． Ａ ｄｏｃｔｏｒ ｃａｎ ｓａｖｅ ｍａｎｙ ｐｅｏｐｌｅｓ ． （ ｌｉｆｅ）
５． Ｙｏｕ ｃａｎ ｓｅｅ ｔｈｅ ｔｗｏ ｌｉｔｔ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ｚｏｏ． （ｍｏｎｋｅｙ）
６． Ｂｅｎ ｌｉｋｅｓ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 （ｐｏｔａｔｏ）
７．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ｎ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ｒｅ ｔｗｏ ｂｉ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ｉｔｙ）
８． Ｔｈｅｙ ｆｏｕｎｄ ａ ｌｏｔ ｏｆ ｈｏｌｅｓ ｉｎ ｗａｌｌｓ ａｎｄ ． （ ｒｏｏｆ）

　2. 可数名词复数形式的不规则构成

学一学

１） 改变单数名词中的元音字母

如： ｍａｎ ｍｅｎ　 ｆｏｏｔ ｆｅｅｔ　 ｔｏｏｔｈ ｔｅｅｔｈ

Ｇｅｒｍａｎ Ｇｅｒｍａｎｓ （德国人） 　 ｈｕｍａｎ ｈｕｍａｎｓ （人）

２） 单复数形式相同

如： ｆｉｓｈ ｆｉｓｈ　 ｓｈｅｅｐ ｓｈｅｅｐ　 ｄｅｅｒ ｄｅｅｒ

ｆｉｓｈ 用作可数名词时，表示“条数”时单复数相同，表示“不同种类的鱼”时复数形式为

ｆｉｓｈｅｓ；ｆｉｓｈ 表示“鱼肉”时为不可数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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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其他形式

ｃｈｉｌ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ｍｏｕｓｅ ｍｉｃｅ
试一试

ＩＩＩ． 用所给单词的适当形式填空

１． Ｔｈｅｓｅ ｃａｍ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 ｆｏｏｄ． （Ｇｅｒｍａｎ）
２． Ｉ ｂｒｕｓｈ ｍｙ ｔｗｉｃｅ ａ ｄａｙ． （ ｔｏｏｔｈ）
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ｎｄ． （ ｆｉｓｈ）
４．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ｈａｐｐｉｌｙ． （ｗｏｍａｎ）
５． Ｌｅｔｓ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ｃｈｉｌｄ）

　3. 可数名词的其他变化

学一学

１） 表示“某国人”的名词

单复数形式相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直接加⁃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Ｉｎｄｉａｎ Ｉｎｄｉａｎｓ　 Ｇｅｒｍａｎ Ｇｅｒｍａｎｓ
变 ｍａｎ 为 ｍｅ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ｅｎ

２） 只有复数形式的名词，谓语动词也用复数形式。
如： ｔｒｏｕｓｅｒｓ ｃｌｏｔｈｅｓ ｊｅａｎｓ ｇｌａｓｓｅｓ （眼镜）  ｓｃｉｓｓｏｒｓ （剪刀）

３） 集合名词

表示一群相似且相关的个体结合而成的集合体的名词叫作集合名词。 当集合名词表示整

体概念时，看作单数名词；当其表示构成整体的每个成员时，看作复数名词。
如： Ｍｙ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ｓ ｌａｒｇｅ． 我的家是一个大家庭。

Ｍａｒｙ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ｒｅ ａｌｌ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ｈｅｒ． 玛丽的家人都在等她。
解析： 前一句中的 ｆａｍｉｌｙ 指“家庭”这个整体，视为单数；后一句中的 ｆａｍｉｌｙ 指“家人”，视

为复数。

１． ｐｅｏｐｌｅ 只用作复数，如果要表示“一个人”，用 ａ ｐｅｒｓｏｎ。
如： Ｍａｎ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ｒｅ ｄ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ｋ．

许多人在公园里跳舞。
２． 我们可以用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ｅ 表示“警方”，后面跟动词的复数形式。

如：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ｅ ａｒｅ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ｉｅｆ．
警方正在寻找这个小偷。

　4. 不可数名词

学一学

不可数名词是指不能以数目来计算，不可以分成个体的，表示概念、状态、品质、感情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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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物质材料的名词。 它一般没有复数形式，只有单数形式，前面不能用 ａ ／ ａｎ，但是可以用 ｔｈｅ。
课文例句

小学例句：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ｍｅａｔ ａｎｄ ｍｉｌｋ． 他们吃了一些肉和牛奶。
初中例句： Ｉｄ ｌｉｋｅ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ａｆｏｏｄ ｆｏｒ ｄｉｎｎｅｒ． 我晚饭想吃蔬菜和海鲜。
解析： ｍｅａｔ ｍｉｌｋ ｓｅａｆｏｏｄ 都是不可数名词，前面不能用 ａ ／ ａｎ，但可以用 ｓｏｍｅ。

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都可以量化，此时需要用量词来修饰。
课文例句

小学例句： Ｉ ｈａｄ ｓｏｍｅ ｂｒｅａｄ ａ ｇｌａｓｓ ｏｆ ｍｉｌｋ ａｎｄ ａｎ ａｐｐｌｅ．
我吃了一些面包、一杯牛奶和一个苹果。

初中例句 １： Ｌｅｔｓ ｂｕｙ ｓｏｍｅ ｂｒｅａｄ ａｎｄ ａ ｂｏｔｔｌｅ ｏｆ ｊａｍ．
让我们买些面包和一瓶果酱吧。

初中例句 ２： Ｉ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ｐａｃｋｅｔ ｏｆ ｎｕｔｓ．
我想要一包坚果。

解析： ａ ｇｌａｓｓ ｏｆ ｍｉｌｋ ａ ｂｏｔｔｌｅ ｏｆ ｊａｍ 都是用量词修饰不可数名词；ａ ｐａｃｋｅｔ ｏｆ ｎｕｔｓ 是用量词

修饰可数名词，因此 ｎｕｔ 用复数。

有些名词用量词修饰之后，动词形式就由量词的单复数决定，如 ｇｌａｓｓｅｓ （眼镜）  ｔｒｏｕｓｅｒｓ 
ｊｅａｎｓ ｓｃｉｓｓｏｒｓ （剪刀）等。
如： Ｔｈｉｓ ｐａｉｒ ｏｆ ｓｈｏｅｓ ｉｓ ｔｏｏ ｂｉｇ ｆｏｒ ｍｅ．

这双鞋子对我来说太大了。
解析： ｓｈｏｅｓ 后面应该用复数形式 ａｒｅ，但本句的主语是 ｔｈｉｓ ｐａｉｒ ｏｆ ｓｈｏｅｓ，动词的单复数由量

词 ｐａｉｒ 决定，因此用 ｉｓ。

试一试

ＩＶ． 选择最恰当的答案

（ 　 　 ） １． Ｔｈｅ ｋｉｄｓ ａｒｅ ｔｈｉｒｓｔｙ． Ｗｉｌｌ ｙｏｕ ｐｌｅａｓｅ ｇｉｖｅ ｔｈｅｍ  
　Ａ． ｓｏｍｅ ｗａｔｅｒｓ Ｂ． ｓｏｍｅ ｂｏｔｔｌ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

Ｃ． ｓｏｍｅ ｂｏｔｔｌ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Ｄ． ｓｏｍｅ ｂｏｔｔｌ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 　 　 ） ２． Ｉ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ｕｙ 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ｍａｒｋｅｔ．

Ａ． ａ ｐａｐｅｒ Ｂ．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ｐａｐｅｒ Ｃ． ａ ｐｉｅｃｅ ｐａｐｅｒ Ｄ．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ｐａｐｅｒ
（ 　 　 ） 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ｌｌ．

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 　 　 ） ４． Ｔｈｉｓ ｎｅｗ ｐａｉｒ ｏｆ ｊｅａｎｓ ｔｏｏ 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 ｆｏｒ ｈｉｍ．

Ａ． ｉｓ Ｂ． ａｒｅ Ｃ． ａｍ Ｄ． ｂ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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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５． Ａ ｌｏｔ ｏｆ ａｒｅ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ｇａｍ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
Ａ． ｃｈｉｌｄ Ｂ． ｇｉｒｌ Ｃ． ｐｅｒｓｏｎ Ｄ． ｐｅｏｐｌｅ

三、 名词所有格

学一学

１． ｓ 所有格

ｓ 所有格主要用于表示有生命的名词，如果遇到词尾带⁃ｓ 的复数名词，则只加 。
课文例句

小学例句： Ｔｈｅ ｎｏｔｅｂｏｏｋ ｉｓ Ｋｉｔｔｙｓ．
这个笔记本是凯蒂的。

初中例句：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ｆｉｒｅ ｅｘ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ｒ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教师办公室外有两个灭火器。

解析： 教师办公室是由几名教师合用的，因此需要将 ｔｅａｃｈｅｒ 先加⁃ｓ 变为复数，然后再加 。

用 ａｎｄ 连接的并列名词的所有格要分两种情况： １） 表示“各自拥有”时，要在两个名词后分

别加 ｓ；２） 表示“共同拥有”时，只在最后一个名词后加 ｓ。
例句 １： Ｃａｎ ｙｏｕ ｐｕｔ ｉｔ ｉｎ Ｍｕｍ ａｎｄ Ｄａｄｓ ｂｅｄｒｏｏｍ 

你能把它放进父母的卧室吗？
例句 ２：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 Ｍｉｋ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ｓ ｂｅｄｒｏｏｍｓ．

这是迈克和彼得的卧室。
解析： 例句 １ 是指父母共同拥有的卧室，只需在 Ｄａｄ 后加 ｓ；例句 ２ 则表示迈克和彼得各自

拥有的卧室，需要在 Ｍｉｋｅ 和 Ｐｅｔｅｒ 后分别加 ｓ。

有些表示时间、距离、国家、城市等无生命的名词也可以用 ｓ 所有格。
如： ｔｅｎ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ｗａｌｋ 十分钟的路程　 ｔｏｄａｙｓ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今天的作业

２． ｏｆ 所有格

ｏｆ 所有格主要用于表示无生命的名词。
课文例句

小学例句：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ｕｓｅｕｍ ｔｅｌｌｓ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上海历史博物馆讲述了上海的历史。

初中例句：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ｈｅｌｐｓ ｋｅｅｐ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ｌｅａｎ．
“地球之友”组织帮助保持环境整洁。

３． 双重所有格

双重所有格是由 ｏｆ 所有格和 ｓ 所有格共同构成的，前面一般有 ａ ａｎ ｔｈｉｓ ｔｈａｔ ｓｏｍｅ 
ａｎｙ 等词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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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ａ ｆｒｉｅｎｄ ｏｆ ｍｉｎｅ 我的一个朋友　 ｔｗｏ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ｏｆ ｍｙ ｆａｔｈｅｒｓ 我父亲的两个兄弟

解析： ａ ｆｒｉｅｎｄ ｏｆ ｍｉｎｅ 中的 ｍｉｎｅ 是名词性物主代词。

试一试

Ｖ． 将下列句子翻译成英语

１． ９ 月 １０ 日是教师节。
　 　

２． 这位男士是我叔叔的一个朋友。
　 　

３． 六班的学生们正在操场上打篮球。
　 　

４． 从我家到医院大约有 ２０ 分钟的路程。
　 　

５． 玛丽和凯特的阿姨是一位和蔼的教师。
　 　

综合练习

I. 选择最恰当的答案

（ 　 　 ） １． Ｔｈｅ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ｒｄ ａｒｅ ｖｅｒｙ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Ａ． ｓｕｎ Ｂ． ｗａｔｅｒ Ｃ． ｔｒｅｅ Ｄ． ｆｌｏｗｅｒｓ

（ 　 　 ） ２．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ｗ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ａｆｔｅｒ ｄｉｎｎｅｒ 
Ａ． ｃｏｆｆｅｅ Ｂ． ｃｕｐ ｏｆ ｃｏｆｆｅｅ
Ｃ． ｃｕｐｓ ｏｆ ｃｏｆｆｅｅ Ｄ． ｃｕｐｓ ｏｆ ｃｏｆｆｅｅｓ

（ 　 　 ） ３． Ｔｈｅ ｎｅｗｓ ｅｖｅｒｙ ｐｅｒｓ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ｏｍ ｈａｐｐｙ．
Ａ． ｍａｋｅ Ｂ． ｍａｋｉｎｇ Ｃ． ｉ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Ｄ． ｍａｋｅｓ

（ 　 　 ） ４．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ｆａｒ ｆｒｏｍ ｏｕ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Ｎｏｔ ｖｅｒｙ ｆａｒ． Ｉ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ｗａｌｋ．

Ａ． ｔｅｎ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Ｂ． ｔｅｎ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Ｃ． ｔｅｎ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Ｄ． ｔｅｎ⁃ｍｉｎｕｔｅｓ
（ 　 　 ） ５． Ｌｕｃｙ ｓｅｅｓ ｍａｎｙ ｏｎ ｈｅｒ ｕｎｃｌｅｓ ｆａｒｍ．

Ａ． ｈｏｒｓｅ Ｂ． ｓｈｅｅｐ Ｃ． ｐｉｇ Ｄ． ｄｕｃｋ
（ 　 　 ） ６． Ｍｙ ｍｕｍ ｉｓ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 ｆｒｉｅｎｄ ｍ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ａｒｄｅｎ．

Ａ． ｏｆ Ｂ． ｔｏ Ｃ． ｗｉｔｈ Ｄ． ｆｏｒ
（ 　 　 ） ７． Ａｂｏｕｔ ｆｉｆｔｙ ａｒｅ ｈａｖｉｎｇ ａ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ｌｌ．

Ａ．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Ｂ． ｐｅｒｓｏｎ Ｃ． ａ ｐｅｒｓｏｎ Ｄ． ｐｅｏｐｌｅ
（ 　 　 ） ８． Ｃａｎ Ｉ ｂｏｒｒｏｗ ｂｉｃｙｃｌｅ Ｉ ｍｕｓｔ ｇｏ ｔｏ ｓｃｈｏｏｌ ｎｏｗ．

Ａ． Ｊａｎｅｓ ａｎｄ Ｊｏｈｎｓ Ｂ． Ｊａｎｅ ａｎｄ Ｊｏｈｎｓ
Ｃ． Ｊａｎｅｓ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Ｄ． Ｊａｎｅ ａｎｄ Ｊｏｈ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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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用单词的适当形式填空

１． Ｉ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ｆｏｒ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 （ ｔｏｍａｔｏ）
２．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ｒｏｏｍ． （ｓｈｅｌｆ）
３． Ｔｗｏ ｃａｍｅ ｔｏ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ｆｏｒ ａ ｖｉｓｉｔ ｌａｓｔ ｗｅｅｋ． （Ｊａｐａｎ）
４． Ｔｈｅ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ｏｕ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 （ｃｏｕｎｔｒｙ）
５． Ｍｙ ｍｏｔｈｅｒ ｗｉｌｌ ｂｕｙ ｍｅ ａ ｎｅｗ ｓｈｉｒｔ ｏｎ Ｄａｙ． （ｃｈｉｌｄ）
６． Ｔｏｍ ｗｉｌｌ ｓｔａｙ 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 ． （ｍｏｎｔｈ）
７． ｔｈｉｓ ｐａｉｒ ｏｆ ｂｌｕｅ ｓｈｏｅｓ ｙｏｕｒｓ （ｂｅ）
８．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ｔｕｒｎ ｙｅｌｌｏｗ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 （ ｌｅａｆ）
９． Ｍｙ ｆａｔｈｅｒ ｃａｕｇｈｔ ｔｗｏ ｉｎ ｔｈｅ ｋｉｔｃｈｅｎ． （ｍｏｕｓｅ）

１０． Ｗｅ ａｒｅ ｐｒｏｕｄ ｏｆ ｔｈｅ ．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ｂｒａｖｅ ａｎｄ ｓｍａｒｔ． （ｈｅ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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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代词

代词是代替名词的一种词类，大多数代词具有名词和形容词的功能。

一、 人称代词

学一学

人　 称 单复数
人　 称　 代　 词

主　 格 宾　 格

第一人称
单　 数 Ｉ ｍｅ

复　 数 ｗｅ ｕｓ

第二人称
单　 数 ｙｏｕ ｙｏｕ

复　 数 ｙｏｕ ｙｏｕ

第三人称
单　 数

复　 数

ｈｅ ｈｉｍ

ｓｈｅ ｈｅｒ

ｉｔ ｉｔ

ｔｈｅｙ ｔｈｅｍ

１． 人称代词的主格作主语，一般用于动词前。
课文例句

小学例句：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ｍａｎｙ ｌｅｇｓ． 它们有很多条腿。
初中例句： Ｉ ｇｏ ｔｏ ｓｃｈｏｏｌ ｂｙ ｂｕｓ． 我坐公交车上学。

单数人称代词并列作主语时，顺序为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第一人称，如： ｙｏｕ ｈｅ ａｎｄ Ｉ。

２． 人称代词的宾格作宾语，通常跟在及物动词或介词后面，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动宾”和
“介宾”。

课文例句

小学例句： Ｌｅｔ ｍｅ ｂｕｙ ｔｈｅ ｔｉｃｋｅｔｓ ｆｉｒｓｔ． 让我先买票。
初中例句： Ｉ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ｐｌａｙ ｂａｄｍｉｎｔｏｎ ｗｉｔｈ ｈｅｒ． 我有时和她一起打羽毛球。
解析： ｌｅｔ 是动词，ｗｉｔｈ 是介词，后面都跟宾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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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物主代词

学一学

人　 称 单复数
物　 主　 代　 词

形容词性 名词性

第一人称
单　 数 ｍｙ ｍｉｎｅ

复　 数 ｏｕｒ ｏｕｒｓ

第二人称
单　 数 ｙｏｕｒ ｙｏｕｒｓ

复　 数 ｙｏｕｒ ｙｏｕｒｓ

第三人称
单　 数

复　 数

ｈｉｓ ｈｉｓ

ｈｅｒ ｈｅｒｓ

ｉｔｓ ｉｔｓ

ｔｈｅｉｒ ｔｈｅｉｒｓ

１． 形容词性物主代词在句中作定语，后面必须跟名词。
课文例句

小学例句： Ｐｕｔ ｉｔ ｏｎ ｈｅｒ ｄｅｓｋ． 把它放在她的桌子上。
初中例句：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 ｍｙ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 这些是我的家人和亲戚。
解析： ｈｅｒ 后面跟的是名词 ｄｅｓｋ，ｍｙ 后面跟的是名词 ｆａｍｉｌｙ 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
２． 名词性物主代词用作主语、宾语或表语，不能与名词连用，相当于“形容词性物主代词 ＋ 名词”。
课文例句

小学例句： Ｔｈｏｓｅ ｓｈｏｅｓ ａｒｅ ｏｕｒｓ． 那些鞋子是我们的。
初中例句： Ｍｉｎｅ ｉｓ ｔｈｅ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我的最大最漂亮。
解析： 句子中的 ｏｕｒｓ 和 ｍｉｎｅ 后面都没有名词，所以要用名词性物主代词。

ａ ｆｒｉｅｎｄ ｏｆ ｍｉｎｅ 我的一个朋友

三、 反身代词

学一学

人　 称 单复数 反身代词

第一人称
单　 数 ｍｙｓｅｌｆ

复　 数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第二人称
单　 数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复　 数 ｙ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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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人　 称 单复数 反身代词

第三人称
单　 数

复　 数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ｈｅｒｓｅｌｆ

ｉｔｓｅｌｆ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１． 反身代词在句中作宾语，起强调作用。
课文例句

初中例句： Ｉ ｃａｎ ｓｗｅｅｐ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ｒ （ｂｙ） ｍｙｓｅｌｆ． 我可以自己扫地。
解析： ｍｙｓｅｌｆ 在句中起强调作用，可以在前面加 ｂｙ，也可以不加。
例句

Ｂｉｌｌｙ ｄｏｎｔ ｈｕｒｔ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比利，不要伤到你自己。
解析： 句中的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作 ｈｕｒｔ 的宾语。
２． 反身代词的固定搭配

ｈｅｌｐ ｏｎｅｓｅｌｆ ｔｏ 随便吃　 　 ｅｎｊｏｙ ｏｎｅｓｅｌｆ 玩得开心

ｔｅａｃｈ ｏｎｅｓｅｌｆ 自学　 　 ｂｙ ｏｎｅｓｅｌｆ 亲自

例句

１． Ｈｅｌｐ ｙ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ｋｅ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孩子们，这些蛋糕你们随便吃。
２． Ｗｅ ｅｎｊｏｙｅｄ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ｌａｓｔ Ｓｕｎｄａｙ．

上周日，我们在国家公园玩得很开心。
３． Ｍｙ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ｔｅａｃｈｅｓ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我哥哥通常自学日语。

试一试

Ｉ． 用所给单词的适当形式填空

１． Ｌｉｎｄａ ｉｓ ａ ｇｏｏ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ｉｎ ｏｕｒ ｃｌａｓｓ． Ｗｅ ｍｕｓｔ 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 （ｓｈｅ）
２． Ｉ ｃａｎｔ ｆｉｎｄ ｍｙ ｎｏｔｅｂｏｏｋ． Ｃａｎ Ｉ ｂｏｒｒｏｗ  （ｙｏｕ）
３． Ｗｅ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ａ ｋｉｔｅ ｂｙ ． （ｗｅ）
４． Ｔｈｉｓ ｉｓ ｎｅｗ ｕｍｂｒｅｌｌａ． Ｉｓ ｉｔ ｎｉｃｅ （ Ｉ）
５． Ａ ｋｉ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ｗｉｌｌ ｔｅａｃ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ｎｅｘｔ ｔｅｒｍ． （ｗｅ）
６． Ｈｅｌｐ ｔｏ ｓｏｍｅ ｂｉｓｃｕｉｔｓ Ｍａｄａｍ． （ｙｏｕ）
７． Ｍｙ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ｗｅｎｔ ｔｏ ｍｅｅｔ ａ ｆｒｉｅｎｄ ｏｆ ａｔ ｔｈｅ ａｉｒｐｏｒｔ． （ ｔｈｅｙ）
８． Ｐｌｅａｓｅ ｓｈｏｗ ａｒｏｕｎｄ ｏｕｒ ｎｅｗ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ｓｔｏｒｅ． （ ｔｈｅ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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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指示代词

学一学

指示代词分单数（ ｔｈｉｓ ／ ｔｈａｔ）和复数（ ｔｈｅｓｅ ／ ｔｈｏｓｅ）两种形式。
１． ｔｈｉｓ 和 ｔｈｅｓｅ 指在时间或空间上较近的人或者事物，ｔｈａｔ 和 ｔｈｏｓｅ 指在时间或空间上较远的

人或者事物。
课文例句

小学例句： Ｔｈｉｓ ｉｓ ｍｙ ｆｒｉｅｎｄ． 这是我的朋友。
初中例句：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 ｍｙ ｕｎ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ｉｓ ｍｙ ａｕｎｔ． 这些是我的叔叔们，这是我的阿姨。
２． 在对指示代词作主语的一般疑问句进行回答时，常用 ｉｔ 或 ｔｈｅｙ。
课文例句

小学例句： Ａｒｅ ｔｈｏｓｅ ｇｌｏｖｅｓ 那些是手套吗？
Ｙｅ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是的。

３． 在电话用语中通常用 ｔｈｉｓ 指代“我”，询问对方时用 ｔｈａｔ 指代“你”。

初中例句： Ｈｅｌｌｏ Ｋｉｔｔｙ． Ｔｈｉｓ ｉｓ Ｐｅｔｅｒ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你好，凯蒂。 我是彼得。

试一试

ＩＩ． 选择最恰当的答案

（ 　 　 ） １． ａｒｅ Ｌｉｌｙｓ ｎｅｗ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Ｌｅｔｓ ｍｅｅｔ ｔｈｅｍ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Ａ． Ｉｔ Ｂ． Ｔｈａｔ Ｃ． Ｔｈｉｓ Ｄ． Ｔｈｏｓｅ

（ 　 　 ） ２． Ｗｈｏ ｉｓ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ｉｓ Ｂｅｎ．

Ａ．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Ｂ． ｔｈｉｓ Ｔｈｉｓ
Ｃ． ｔｈｉｓ Ｔｈａｔ Ｄ． ｉｔ Ｉｔ

（ 　 　 ） ３． Ｉｓ 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ｐｌａｎｅ ｙｏｕｒｓ 
Ｎｏ ｉｓｎｔ．

Ａ． ｔｈｉｓ Ｂ． ｔｈｅｙ Ｃ． ｉｔ Ｄ． ｔｈａｔ

五、 疑问代词

学一学

１． 指代人

指代人的疑问代词主要有 ｗｈｏ ｗｈｏｓｅ 和 ｗｈｏｍ。
课文例句

小学例句： Ｗｈｏｓｅ ｐｅｎｃｉｌｓ ａｒｅ ｔｈｅｓｅ 这些是谁的铅笔？
初中例句： Ｗｈｏ ｗｉｌｌ ｇｏ ｗｉｔｈ ｙｏｕ 谁会和你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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