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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分析与应试策略

分析研究最近几年的高考试卷可以看出，在十五道单项填空题中，所有的语法项

目、词汇和习语都是在特定的情景中进行考查的。通过设置情景，将对知识和语言意

义的考查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了对知识与能力进行综合测试的目的。

单项填空题主要考查四个方面：语法基础知识、动词短语知识、词语辨析及语用

知识（主要指交际用语）。

近年全国各地高考试题中的单项填空部分有以下特点：

83!"#$%&’(#)*+#,-.
近年单项填空题考查的知识点广，几乎涵盖了中学教学大纲要求的所有内容，教

材中的一些重点语法项目如：冠词、代词、形容词、副词、动词、名词性从句、定语从句、

状语从句、情景交际等几乎每年都考。动词的时态与语态、非谓语动词及动词与动词

短语的辨析是高考考查的重点和热点，其次是各种从句、情景交际和冠词的用法等。

93/0012345*$%6748.
从 :; 年各地高考题可以看出，试题的题干短小精悍，简洁明快，内容直达考点，

句子结构的难度与往年相比有明显的下降。

9:; 8< ! <(# ! ! ! ,0 (5+ 1)6# *,./ $# *()* (# ’)+ )02&=3
43 5$7&#++5,0! ! ! >3 +52(*! ! ! ! ?3 )77#)&)06#! ! ! @3 #A7&#++5,0
9=>< ! @。该题题干十分明了，主要考查对选项中四个名词词义的辨析，

5$7&#++5,0印象；+52(* 视觉；)77#)&)06# 出现，外貌；#A7&#++5,0 表情，脸色。题意为：他脸

上的表情告诉我他生气了。故选 @。

B3?@ABCDE!"7$%.
这类试题主要考查学生对某些相关知识点的识记和理解，注重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

一般不会出现难题和怪题。这是 :; 年各地高考试题单项填空部分的普遍特点。

9:; 9< ! C= 2&)0/$) +*5.. *&#)*+ $# .5D# ) 6(5./3 E(# 6)0’* 5$)250# ! ! ! 2&,’0
-73（:; 年重庆卷）

43 $= >3 $50# ?3 $=+#.1 @3 $#
9=>< ! @。该题考查代词的用法。题中 5$)250# 后缺少宾语，可以排除选项

4。我们只要掌握物主代词、反身代词和人称代词宾格的基本用法及区别，很容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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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出答案 !。

!"# "$ # —$%& ’() *%+ ,’-’./-. 0% 1% *%+( &%(2 &/03%+0 ’- ’44/40’-0？（56 年重

庆卷）

—7)88，9 # # # 4%,)3%&:
;: .)0 ’8%-. <: =%,) %- >: &’0=3 %+0 !: 4)0 %??
!%&$ # ;。该题考查四个动词短语的辨析及在语言交际中对它们的运用。.)0

’8%-.（工作等）进行，进展；=%,) %- 开始，来临；&’0=3 %+0 小心，注意；4)0 %?? 出发，使爆

炸。答语语意为@不管怎么样，工作一直进行着@，选 ; 合适。

A:’()*+,-./01234567
现在选择题在题目设置上强调语境，不单纯考查语法，而是将语法置于一定的语

言环境中，答题时要在通读、分析、理解的基础上，把握语境，结合上下文，进行逻辑

推理。

!"# A$ # B%+ ,’* 1(%C /- %( D+40 ./E) ,) ’ =’88: # # # &/88 1%:（56 年安徽卷）

;: F/03)( <: F’=3 >: G)/03)( !: ;88
!%&$ # ;。在解答该题时，如果不注重语境，四个选项在语法上都是正确的，

但从前句@你可以来，也可以给我打电话@可以看出，只有 ; 项符合语境：任何一种方

式都可以。

!"# H$ # I’1/)4 ’-1 .)-08),)-，C8)’4) ?’40)- *%+( 4)’0 J)804: K3) C8’-) # # # :
（56 年福建卷）

;: 0’2)4 %?? <: /4 0’2/-. %?? >: 3’4 0’2)- %?? !: 0%%2 %??
!%&$ # 该题考查动词的时态。如果仅看后一句，四个选项在语法上都是成立

的，但前面的语境提示乘客要系好座位上的安全带，说明飞机即将起飞，应该用进行

时表示将来。故 < 项是正确答案。

H:89:;+’(<=./2:;7
分析 56 年全国及各个省市的英语试题可以看出，对考生的考查不仅仅局限于某

个知识点，而是多点、多方位综合考查考生在特定语境中运用英语的能力。

!"# 6$ # 9 3’E) 0% .% 0% &%(2 J* 0’L/ J)=’+4) ,* =’( # # # ’0 03) .’(’.):
;: &/88 J) ()C’/()1 <: /4 ()C’/()1 >: /4 J)/-. ()C’/()1 !: 3’4 J))- ()C’/()1
!%&$ # >。该题考查时态与语态。从句的主语 ,* =’( 与谓语动词 ()C’/( 是被

动关系，所以可确定为被动语态；主句用的是一般现在时，可以看出强调的是现在的

状况，所以要用现在完成时。故正确答案是 >。

!"# M$ # K3) ,%,)-0 03) NO03 P8*,C/= Q’,)4 # # # %C)-，03) &3%8) &%(81
=3))()1:（56 年福建卷）

;: 1)=8’()1 <: 3’E) J))- 1)=8’()1
>: 3’E) 1)=8’()1 !: &)() 1)=8’()1
!%&$ # !。该题同时考查时态和语态。选项动词 1)=8’() 是及物动词，与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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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 &’#). 0#(’1. ".&2

之间是被动关系，所以要用被动语态；从主句的时态可以看出，+.3/*4. 发生在过去，所

以用一般过去时。

!"#$%&
透视近年来高考对于单项填空题中的语法和词汇知识的考查，我们可以明显地

感觉到：考查内容增加了对学科能力的测试，且更趋向多样化。既要求考生具有对英

语语法知识和词汇知识的记忆、理解、掌握和运用能力；又要求其具有根据各题干所

给的语境条件，进行分析、对比，灵活地使用能力。因此，考生在复习时应着重注意培

养以下能力：

52%&’()*+,-./0#$1
抓基础必须先抓句子结构，牢固地掌握了句子结构，题目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历

年高考都离不开结构分析题，而且结构分析在解题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234 55 6 7&’) &8# 0.*4) 999999999999 ’. :.%*$ &# /.*4$ ;$%/<)’2
!2 :.,#4. =2 )<$3. >2 &’*& ?2 8’.$
2(+5 6 =。此题意在考查 7& <) )#". &<". )<$3. ):2 +<+ )&’2 的固定句式，意为：@

某人做某事已经有多久了@。

A2%&6789:;<=>?@9A)B9CDEFGH0#$1
234 A5 6 7 8*) 4.*//0 *$B<#() *:#(& 0#(2 C#( 9999999999 ’#". 8<&’#(& * 8#4+2
!2 "()&$’& /.*1. =2 )’#(/+$’& ’*1. /.,&
>2 3#(/+$’& ’*1. /.,& ?2 $..+$’& /.*1.
2(+5 6 =。这类试题的四个备选项中，可能不止一个选项满足句子结构的语

法需要。但在特定的语境中，只有一个选项无论从语法上还是意义上，都能满足句子

的需要。可以将这类试题称为@ 语法或词语知识加情景交际@ 考查题。这类试题在

近年来的高考中数量有所增加，体现了英语知识重在灵活使用的原则。

D2%&IJB9KIHA0L+#$1
234 D5 6 !// &’. /.*+<$% $.8)-*-.4) 6 6 6 &’. &4*+. &*/E) :.&8..$ >’<$* *$+ &’.

F$<&.+ G&*&.)2
!2 4.-#4&.+ =2 -4<$&.+ >2 *$$#($3.+ ?2 -(:/<)’.+
(+6 !。这类试题主要考查动词及词组、名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等。解

答这类试题时，首先要明确题干所表达的意思。其次，必须全面深刻地掌握备选项的

词语意义。有时候，对于近似词语（ 形似或意近）还必须注意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

这类试题的主要考查方向是词语辨析，要求的是词语辨析能力。

H2%&EFMHN9O9)P8QR0#$1
234 H5 6 —I’*& *:#(& ’*1<$% * +4<$E？

—999999999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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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

!" #$$% &%’(" )" *’+, -$./0’+1"
2" #$ (3’(%，,+’(0’" 4" 5’，6$$"
!"#$ 7 !。解答这类试题，既不特别需要语法知识，也不特别需要深奥的词汇

知识。首先应弄懂题干的语境条件，再理解备选答案的意思，从中选出符合题干要求

的选项，这些往往是固定搭配或习惯用语。这是一类对情景交际能力的考查题。

%&’()*
8"+,-./0123456
!78 8$ 7 5(- 4(- &0 0.93 ( %(- 7 7 7 &0 9’+’:/(6’% :- 63’ ;$/<&=> ,’$,+’ (++

$?’/ 63’ ;$/+%"
!" 63(6 )" ;3&93 2" ;3(6 4" (0
!"#$ 7 4。受思维定式的影响，有的同学一见到 0.93，就联想到 63(6，因而毫不

犹豫地选择 ! 项。实际上 0.93" " " 63(6" " " 表示@如此⋯⋯以致于⋯⋯@，63(6 在从句中

作状语，而不作其他成分；而 0.93" " " (0" " " 意为@像⋯⋯一样@，(0 引导的是定语从句，

(0 在从句中作主语或宾语。本题后面的从句中正好缺主语。因此选 4 项。

A"-9:;<=456
!78 A$ 7 BC9.0’ D’ 1$/ :/’(<&=> &=，7 7 7 E 3(?’ 0$D’ =’;0 1$/ -$."
!" 0$ )" (=% 2" :.6 4" -’6
!"#$ 7 2。本句的意思是：请原谅我的突然闯入，因为我有消息要告诉你。有

些同学习惯将该句译为汉语，然后从母语的思维角度去做题，这样很容易误选 (=%。

事实上，按照英语语言习惯，在表示道歉的话语中用来说明原因时只用 :.6，而不用

(=% 或其他词，因而选 2 项。

!78 F$ 7 G’ 63$.>36 $1 0’++&=> 63&0 $+% 1./=&6./’，:.6 ;’’?’ %’9&%’% 6$ 7 7 7 &6"
E6 D&>36 :’ ?(+.(:+’"

!" 3$+% $= 6$7 7 )" <’’, ., ;&637 7 2" 6./= 6$7 7 4" +$$< (16’/
!"#$ 7 !。受母语影响，大多数学生一看到 ) 项中的 <’’, 就断定该项是@ 保

留@的意思，因而选择 ) 项。事实上 <’’, ., ;&63 063" 意为@ 熟悉，了解（ 消息、形势

等），继续支付@，本题中只有 3$+% $= 6$ 是@ 不送（ 或不卖）某物@ 的意思，符合该题的

题意，应该选 !。

F":>4?@AB
!78 H$ 7 —G’/’ -$. :.0- +(06 ;’’<？

—I’/-" J(63’/ 63(= 7 7 7 6&D’ ,+(-&=> 9(/%0 (0 .0.(+，E %’?$6’% ’?’/- ’11$/6 6$ 7
7 7 (%?’/6&0’D’=6"

!" ;(06’；D(<&=> )" ;(06’；D(<’
2" ;(06&=>；D(<&=> 4" ;(06&=>；D(<’
!"#$ 7 2。根据习惯，我们一看到 /(63’/ 63(= 就会联想到 /(63’/ 63(= %$ 的结构

而选 !，实际上，/(63’/ 63(= 后面可接不同种类的词，原则上要求平行：应与和它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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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1(# (#/ 2%&+,3/))+/)) %- (14/，.%& #*55/+ (% 4//(
(#/4，+/1(#/$ /*$31/$ +%$ * 21( 3*(/6

应的词（组）后面的用词平行，,/7%(/ )(#6 (% 后接名词或动名词，故第一空用 0*)(1+’，

应选 8。类似的还有 (#*+ 9 *) 0/33 *) 9 +%( %+3.6 6 6 2&( *3)% 等。

:6 !"#$%&’()*+,-
我们在做题时，会遇到省略句、倒装句、插入语等，为了使选项符合题目要求，我

们可把省略句补全，把倒装句重新组合成正常的语序，或把插入语去掉，然后再做题。

./0 ;1 ! "#/. (*3</, *2%&( (#/ -&33 &)/ 0/ )#%&3, ! ! ! %&$ )5*$/ (14/ 0#/+ 0/
3/*$+ =+’31)#，0#1># ? (#1+< $/*)%+*23/6

@6 4*</ 1+(% A6 4*</ -$%4 86 4*</ 1+ B6 4*</ %-
.231 ! B。从选项上看，该题似乎在考查以动词 4*</ 为中心构成的短语的辨

析，但我们仔细分析后可以看出并非如此。在定语从句中可以看出 &)/ 是先行词，由

于从句中 4*</ 没有宾语，所以可以理解为作宾语的是关系代词，被省略了，那么把关

系代词所代替的先行词 &)/ 还原到从句中，就会出现一个短语 4*</ -&33 &)/ %-C 充分

利用C。这样答案 B 就明确了。

;6*4"#
近年来有很多单项填空题都是以简短对话形式出现的，我们在答题时可以将两

个句子合并到一起进行分析，这样往往更容易找出答案。

./0 D1 ! —E#*( )#%&3, ? ,% 01(# (#1) 5*))*’/？

—! ! ! (#/ 4*1+ 1,/* %- /*># 5*$*’$*5#6
@6 F1+,1+’ %&( A6 F%&+, %&( 86 F1+, %&( B6 "% -1+, %&(
.231 ! 8。如果将上下句合并成一个完整的句子，那么该句为CG%& )#%&3, -1+,

%&( (#/ 4*1+ 1,/* %- /*># 5*$*’$*5#C。故 8 项正确。

D656789:;
在解题时要注意句中小小的标点符号，事实上标点符号对我们解题大有帮助。

./0 H1 ! C G%& >*+’( >*(># 4/！C I*+/( )#%&(/,，! ! ! *0*.6
@6 $&+ A6 $&++1+’ 86 (% $&+ B6 $*+
.231 ! A。本题中所给选项与前面谓语动词有逗号隔开，说明它们并不是并

列谓语，故可排除 B。事实上，本题用动词J1+’ 形式作伴随状况，答案为 A。

./0 K1 ! L/(/$ #*) 4*+. -$1/+,)；! ! ! >*+ #/35 #146
@6 -/0 %- 0#1># A6 -/0 %- 0#%4 86 -/0 %- (#*( B6 -/0 %- (#/4
.231 ! B。分号将两个独立的分句隔开，前后分句为并列关系，不需要用并列

词，故选 B。如果将分号改为逗号，就成为复合句，选 A 才正确。

H6<=>?
平时应尽量多地掌握单词和词组的意义及用法，不可仅仅局限于课本。

./0 M1 ! E/ ,1,+’( 53*+ %&$ *$( /N#121(1%+ 31</ (#*( 2&( 1( ! ! ! 7/$. 0/336
@6 0%$</, %&( A6 ($1/, %&( 86 0/+( %&( B6 >*$$1/, %+
.231 ! @。0%$< %&( 在通常情况下作C算出C讲，但此在意为C产生结果，结果是C。

!



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专题一! 名词与冠词

"# 对名词的考查主要是考查名词的数、抽象名词具体化、名词的所有格以及词义

辨析。考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名词的单复数变化，尤其是一些特殊名词的复数形式。

!常见的不可数名词在语境中的运用。

!名词的所有格。

!同义词和近义词的辨析。

$# 冠词是历年高考英语试题的必考点，和名词密不可分。主要考查其基本用法，

包括定冠词和不定冠词的用法区别，名词前不用冠词的情况，特指与泛指以及习语中

冠词的用法。

!" "! #$%&
"# #$%’(&

（"）可数名词的复数构成方式如下：

)*#$(&+,
-. /012 3$

一般情况 在词尾直接加%& ’(()"’(()&，*+,,+-"*+,,+-&

以字母 ( 结尾
加%+& .+-(".+-(+&，,(/0,(",(/0,(+&
加%& 1(("1((&，)2*(")2*(&

以 3 或 3+ 结尾 变 3 或 3+ 为%4+&
,.2+3",.2+4+&，*23+"*24+&；
456 5.2+3" 5.2+3&，-((3" -((3&，
’+*2+3"’+*2+3&

以 &，6，5.，&. 结尾 在词尾加%+&
5*0&&"5*0&&+&，’(6"’(6+&，
70,5."70,5.+&，’8&."’8&.+&

以辅音字母 9 : 结尾

的词
变 : 为 2 加%+& 5(8;,-:"5(8;,-2+&，<0-,:"<0-,2+&

!



! ! "#$%& ’%(’)& %**+ *, -./0&/%1/& ’& 2$*34 2$#,5/&&/&，(#-. -./ /65/2-#*, *7 ’ &0’%%
,308/$ *7 /#-./$ /6-$/0/%) 39%) *$ /65//4#,9%) &0’$- *,/&:

以元音字母 ; ) 结尾

的词
加<& 8*)"8*)&，-*)"-*)&

复合名词
把中心词变为相 应

的复数

2’&&/$<8)"2’&&/$&<8)，

&#&-/$<#,<%’("&#&-/$&<#,<%’(
!"#$%&’()

*+ ,-./ 0%
由 0’, = (*0’, 作定语

的词

把 0’, = (*0’, 及 中

心词均变为复数
’ (*0’, 4*5-*$"(*0/, 4*5-*$&

不规则变化名词 变化不规则 5.#%4"5.#%4$/,，0*3&/"0#5/

单复数相同的名词 单复数相同
0/’,&，&.//2，4//$，’#$5$’7-，5’-<
-%/，>.#,/&/

某些外来词 改变词尾 8’&#&"8’&/&，-./&#&"-./&/&

含有<0’, 的词 变<0’, 为<0/,
?$/,5.0’,"?$/,5.0/,，2*%#5/0’,"
2*%#5/0/,；123"/$0’,""/$0’,&

! ! 450 @6 ! A./ (/,- -* -./ 8**+&-*$/ ’,4 8*39.- ! ! ! :（BC 年北京卷）

D: 4*E/, 8**+&! ! F: 4*E/,& 8**+&! ! >: 4*E/, *7 8**+&! ! G: 4*E/,& *7 8**+&
4786 ! G。4*E/, 表示H 打，十二个H，&5*$/ 表示H 二十H，两词与数词 ’，0’,)，

&/1/$’%，&*0/ 连用修饰名词复数时，都要用单数，其后的介词 *7 有无均可。如：0’,)
4*E/, 8**+&。两词的复数形式与 *7 连用时表示不确切的数量，意为H 许多⋯⋯，大量

的H如：4*E/,& *7 8**+&。故选 G。

（I）不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一般没有复数形式，如果需要表示多少，通常要用H ’ ; 表数量的名

词 ; *7 ; 名词H来表示，其中表数量的名词可以根据需要用复数形式。通常抽象名词

与物质名词都是不可数名词；同时，不可数名词之间的意义区别是名词重要的考点。

常见的不可数名词有：

!物质名词：#5/，5*77//，&*32，9$’&&，5%*-.，5%*-.#,9，#$*,，7**4，8$/’4 等。

"抽象名词：’41#5/，/62/$#/,5/，5*3$’9/，5.#%4.**4，4’$+,/&&，+,*(%/49/ 等。

450 I6! J/ ’%(’)& +//2 ! ! ! &2’$/ 2’2/$，#, 5’&/ (/ $’, *3-:（BC 年浙江卷）

D: -** 035.! ! ! !F: ’ ,308/$ *7! ! ! !>: 2%/,-) *7! ! ! ! G: ’ 9**4 0’,)
4786 ! >。-** 035. 修饰不可数名词，意为H 太多H，但不符合题意；’ ,308/$

*7，’ 9**4 0’,) 都是修饰可数名词；2%/,-) *7 可修饰不可数名词和可数名词，意为H 大

量，充足H。2’2/$ 在此是不可数名词，根据题意应选 >。

450 K6— J*3%4 )*3 %#+/ ! ! ! ，&#$？
— L*，-.’,+&: M .’1/ .’4 035.:
D: &*0/ 0*$/ *$’,9/& F: ’,) 0*$/ *$’,9/&
>: &*0/ 0*$/ *$’,9/ G: ’,) 0*$/ *$’,9/
4786 ! >。在表示建议或请求时用 &*0/；根据回答H M .’1/ .’4 035.H 中的

!



世上的女孩总以为自己是骄傲的公主，少数极丑和少数极聪明的女孩例外。

!"#$ 可以推断 %&’()* 在句中是不可数名词，作+橘汁+讲。所以答案为 ,。

-.!"#$%&’()"
可数名词复数表示类指时，多不用冠词。如：

/%%01 ’&* 2*&3 "1*4"5. 书籍是非常有用的。

67*1 ’&* 1$’&89*:)*: ;%%51 4%& #$%88<() =%%:. 斧头是砍木头的锋利工具。

*+, >- ? @2*&3=$*&* !’( $’1 #"; :%=( ? ? ? 4%&*1;1 <( %&:*& ;% )&%= #&%81，%& ;%
"1* ? ? ? =%%: ’1 4"*5 %& ’1 A"<5:<() !’;*&<’5.（BC 年重庆卷）

6. ;$*；;$* /. ;$*；D ,. D ；;$* E. D ；D
*./- ? ,。此题考查可数名词复数表示类指与不可数名词表示特指的用法。

根据句意+人类到处砍伐森林，为的是种植庄稼或把木材作为能源或建筑材料来使

用+，第一空因 4%&*1; 的复数形式表示类指，所以不用冠词；第二空 =%%: 是不可数名

词，在此表示被砍伐的木材，表示特指，需用定冠词。

F.012345!"$%#67
（G）有 些 名 词 只 有 复 数 形 式，而 且 也 只 作 复 数。常 见 的 有 ;&%"1*&1，;$’(01，

#5%;$*1，)%%:1 等。

（- ）有 些 名 词 形 式 为 复 数，却 用 作 单 数。 常 见 的 有 8$31<#1， 8%5<;<#1，
!’;$*!’;<#1 等。

（F）有些短语中的名词必须用复数形式。如：

A* <( $<)$ 18<&<;1 兴致勃勃 :% &*8’<&1 进行修理

4<7 %(*’1 *3*1 "8%( 关注；凝视 $’2* =%&:1 =<;$ 1A. 与某人争吵

89 -? !":;<
英语中名词的所有格构成如下：

=>34 ?,
单数名词后加’1 ’ A%3’1 1*’;，;$* 1;":*(;’1 A’)
以91 结尾的人名或复数名词后只加’，不

再加 1；否则加’1
,$’&5*1’$%!*，H*’#$*&1’E’3

表示时间、距离、机构、团体、地名以及可

拟人化的名词后加’1
;%:’3’1 (*=18’8*&，’( $%"&’1 =%&0，

,$<(’’1 <(:"1;&3
指 示 代 词 D 数 量 词（ ’， ;=%， 1%!*，

(%. . . ）I 名词 I %4 I 名词所有格

1%!* 4&<*(:1 %4 !3 4’;$*&’1，;$* 5*#;"&* %4
J&. K’()’1

@AB无生命的名词（能拟人化的名词除外）可用 %4 表示所属关系，如：;$* =<(:%=1
%4 ;$* #5’11&%%!，;$* ;%8 %4 ;$* !%"(;’<(

? ? 89CDB
G. 所修饰的名词为商店、住宅或其他处所时，名词常省略。如：’; ;$* :%#;%&’1

（#5<(<#）在诊所；;% !3 "(#5*’1（$%"1*）到我叔叔家；<( ;$* !’(’)*&’1（%44<#*）在经理办

公室。

!



! ! "# $%& ’( )&*(++(, #-%# ./0 1%$2 $/&*),(&$( )& % 3)$#/+. /3(+ ./0+ +)3%14 *+/5 #-(
*%$# #-%# ./0’+( )++)#%’1( %6%)&4# #-(57

87 表示并列名词9共有某物9 时，只在最后一个名词后加’4；如果表示9 各自所

有9关系时，则在每个名词后加’4。如：

:5(+)$% %&, ;&61%&,’4 <+/’1(5 美英两国共同的问题

:5(+)$%’4 %&, ;&61%&,’4 <+/’1(54 美英两国各自的问题

!"# =$! >-( 3)11%6( )4 *%+ %?%. *+/5 -(+( )&,((,7 "#’4 ! ! ! ?%127
:7 % */0+ -/0+ @7 % */0+ -/0+’4 A7 % */0+B-/0+4 C7 % */0+ -/0+4’
!%&$ ! C。该题考查表示时间的名词的所有格。在非复合形容词中，中心名

词应用复数，故 :、@ 两项错误；在复合形容词中，中心名词应用单数，故 A 也不正确。

因此正确答案为 C。

!"# 8$ ! —C/(4 #-( -/#(1 ’(1/&6 #/ D5)#- %&, E/-&？

—F/，)#’4 ! ! ! 7
:7 #-( >0+&(+’4 @7 >/5’4 ’+/#-(+
A7 >/5 %&, E%$2’4 C7 >/5’4 %&, E%$2’4
!%&$ ! A。根据上下文语境可知该题中的 -/#(1 为 >/5 和 E%$2 共同所有。故

答案为 A。

!"# G$ ! " 6/# % &(? ’)$.$1( %4 % ’)+#-,%. 6)*# 4(&# ’. ! ! ! 7
:7 % *+)(&, /* 5. *%#-(+ @7 5. *%#-(+ *+)(&,
A7 5. *%#-(+ *+)(&,’4 C7 % *+)(&, /* 5. *%#-(+’4
!%&$ ! C。当一个名词前有表示数量的词 %，#?/，4/5( 等修饰时，可用9 数量

词 H 名词 H /* H 名词所有格9构成双重所有格。故选 C。

’( G! )*+,-
=7.)*+,-/0123)*456789:;<=>

（=）表示中心词的用途或职能，如：% $/**(( $0< 一个咖啡杯

（8）表示发生或使用时间，如：%*#(+&//& #(% 下午茶

（G）表示事物整体，如：#-( $1%44+//5 ,//+ 教室的门

（I）表示性别或身份，如：% *(5%1( (1(<-%&# 母象

（J）表示性质和类别，如：#-( <%<(+ #)6(+ 纸老虎

87+,-?)*@.ABCD4E@FG>
（=）5%& 和 ?/5%& 这两个词比较特殊，用单数还是复数取决于被它们所修饰的

名词。如：% 5%& ,/$#/+ 一位男大夫；#?/ 5(& ,/$#/+4 两位男大夫。但 6)+1 与 ’/. 作定

语仍用单数形式，如：5%&. ’/. 4#0,(&#4 许多男生。

（8）有少数名词用其复数形式作定语。如：% $1/#-(4 4-/< 一个服装店；% 4</+#4 5%& 一

位运动员。

（G）少数以B4 结尾的单词作定语。如：% 5%#-4 K <-.4)$4 K </1)#)$4 #(%$-(+ 数学 K 物
理 K 政治老师。

!"# =$ ! L( ,+/<<(, #-( ! ! ! %&, ’+/2( )#7
:7 $0< /* $/**(( @7 $/**((’4 $0< A7 $0< */+ $/**(( C7 $/**(( $0<

!



如果敌人让你生气，那说明你还没有胜他们的把握。

!"#$ ! "。根据句意打碎的是# 咖啡杯#，$%&&’’ 作定语表示杯子的用途，答案

为 "。

!%& ($ ! )*’+’ ,+’ %-./ 01% ! ! ! ,22320,-02 3- 0*,0 ! ! ! 2*%45
65 1%7,-；2*%’ 85 1%7’-；2*%’ 95 1%7,-；2*%’2’ "5 1%7’-；2*%’2’
!"#$ ! 8。1%7,- 作定语修饰的名词 ,22320,-02 是复数，所以 1%7,- 要用复数

形式；2*%’ 作定语时用单数，表示店的类别。

’( :! )*+,-./
;5)*+,01.234546,789:0;<.2:=>?6,@AB6

,7C89#0DE0FE0GE0HE0I#JK
!%& ;$ ! —< =-%$=’> %?’+ 7/ $%&&’’ $@45 <0 1’-0 +3A*0 %?’+ ! ! ! =’/B%,+>5
—C%@ 2*%@.>-’0 4@0 >+3-=2 -’,+ ! ! ! $%74@0’+5（DE 年北京卷）

65 0*’；F 85 0*’；, 95 ,；F "5 ,；,
!"#$ ! 8。第一句表示说话者将自己的咖啡杯弄翻在自己使用的键盘上，是

表示特指；第二句答语是表示一种建议# 不应该将饮料放在电脑旁#，用不定冠词表

示泛指。

(5LMNOPQRS./T
（;）指某人或某物，但不具体说明何人或何物。如：

6 G+5 H3 $,7’ 0% 2’’ /%@ /’20’+>,/5 昨天一位李先生来看望你。（不知那位李先

生是谁）

!%& ($ ! —< =-’1 ! ! ! I%*- H’--%-，B@0 -%0 ! ! ! &,7%@2 %-’5
65 F ；, 85 ,；0*’ 95 F ；0*’ "5 0*’；,
!"#$ ! 8。由句意# 我认识一个叫 I%*- H’--%- 的人，但不是那个很有名的

I%*- H’--%-#可知，第一空应用不定冠词 ,，表示泛指一个名为 I%*- H’--%- 的人，第二

空用定冠词 0*’，特指那个很有名的 I%*- H’--%-。

（(）三餐名词、表示独一无二的名词和专有名词前有形容词修饰时，用不定冠

词。如：< %-./ 1,-0 , 27,.. 2@44’+5 晚饭我只想吃一点东西。

!%& J$ ! <0 32 ! ! ! 1%+.> %& 1%->’+2，! ! ! 1%+.> 1*’+’ ,-/0*3-A $,- *,44’-5
65 ,；0*’ 85 ,；, 95 0*’；, "5 F ；F
!"#$ ! 8。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事物前一般用定冠词，但当此事物有定语修饰

时，用不定冠词；第二空后的 1%+.> 是前一个 1%+.> 的同位语，旨在进一步强调和说明。

（J）有时在星期、月份和日期前加不定冠词，表示一种泛指。如：%- , K+3>,/ 在一

个礼拜五；, ?’+/ 1’0 64+3. 一个雨水很多的四月。

（:）有时在序数词前加不定冠词，表示#再次# #又一个#。如：

)*’- , 2’$%-> 7,- +%2’ 0% 24’,=5 接着又一个人起来发言。

（L）用于短语搭配中。如：*,?’ F 0,=’ , +’20 休息一会儿；$%7’ 0% ,- ’-> 结束；>+%4
2B5 , .3-’ 给某人写信等。

!%& :$! 6&0’+ >3--’+ *’ A,?’ G+5 M3$*,+>2%- ! ! ! +3>’ 0% ! ! ! 9,430,. 63+4%+05

!"



! ! "#$% &’(& )$* +$*,- ./& (0.#) +1&’ )$*# 2#1/0-3，+/ 4(0 4$04,*-/ )$* 3&1,, 4(#/
(5$*& &’/ 2#1/0-3’16 5/&+//0 )$*7

87 &’/；( 97 (；&’/ :7 ; ；( <7 ; ；&’/
!"#$ ! 9。.1=/ 357 ( #1-/> 送某人一程> 为固定短语；第二空是普通名词构成

的专有名词，其前应该用定冠词。

%& ?! ’()*+,
@7’()-+./01)234567389’()*:;+,< 如：

A/ /0B$)/- &’/ 5/(*&) $2 0(&*#/7 我们欣赏大自然的美。

!=> @$ ! C D0$+ )$* -$0’& ,1D/ ! ! ! %*314 =/#) %*4’7 9*& +’(& -$ )$* &’10D $2
! ! ! %*314 10 &’/ 21,% +/ 3(+ )/3&/#-()？（EF 年全国卷!）

87 ; ；; 97 &’/；&’/ :7 &’/；; <7 ; ；&’/
!"#$ ! <。%*314 是不可数名词，第一空不用冠词表示泛指；第二空的 %*314 后

有介词短语修饰，表示特指，所以用定冠词。

G7?@3’()A0BC+,D
（@）用在某些可数名词单数前，用来指出事物的整体（ 总称）与其他事物的区别。

如：H’/ &/,/6’$0/ +(3 10=/0&/- 5) 9/,,7 电话是贝尔发明的。

（G）用在表示某国人的名词前，表示这个国家的人。如：&’/ :’10/3/ 中国人；&’/
I0.,13’ 英国人；用在某些形容词前，表示某一类人（表示复数）。如：&’/ #14’ 富人；&’/
6$$# 穷人；&’/ 5,10- 盲人；&’/ 3&#$0. 强者；&’/ +/(D 弱者等。

（J）在序数词、形容词最高级及形容词 $0,)（ 惟一的），=/#)（ 正是那个），3(%/（ 同

样的）等前面加定冠词 &’/。如：

C& %*3& 5/ &’/ $0,) %$-/#0 ’$*3/ 10 &’/ -13&#14&7 这一定是本地区惟一的一所现代化

住宅。

!=> G$ ! K(0) 6/$6,/ ’$,- &’/ =1/+ &’(& ! ! ! 6#13$0 130’& ! ! ! $0,) 4*#/ 2$#
,(+L5#/(D/#37

87 (；&’/ 97 ; ；&’/ :7 &’/；&’/ <7 &’/；(
!"#$ ! 9。6#13$0 在此表示该概念而不是某一特定的事物，因此不用冠词；形

容词 $0,) 前应用定冠词 &’/，表示>惟一的一个>。

（M）在表示独一无二的名词和表示方位、方向的名词前要用定冠词 &’/。如：&’/
/(#&’ 地球；&’/ 3D) 天空；&’/ *01=/#3/ 宇宙；&’/ +$#,- 世界等。

（?）在江河、海洋、山脉、群岛、沙漠、海峡、海湾等专有名词前要用定冠词 &’/。

如：&’/ N/,,$+ O1=/# 黄河；&’/ P(41214 太平洋；&’/ O/- Q/( 红海等。

（F）在含有普通名词的专有名词前和表示某机关团体、阶级、党派等组织或机构

的名称前及某些国名、报纸、会议、条约前要用定冠词 &’/。如：

&’/ R01&/- S10.-$% 联合王国；&’/ T$*3/ $2 :$%%$03（英国）下议院

!=> J$ ! 844$#-10. &$ ! ! ! A$#,- T/(,&’ U#.(01V(&1$0，’/(,&’ 4(#/ 6,(03 (#/
0//-/- 10 (,, 51. 41&1/3 &$ 6#/=/0& ! ! ! 36#/(- $2 8C<Q7（EF 年陕西卷）

87 &’/；; 97 &’/；&’/ :7 (；( <7 ; ；&’/
!"#$ ! 9。普通名词构成的专有名词前要用定冠词，所以第一空用 &’/；第二

!!



如果朋友让你生气，那说明你仍然在意与他们之间的友情。

空 !"#$%& 后有介词短语限制，特指’艾滋病的传播’，所以也必须用定冠词。

（(）用在作为课程或演奏的乐器名称前用定冠词 )*$。但是，在中国乐器前不加

)*$。如：+*$ ",%-! )*$ ".%/0 1 2.0,./ 3$,,4 她钢琴 1 小提琴演奏得很好。

（5）在姓氏的复数形式前加定冠词 )*$ 表示’ 一家人’。如：)*$ 6,%78! 布莱克

一家人。

（9）在’主语 : 动词 : 宾语 : 介词 : )*$ : 身体部位名词’ 的固定句型中，要特别

注意不能用物主代词替代定冠词，句中常用动词有 "%)，!)#.8$，;$%)，*.)，7%)7*，"<)，
)%8$ 等。如：=$ "%))$& >$ 0/ )*$ ;%784 他拍了拍我的后背。

（?@）用于逢十的年代前，表示某世纪中的几十年代。如：./ )*$ ?95@! 在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

（??）用于短语搭配中。如：./ )*$ $/& 最后；70>$ )0 )*$ "0./) 谈到正题；0/ )*$
70/)#%#- 相反等。

!" AB #$%&’()
?4 可数名词复数表示泛指以及抽象名词和物质名词表示一般概念时，通常不用

冠词。如：C%.,<#$ .! )*$ >0)*$# 0D !<77$!!4 失败是成功之母。

E4 三餐、球类运动、娱乐名称、节日、星期、月份和日期前一般不用冠词，季节名词

前用不用 )*$ 意思没有什么区别。如：

F*%) &0 -0< *%2$ D0# ;#$%8D%!)？你早饭吃什么？

F*$/（ )*$）3./)$# 70>$!，$2$#-)*./G ;$G./! )0 G#034 春天到，万物复苏。

H4 在学科、语言、称呼语、大部分疾病名称和表头衔的名词（ 作表语、同位语或补

足语）前，不用冠词。如：

I )*./8 >%)*! .! >0#$ &.DD.7<,) )*%/ "*-!.7!4 我认为数学比物理难。

J4 >%/ 和 30>%/ 的单数表示泛指时，可以不用冠词。如：

K%/ .! )%,,$# )*%/ 30>%/4 男人比女人高。

*+,在现代英语中，一般说 % >%/，% 30>%/ 或 >$/，30>$/。

L4 在 )<#/，G0（作’变成’讲）后作表语的名词，不用冠词。如：

=$ 3%! % >$&.7%, !)<&$/) ;$D0#$ *$ )<#/$& 3#.)$#4 他在成为作家之前是名学医

的学生。

A4 在 %!，)*0<G* 倒装分句中，名词前不用冠词。如：

M*.,& %! 1 )*0<G* N0> .!，-0< 7%/’) D00, *.>4 像汤姆这样的孩子，你不能欺骗他。

(4 在专有名词（洲名、人名、城市名、街道名、港口名、火车站名、公园名、机关及院

校名）之前，一般不用冠词。如：O!.% 亚洲；K%#- 玛丽；+*%/G*%. 上海；F%,, +)#$$) 华尔

街；P$%#, =%#;0# 珍珠港等。

54 在一些固定短语中。如：%) /.G*) 在夜里；%) *0>$ 在家；&%- %D)$# &%- 日复一日；

G0 )0 7*<#7* 去做礼拜等。

-./ ?0 B I ,.8$ B B B *.!)0#-4 I %> !)<&-./G B B B *.!)0#- 0D M*./%4
O4 1 ；% 64 )*$；1 M4 1 ；)*$ Q4 %；1

!"



! ! "#$%& ’() *)&+, $- .’/0)’/1&* 2$1# 1#& )&+%$13，3’( +%2+3- 0&&% 4+$/0(%5 6(-1 1)+,7
4%& ’/ 1#& 4+$/，’) 3’(’%% 8& 8&+1 *’2/ 83 $15

!"#$ ! 9。表示学科的名词前不用冠词，因此第一空不用冠词；当 #$-1’)3 有限

定词修饰表示具体的某一段历史时，要用定冠词 1#& 表示特指，1#& #$-1’)3 ’0 9#$/+ 即:
中国历史:。

!%& ;$ ! <( 6$/1+’，! ! ! 4)&-$*&/1 ’0 9#$/+，$- ,&&1$/= ! ! ! >)&-$*&/1 ’0
1#& ?/$1&* @1+1&- 1’,’))’25

A5 +；+ B5 1#&；1#& 95 C ；1#& D5 C ；C
!"#$ ! 9。该题中第一个 4)&-$*&/1 前不用冠词，作 <( 6$/1+’ 的同位语；第二个

4)&-$*&/1 作宾语，其后有 ’0 短语修饰，因此要用定冠词 1#& 表示特指。故答案为 9。

’( E! )*+,-./01,
英语中有一类名词一般情况下是不可数名词，但当它们被赋予了具体的含义后，

可看作可数名词。这些名词没有复数形式，一般与不定冠词连用，意为: 一个（ 件、

次）⋯⋯的人或事:。这就是我们说的: 抽象名词具体化:。如：+ *+/=&) 一件危险的

事或一个危险的人；+ 0+$%()& 一件失败的事或一个失败的人；+ ,(-1 一件必要的事

或物。

234E5 抽象名词如有形容词修饰或表示一个人或一件具体的事时，用不定冠

词。如：F1’- + 4%&+-()& 1’ 1+%G 2$1# 3’(5 跟你谈话真是愉快。

;5 抽象名词如表示特指仍要用定冠词 1#&。如：

"#+1 *’ 3’( 1#$/G ’0 1#& 2’)G？你对这工作有什么看法？

!%& E$ ! H/& 2+3 1’ (/*&)-1+/* 1#’(-+/*- ’0 /&2 2’)*- $- 1’ =+$/ ! ! ! =’’*
G/’2%&*=& ’0 8+-$. 2’)* 0’),+1$’/5

A5 C B5 1#& 95 + D5 ’/&
!"#$ ! 9。G/’2%&*=& 常用作不可数名词，但在此题中，其后有 ’0 短语修饰，表

示某一方面的知识，可与不定冠词连用，相当于 -’,&。

!%& ;$ ! "#&/ 3’( 0$/$-# )&+*$/= 1#& 8’’G，3’( 2$%% #+I& ! ! ! 8&11&) (/*&)7
-1+/*$/= ’0 ! ! ! %$0&5

A5 +；1#& B5 1#&；+ 95 C ；1#& D5 +；C
!"#$ ! D。(/*&)-1+/*$/= 本是不可数名词，在此受 ’0 短语和形容词 8&11&) 的修饰

而具体化了，所以用不定冠词 +；第二空 %$0& 是抽象名词，不用冠词表示泛指。故答案为D。

’( ;! 1,567389:
英语中，有些短语中有无冠词意义不同。如：83 *+3 在白天，83 1#& *+3 按天计

算；$/ .+-& ’0 以防，$/ 1#& .+-& ’0 就⋯⋯来说；$/ .#+)=& ’0 负责，管理，$/ 1#& .#+)=& ’0
由⋯⋯负责；$/ ’00$.& 执政，$/ 1#& ’00$.& 在办公室；$/ -$=#1（’0）看见，$/ 1#& -$=#1（’0）
在⋯⋯看来；=’ 1’ -&+ 当水手，=’ 1’ 1#& -&+ 到海边去等。

!%& E$! ! ! ! -$.G +/* ! ! ! 2’(/*&* +)& 1+G&/ =’’* .+)& ’0 $/ ! ! ! #’-4$1+%5

!"



! ! 当幻想和现实相冲突时，总是很痛苦的。要么你被痛苦击倒，要么你把痛苦

踩在脚下。

"# "；$；$ %# & ；& ；& ’# ()*；+)*；+)* ,# ()*；+)*；&
!"#$ ! ,。- +)* . 形容词- 表示一类人，所以前面两个空用定冠词；/0 )123/+$4

意为-住院-，符合语意-病人和伤者在住院期间受到很好地照顾-。/0 +)* )123/+$4 意

为-在医院-，不符合题意。

!%& 5$ ! ()/2 6117 +*442 ! ! ! 4/8* 2+19: 18 ;1)0 <=/+)，>)1 4*8+ ! ! ! 2?)114
$0@ >197*@ 819 $ 0*>23$3*9 $+ +)* $A* 18 BC#

"# +)*；+)* %# $；+)* ’# +)*；& ,# $；&
!"#$ ! ’。该题中 4/8* 2+19: 后有 18 短语修饰，所以第一空用定冠词表示特指；

第二空考查 4*$D* 2?)114 与 4*$D* +)* 2?)114 的区别，4*$D* 2?)114 意为- 毕业，离校-，

4*$D* +)* 2?)114 意为-离开学校-，可能是暂时的。根据句意可知 4*$D* 2?)114 符合此

题语境。

’( E! )*+,-.,/0123
不定冠词 $ 用于辅音音素前，如：$ 9*@ $334*；$ )1F2*；$ 2+F@*0+；$ CG:*$9G14@ 61:

等；$0 用于元音音素前，如：$0 $334*；$0 )1F9；$0 *AA；$0 HG:*$9G14@ 61: 等。

要特别注意的是，用 $ 还是 $0，不是看其后的单词是否是以元音字母开头，而是

看该单词的读音是否是以元音音素开始。如：在 $ F2*8F4 6117 中，F2*8F4 虽然是以元

音字母 F 开头，但其读音却以辅音音素［ I］开头，所以须用 $。

!%& B$ ! ! ! ! A/94 =$7/0A ! ! ! FA4: 8$?* /2 ! ! ! JF913*$0#
"# ()*；$0；$ %# ()*；$；$0 ’# "；+)*；$ ,# ()*；$0；$0
!"#$ ! "。名词 A/94 后有动词G/0A 短语修饰，表示特指，用 +)*；第二空应用不

定冠词，泛指-做鬼脸-，由于 FA4: 的读音是以元音音素［#］开头，所以要用 $0；第三空

JF913*$0 虽然以是元音字母 J 开始，但读音是以辅音音素［ I］开头，所以用 $。

!%& 5$ ! K92# ($:419 )$2 ! ! ! HG:*$9G14@ @$FA)+*9 >)1 )$2 ! ! ! A/8+ 819
3$/0+/0A — 2)* )$2 >10 +>1 0$+/10$4 39/L*2#

"# $；$ %# $0；+)* ’# $0；$ ,# +)*；$
!"#$ ! ’。第一空用不定冠词表示泛指，HG:*$9G14@ 的读音是以元音音素［ */］

开头，所以用 $0；第二空 )$D* $ A/8+ 819 为固定搭配，意为-对⋯⋯有天赋-。

’( M! 4567.,-89
特殊群体名词主要指集体名词。英语中的集体名词的-数-有三种情况：

B# -:;<=-1.,> 这类集体名词作主语时，谓语动词用复数。如：?$++4* 牛；

314/?* 警察；3*134* 人们（3*134*2 表示- 各民族-）；:1F+) 青年人（ :1F+)2 表示-男青年

们-）；8147 人们，平民百姓（总称）等。

5# -:;<;-1.,> 这类集体名词作主语时，谓语动词用单数。如：6$AA$A* &
4FAA$A* 行李；?41+)/0A 衣服；8F90/+F9* 家具；=$?)/0*9: 机器；=$0 & =$07/0@ 人类等。

E#?@A7.,BC7DEFG;HIJBKLLMNIEFG=HIFO:P)
Q> 如：8$=/4: 家；A1D*90=*0+ 政府；A91F3 组；+*$= 队；?4$22 班级；$F@/*0?* 听众等。

!"



! ! "#$%$ &’ ’()$(*$ +#,+ &’ -()&*. (% /,’’&*. ,0,1 &* 1(2% 3&4$ ,%(2*5 +#$ -3(-6，’(
1(2 ),1 3(’$ ’&.#+ (4 +#(’$ ’$$*，,*5 4(%.$+ +#(’$ %$)$)7$%$58

!"# 9$ ! —! ! ! #&’ 4,)&31 7&.？

—:(，72+ #&’ 4,)&31 ! ! ! 0(*5$%4238 "#$1 ,%$ ,30,1’ %$,51 +( #$3/ (+#$%’8
;8 <’；,%$ =8 ;%$；&’ >8 <’；&’ ?8 ;%$；,%$
!%&$ ! ;。根据上下文的含义可知第一空用单数表示整体；第二空用复数表

示其家庭成员。故答案为 ;。

!"# @$ ! A()$ 4(36 ! ! ! *$B$% ! ! ! 0&+# +#$ /%$’$*+ ’&+2,+&(*8
;8 &’；’,+&’41&*. =8 ,%$；’,+&’4&$5 >8 ,%$；’,+&’41&*. ?8 &’；’,+&’4&$5
!%&$ ! =。4(36 是C形单义复C的集体名词，作主语时谓语动词用复数；7$ ’,+&’D

4&$5 0&+# 是固定搭配，意为C对⋯⋯满意C。

’( E! )*+,-./012&
对同义词和近义词的考查也是高考中的一个重点。我们平时要在阅读和运用中

领悟词义，体会它们在不同语境中的细微差别。

!"# 9$ ! "( ),6$ )$)7$%’ (4 , +$,) /$%4(%) 7$++$%，+#$ +%,&*$% 4&%’+ (4 ,33 #,’ +(
6*(0 +#$&% ! ! ! ,*5 0$,6*$’’$’8（FG 年湖北卷）

;8 ’+%$*.+#’ =8 7$*$4&+’ >8 +$-#*&H2$’ ?8 B,32$’
!%&$ ! ;。’+%$*.+#C力量，实力C；7$*$4&+C利益，好处C；+$-#*&H2$C技术，技巧，

手法C；B,32$C价值，实用性C。选项 ; 符合句意：为了让每个组员更好地完成任务，

教练首先得知道他们的实力和弱点。

!"# @$ ! ;+ +#$ )$$+&*. +#$1 5&’-2’’$5 +#%$$ 5&44$%$*+ ! ! ! +( +#$ ’+251 (4 ),+#D
$),+&-’8（FG 年湖北卷）

;8 ,//%(,-#$’ =8 )$,*’ >8 )$+#(5’ ?8 0,1’
!%&$ ! ;。该题考查四个表示C方法C的名词的辨析。,//%(,-# 意为C 途径，方

法，步骤C，常与介词 +( 连用，表示待人接物或思考问题的C方法，途径C；)$,*’ 单复数

同形，意为C方法，手段，工具C，指与C目的C相对立而存在着的C手段C，尤指采用整套

的方法，也可指使用某些工具、材料，乘坐某种交通工具等；)$+#(5 所表示的C 方法C
可以指做某件事的具体步骤或程序，也可以指抽象概念C 条理C；0,1 概念最广泛，在

口语中更常见，既可指具体的方法，也可指抽象的方式；既可指一般的方法，也可指个

人独特的方式。根据题意，C数学学习的方法C需要思考，所以选 ;。

98 I$ 0,36$5 2/ +( ! ! ! -2/7(,%5 *$,% +#$ 0,33 ,*5 %$,-#$5 (2+ 4(% ! ! ! ’$-(*5
+27$8
;8 +#$；J =8 +#$；, >8 ,；, ?8 +#$；+#$

@8 ;’ &’ 6*(0* +( 2’，! ! ! 3&4$ &* +#$ )(5$%* 0(%35 &’ $,’&$% &* ’()$ 0,1’ +#,* ! ! !
3&4$ (2% .%,*5/,%$*+’ 3&B$58
;8 +#$；+#$ =8 ,；+#$ >8 J ；+#$ ?8 +#$；,

K8 ;--(2*+&*. &’ 5$’-%&7$5 ,’ ! ! ! ’-&$*-$ (4 -3,’’&41&*.，%$-(%5&*.，,*5 %$/(%+&*. ! ! !

!"



生命中，不断地有人进入或离开。于是，看见的，看不见了；记住的，遗忘了。

!"#$%&’(& )!(’(*!’+ ,-,(&./
0/ ’；&1, 2/ ’；3 4/ 3 ；3 5/ 3 ；&1,

6/ —5$ 7$8 &1!(9 ’( ’:-,%&!.,",(& !. ; ; ; 1,+# <1,( 7$8 +$$9 )$% ’ (,< =$>？

—?,++，!& ’++ :,#,(:./ 0(7<’7，!& @!-,. ", "$%, $) ; ; ; *1’(*, &$ &%7/
0/ ’；’ 2/ &1,；&1, 4/ ’；&1, 5/ 3 ；3

A/ —?1’& 1’. 1’##,(,: 1,%,？

—B1,%, <’. ; ; ; ’**!:,(& 1,%, ’>$8& ’( 1$8% ’@$/ ; ; ; *’% 1!& ’ &%,, ’(: ; ; ;
:%!-,% <’. 9!++,:/
0/ &1,；0；&1, 2/ ’(；0；&1, 4/ ’(；B1,；’ 5/ &1,；B1,；’

C/ 41’%+,+7 D’9+,7，; ; ; E20 .&’%，1’.(’& +$.& ; ; ; @’", !( &1, #’.& "$(&1/
0/ ’(；’ 2/ ’；&1, 4/ &1,；’ 5/ ’(；&1,

F/ E$<’:’7.，; ; ; "$>!+, #1$(, !. ; ; ; #$#8+’% ",’(. $) *$""8(!*’&!$(/
0/ &1,；’ 2/ ’；3 4/ &1,；&1, 5/ ’；’

G/ B,: *$8+:(’& %,",">,% &1, ,H’*& :’&, $) &1, 18%%!*’(,，>8& 1, 9(,< !& <’. ; ; ; I8(J
:’7 >,*’8., ,-,%7>$:7 <’. ’& ; ; ; *18%*1/
0/ 3 ；&1, 2/ ’；3 4/ &1,；’ 5/ 3 ；3

K/ B1, #’%&7 <’. ; ; ; .8**,../ ?, .’(@ ’(: :’(*,: 8(&!+ !& *’", &$ ; ; ; ,(: ’& "!:J
(!@1&/
0/ ’；’( 2/ ’；&1, 4/ &1,；’( 5/ 3 ；’(

LM/ B1, ; ; ; $) &1, .$8&1’. <,’&1,% !. &1’& !& !. %’!(7 !( .#%!(@ ’(: <’%" !( <!(&,%/
0/ *1’%’*&,% 2/ *1’%’*&,%!.&!* 4/ #’%&!*8+’% 5/ #’%&!*8+’%!&7

LL/ N$8 .1$8+: &1%$< &1,., $+: "’@’O!(,. ’(: (,<.#’#,%. !(&$ ; ; ; /
0/ &1, #’#,%. >’.9,& 2/ ’ #’#,% >’.9,&
4/ #’#,%. >’.9,& 5/ #’#,% >’.9,&

LP/ Q( &1, ’)&,%J*+’.. ’*&!-!&!,.，&1, .&8:,(&. 1’: #+,(&7 $) ; ; ; ’(: @’!(,: ’ +$& $) #%’*J
&!*’+ ; ; ; /
0/ ,H#,%!,(*,；,H#,%!,(*,. 2/ #%’*&!*,.；,H#,%!,(*,
4/ #%’*&!*,；,H#,%!,(*, 5/ ,H,%*!.,；9($<+,:@,.

LR/ — S,++$，T’*9，<1,%, <,%, 7$8 +’.& (!@1&？
— ; ; ; / ?, <,%, &’+9!(@ ’>$8& &1, :!.’.&,% 1’##,(,: !( &1, :’7/
0/ 0& &1, U$>,%&.’ 2/ B$ &1, U$>,%&. 4/ B$ U$>,%&. 5/ 0& &1, U$>,%&.

L6/ S, !. #%$-!:,: <!&1 ; ; ; / S, (,,:. -’%!$8. ; ; ; /
0/ )$$:；)$$: 2/ )$$:；)$$:. 4/ )$$:.；)$$:. 5/ )$$:.；)$$:

LA/ — D1，7$8 +$$9 -,%7 #%,&&7！

— B1’(9 7$8，>8& Q 1’-, ; ; ; /
0/ ’ +!&&+, <1!&, 1’!% 2/ .$", <1!&, 1’!%.
4/ "8*1 <1!&, 1’!% 5/ V8!&, ’ ),< <1!&, 1’!%

!"



! ! "#$%$ &’ ()&* )*+ ,-’’ &* .-/% ,&0$，’- .-/ 1). 2)32# ’&(#3 -0 3#-’$ /*’$$*，)*+ %$4
1$15$% 3#-’$ 0-%(-33$*6

76 8。2/95-)%+ 后有介词短语 *$)% 3#$ :),, 修饰，所以应用定冠词表示特指；根据句意

;他走向靠墙的那个柜子，伸手又取了一个试管; 可知 ’$2-*+ 不是表示顺序，所以

用 ) 表示;又一;。

<6 =。第一空用 ) 泛指;生活;，第二空后的 ,&0$ 受到定语从句的修饰，所以要用定冠

词表示特指。

>6 8。’2&$*2$ 本是不可数名词，但在该题中被介词短语修饰，用不定冠词表示; 会计

学是一门分类、记录的科学;；第二空表泛指，不用冠词。

?6 @。根据上下文语境可以知道，句中的两个名词 #$,9 和 2#)*2$ 都用作可数名词，表

示泛指，所以应用不定冠词。

A6 8。根据句意第一、第二空均为泛指，没有特指; 哪起事故或哪一辆车;，所以用不

定冠词；第三空则特指出事的司机，应用定冠词 3#$。

B6 @。’3)% 和 ()1$ 都是可数名词，根据语境，第一空表示泛指，C8@ 中 C 的发音以元

音音素开头，所以用不定冠词 )*；后半句意为;未失一局;，应用不定冠词表泛指。

D6 @。1-5&,$ 9#-*$ 为发明物，前面常用定冠词；1$)*’ 单复数同形，在此泛指; 一种流

行的通讯方式;，应用不定冠词。

E6 8。第一空用不定冠词 ) 表示; 某一;；第二空 )3 2#/%2# 为固定短语，意 为; 做

礼拜;。

F6 @。根据句意，抽象名词 ’/22$’’ 在此具体化，与不定冠词 ) 连用，表示;一次成功的

晚会;；2-1$ 3- )* $*+ 为固定短语，意为;结束;。

7G6 8。2#)%)23$% 意为;与其他不同的特点、特征（的总和）;；2#)%)23$%&’3&2 意为; 特征，

特性，特色;；9)%3&2/,)% 意为;细节，突出之处;；9)%3&2/,)%&3. 指; 奇异或不寻常的东

西，特殊性;，作;特征;解时，应该用复数形式。这里显然是指南方天气的特征，

是自身的一大特色，因此，正确答案为 8 项。

776 8。名词作定语用单数形式；又因为 5)’H$3 为可数名词单数，所以应用不定冠词表

示泛指。

7<6 =。此题考查名词是否可数。9%)23&2$ 和 H*-:,$+($ 都是不可数名词，可以排除 8、

I；$J9$%&$*2$ 既可作可数名词;经历;讲，也可作不可数名词; 经验; 讲。根据句意

此处应为;经验;，是不可数名词。故正确答案为 =。

7>6 @。; 3- K 地点; 表示; 到 L 去过⋯⋯;，不合语境；3#$ 与姓氏的复数形式连用，表示

;夫妇或一家人;；这里是指 3#$ M-5$%3’ 的家，应用名词所有格形式。当所修饰的

名词为住宅或其他处所时，名词所有格后的名词常省略。

7?6 8。根据句意;向他提供食物，他需要各种各样的食物; 可知第一空用 0--+ 泛指食

物，第二空用 0--+ 的复数 0--+’，表示各种各样的;食物;。

7A6 8。#)&% 作为不可数名词指头发整体；作为可数名词用时，指几根头发。

!"



生命中，不时的有得有失。于是，看不见的，看见了；遗忘的，记住了。

专题二! 动词和动词短语

对动词和动词短语的考查是高考的一大热点，在每年的高考中都会出现。主要

考查动词词义辨析、动词短语辨析、动词词义活用、部分动词的特殊用法等。

!" "! #$%&’()
"! "#$%&* "’’()* *+,$%&* ’+&* *,($%-+ .+,*,-.

（"）#$%&’ 意为(允许进入，接收（纳）(，及物动词，常和介词 ’)，&*’) 连用；有时指

在外界压力下不得不(承认(错误或事实。

（+）#,,)- 是日常用语，语气比 ./0%&’ 弱，有( 允许，准许( 之意，有消极的意味；常

用 #,,)- 123 ’) $) 1’43 和 #,,)- $)&*5 1’43 结构。

（6）./0%&’ 意为(允许(，语气较强，强调(正式认可，批准(，含有积极的意味。

./0虽然 #,,)- 和 ./0%&’ 在含义上有所差别，但在实际运用中二者常通用。

（7）,/’ 用于非正式场合，听起显得亲切，随便。但没有 ./0%&’ 和 #,,)- 客气、郑

重。不能用于被动语态。后接不带 ’) 的动词不定式作宾补。

（8）.0)%&1/ 作(答应、允诺(讲，表示主语答应自己要做某事。

123 "4 ! 9#0: -#*’/$ ’) ’0#;/, #0)<*$ ’4/ -)0,$ #,, 2: 4/01/,=，2<’ 4/0 .#0/*’1 $&$
*)’ ! ! ! 4/0 ’) $) 1)3（>? 年全国卷!）

@3 =)02&$ A3 #,,)- B3 =),,)- C3 #1D
! 15)4 ! A。根据句意(玛丽想自己周游世界，但她父母不让她这样(，A 项符

合语境，#,,)- 后接不定式作宾语补足语。

+! "#/%-+* *+,-0"#+* ,+1($$+2#* -033+-& .67.
（"）#$;&1/ 是一般用语，指某人以自己的切身经验提出有益的良言，以免发生意

外，不强调是否成功。

（+）./01<#$/ 意为(劝说，说服(，强调劝说成功。常用于 ./01<#$/ 123 ’) $) 1’43 或

./01<#$/ 123 &*’) $)&*5 1’43 。

（6）0/E)%%/*$ 表示(劝告(，与 #$;&1/ 同义，常与 #$;&1/ 换用。

（7）1<55/1’ 语气较为委婉，指提出建议、计划、想法让别人去思考、去做，但比较

踌躇，而且也不竭力坚持；后接动名词或从句（从句要用虚拟语气）。

123 +4 ! —F)- $) :)< ! ! ! -/ 5) ’) A/&G&*5 =)0 )<0 4),&$#:？

—H ’4&*D -/’$ 2/’’/0 =,: ’4/0/3 H’’1 %<E4 %)0/ E)%=)0’#2,/3
@3 &*1&1’ A3 -#*’ B3 1<..)1/ C3 1<55/1’

!"



!"#"$%&"’"((，)*"(+’% %&" ,+(""+ "-.(% /*$ (,$"？0.’’ %&" $"1"12"$") $"13.+ /*$ "#"$？

!"#$ 4 5。(,66"(% 表示7 建议7，后接的宾语从句谓语要用（ (&*,’) 8 ）动词

原形。

9! "##$%&% $##$%&% ’(#)*$(%$ +&’+
（:）3//";% 强调某事物对另一事物或某人的客观影响，其宾语是人时，通常指感情

或智力方面的影响。

（<）"//";% 在词形上容易与 3//";% 混淆。作名词用时，着重指影响所产生的结果、

效果等；作动词用时，意为7引起，产生，实现，完成7。

（9）.+/’,"+;" 指对某人的思想、观念、心理等内在的东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或

对某人的决定、行为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也可指某种自然的影响。.+/’,"+;" 可用作

名词或动词。

!() 9$ 4 —="3+’( 1*%&"$ ).") ’3(% +.6&%>
—!* ?*+)"$ &"$ (@.$.% &3( 2""+ 4 4 4 6$"3%’A>
B> "//";%") C> 3//";%") D> ;3,(") 5> .+/’,"+;")
!"#$ 4 C。句意是7珍妮的妈妈昨晚去世了7 7难怪她的情绪受到很大影响7，

根据语境指她母亲的去世对她的情感造成的客观影响，所以选 C 项。;3,(" 意为7 引

起，造成7；.+/’,"+;" 强调的是对人内在的东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与题意

不符。

E! "##,-.% ,##$-% /-,0’.$% 1*//)2 +*%+*+
（:）3//*$) 指为一定的目的而提供所需的东西。

（<）*//"$ 为一般用语，指某人由于礼貌或需要，主动向某人提供物品、意见、条件

等。常用 *//"$ (2> (%&> 或 *//"$ (%&> %* (2> 结构。

（9）@$*#.)" 主要指为某人、某物供应某物品，尤指生活必需品。常用 @$*#.)" (2>
?.%& (%&> 和 @$*#.)" (%&> /*$ (2> 句型。

（E）(,@@’A 为普通用语，常与介词 ?.%& 连用。常指提供不足或缺乏的东西。

!() E$ 4 F’) ’*#" %* 6* *+ %&" #*A36" %* G3&.%. ?.%& H*2.+，2,% F )*,2% ./ ?" ;*,’)
4 4 4 (*1"%&.+6 ’.I" %&3%>

B> 3//*$) C> *//"$ D> @"$1.% 5> (,@@’A
!"#$ 4 B。3//*$) (%&> 意为7负担得起7，符合题意7 我想同罗宾到塔希提岛去

航海，但我怀疑我们是否负担得起那样的开支7。其他选项不合题意，*//"$7 提供，出

价7；@"$1.%7允许7；(,@@’A7提供，供给7。

J! 3$%,4$% 5$&% 5,% 5-,6% &*-( +,-%,.+
（:）6$*? 强调逐渐变化的过程。

（<）2";*1"，6"% 通常表示事情已经完成，6"% 比较口语化，多强调结果或天气变

化；2";*1" 可用于人和事物，并与大部分不同类型的形容词连用，还可接名词（ 可与

冠词连用）。

（9）%,$+ 接名词时名词前的冠词省略，强调结果变化，与以前完全不同。

（E）6* 多指向坏的方面转变，可能是永久性或难以扭转的。

!() J$ 4 K*1"*+" ?&* ’3;I( (%3A.+6 @*?"$ 3+) @"$("#"$3+;" .( ,+’.I"’A %* 4 4 4

!"



然而，看不见的，是不是就等于不存在？记住的，是不是永远不会消失？

! "##$ %&’&!%()&%*（+, 年山东卷）

-* .!/& 0* 12%3 4* "&1 5* "%#6
!"#$ 7 -。.!/& 也有8 成为8 的意思，在此处指8 成为一名⋯⋯8。如：9: ;#2

6#%/ )!%$，;#2 6<== .!/& ! "##$ ’!<=#%* 如果你肯努力，你将会成为一个好水手。

,! "#$% %&’(% %#’$% )*+#’,% -.#*/ 0&’%(&0
（>）(21 指无意中造成的轻伤。

（?）)!%. 表示人受到的心理、健康、权利或事业上的损害，程度较轻。

（@）)2%1 为普通用语，既可指肉体上受到的伤害（可用 A!$=;，’=<")1=;，’&%<#2’=; 等

修饰），也可指精神上、感情上受到的伤害（可用 B&%; .2() C %!1)&% C $&&D=; 等修饰）。

（E）<3F2%& 比 )2%1 正式，主要指意外事故中损害健康、容貌等，强调功能的损失。

（G）6#23$ 指枪伤、刀伤、刺伤等皮肉之伤，是出血的、严重的伤，尤其指用武器有

意造成的伤口、伤疤或在战场上所受的伤，也可喻指人们精神上受到的创伤。

!)* ,$ 7 H</& $<$3’1 D=!; :##1A!== ;&’1&%$!; A&(!2’& )& )!$ 7 7 7 )<’ =&"*（+,
年全国卷!）

-* $!.!"&$ 0* )2%1 4* )<1 5* ’1%2(/
!"#$ 7 0。该题中8 伤了腿8 表示肉体上的伤害，所以用 )2%1。$!.!"& 指8 损

坏8，一般暗示损坏后价值或效益降低，这种损坏是部分性的，也可指身体、声誉的损

坏；)<1 指8打中8或8对准⋯⋯来打8，敲打或打击对方的某一点；’1%</& 通常表示8 打

一下，打若干下8的意思，不一定都是有意的。

I! 1&2% 13,&4% $&54% $,55 0+0
（>）’!; 强调说话的内容和连续性，一般用作及物动词，但不能接双宾语。

（?）’D&!/ 相当于汉语的8说话8，强调8说8的动作，一般用作不及物动词，但在表

示8说某种语言8时，’D&!/ 是及物动词。

（@）1!=/8说话8，至少在两个人之间进行，一般作不及物动词。

（E）1&==8告诉8，用作及物动词，后接双宾语。

!)* I$ 7 —J)!1 ’)#2=$ 9 $# :<%’1？（+, 年浙江卷）

—K)& <3’1%2(1<#3’ 7 7 7 1)!1 ;#2 ’)#2=$ .<L :=#2% 6<1) 6!1&% (!%&:2==; :<%’1*
-* "# 0* 1&== 4* 6%<1& 5* ’!;
!"#$ 7 5。该题空格后是 1)!1 引导的宾语从句。"# 是不及物动词，所以排除；

1&== 后接双宾语，也可排除；6%<1& 不接宾语从句。’!; 在此意为8显示，表明8。

,- ?7 ./012345678#
动词的固定搭配及使用辨析是每年高考中的重要考点。现将 +, 年各地高考题

中考查的动词短语进行归纳，请认真辨析它们之间的区别。

>! 6’,&49:0;<=>
A%&!/ 2D 分裂，结束，解散；A%&!/ #21 逃脱，逃出，（战争、火灾、疾病等）突然发生；

A%&!/ #: 除去（某人的）坏习惯；A%&!/ <31# 闯入，突然⋯⋯起来；A%&!/ <3 闯入，强行进

入，打断，插嘴；A%&!/ $#63 停止运行，坏掉，破坏，拆散，把⋯⋯分解；A%&!/ !6!; 逃走，

!"



! ! "#$%&’($ )*+ ),+ ,()$%$(- *.,/,-& 0),1) ,+ $*+,/& 1’(1$*/$2 .& )*.,-+，./3%%$2 .&
-,4$，*(2 $%’2$2 .& /*5,($++6

逃脱，摆脱，放弃；.%$*7 ’($’+ 8%’4,+$ 食言。

!"# 9$ ! :)$ 1’483-$% +&+-$4 ! ! ! +322$(/& 0),/$ )$ 0*+ +$*%1),(; <’% ,(<’%=
4*-,’( ’( -)$ >(-$%($-6（?@ 年辽宁卷）

A6 .%’7$ 2’0( B6 .%’7$ ’3- C6 .%’7$ 38 D6 .%’7$ ,(
!%&$ ! A。根据句意E 他在网上搜寻信息时，计算机系统突然坏了E，.%$*7

2’0( 坏掉，停止运行，符合句意。.%$*7 ’3- 爆发；.%$*7 38 分裂，结束，解散；.%$*7 ,(
闯入，打断。均不符合题意。

F! "#$$’()*+,-
;,#$（+’4$’($）* 1*// 给某人打电话；’( 1*// 随时待命的，待用的，随叫随到的；

1*// <’% 需要，要求；1*// 38 打电话，使回忆；1*// *- 访问（ 后接表示地点的名词或代

词）；1*// ’( G 38’( 约请，拜访（后接表示人的名词或代词）；1*// ,( 请⋯⋯来，收回；1*//
’<< 取消（某活动），下令停止（举动）。

!"# F$ ! A+ > ;%$0 38 ,( * +4*// -’0( *- -)$ <’’- ’< * 4’3(-*,(，-)$ #,+,- -’ -)$ #,/=
/*;$ ! ! ! +1$($+ ’< 4& 1),/2)’’26（?@ 年湖北卷）

A6 1*//$2 38 B6 1*//$2 <’% C6 1*//$2 ’( D6 1*//$2 ,(
!%&$ ! A。该题考查 1*// 构成的相关短语。1*// 38 打电话，使回忆，符合句意；

1*// <’% 需要，要求；1*// ’( G 38’( 约请，拜访（ 后接表示人的名词或代词）；1*// ,( 请

⋯⋯来，收回。

H! "%&’’()*+,-
1’4$ *1%’++ 留下⋯⋯的印象，偶然遇到；1’4$ *<-$% 跟在⋯⋯后面；1’4$ *%’3(2 I

1’4$ %’3(2 短暂访问（尤指某人的家），恢复知觉，再次出现；1’4$ *- 向⋯⋯袭击，考

虑；1’4$ .& 得到，短暂拜访；1’4$ 2’0( 下降，流传下来，下跌；1’4$ -)%’3;) 传来，履行

诺言；1’4$ -’ 涉及，达到，总共；1’4$ 38 -’ 达到（ 某点）；1’4$ 38 0,-) 赶上，想出（ 计

划、答案等）；1’4$ 38’( 偶遇，偶然发现。

!"# H$ ! >-’+ */%$*2& 9? ’’1/’176 > 0’(2$% )’0 ,- ! ! ! -)*- +)$ 0*+ -0’ )’3%+
/*-$ ’( +31) * +)’%- -%,86（?@ 年湖北卷）

A6 1*4$ ’#$% B6 1*4$ ’3- C6 1*4$ *.’3- D6 1*4$ 38
!%&$ ! C。1’4$ ’#$% 顺便来访；1’4$ ’3- 出去，（ 照片）冲洗，泄漏，褪色；1’4$

*.’3- 发生；1’4$ 38 走近，被提及。根据句意E已经 9? 点了，我很奇怪，她怎么会在这

么短的旅程中迟到两个小时E，选项 C 正确。

!"# J$ ! —K’3% 2’//*%+ * 8*,%？> -),(7 ,-’+ * .,- -’’ 431)6
—>< &’3 .3& -)%$$ 8*,%+，-)$ 8%,1$ <’% $*1) 0,// ! ! ! -’ -)%$$ <,<-&6（?@ 年安徽卷）

A6 1’4$ 2’0( B6 -*7$ 2’0( C6 -3%( ’#$% D6 ;’ ’#$%
!%&$ ! A。上句说E四美元一双？我认为有点贵E，用 1’4$ 2’0(（ 价格）降下

来，符合答语E如果你买三双，每双的价格将下降到三点五美元E。-*7$ 2’0( 拿下，记

下，拆卸；-3%( ’#$% 周转，移交给，反复考虑；;’ ’#$% 仔细检查，复习。

J! ()’’()*+,-
2,$ *0*&（声音、光、风等）逐渐消失；2,$ 2’0(（ 慢慢地）熄灭，平静下来；2,$ <%’4

!"



! ! 每个人都有潜在的能力，只是很容易被习惯所掩盖，被时间所淡化，被惰性

所消磨。

死于（常表示因外部、偶然原因而死，也可表示因疾病而死）；"#$ %& 死于（ 表示由于内

部原因、疾病而死）；"#$ %&& 相继死去；"#$ %’( 灭绝，绝种。

!"# )$ ! *+(,%’-, (,$ .#/" ,01 ! ! ! ，(,$ 20#/ 2$30#/1 1($0"45 6% 4%’ 1(#++ /$$"
0 20#/7%0(5（89 年湖北卷）

*5 (’2/$" ’: ;5 -%/$ <07= >5 "#$" "%./ ?5 <+%./ %’(
!%&$ ! >。(’2/ ’: 调大（音量），出现；-% <07= 回去；"#$ "%./ 变弱，逐渐停止；

<+%. %’( 被（风等）吹熄，吹灭。> 项符合句意@ 虽然风已停息，但雨还在下，所以你仍

需要一件雨衣@。

)! "#$’()*+,-
-$( 0+%/- A %/（.#(,）进展，过日子，相处；-$( 0.04（ &2%3）走开，离开；-$( <07= 回来，

取回；-$( "%./ (% 开始认真干某事（ (% 为介词，后接动词时用B#/- 形式）；-$( %&& 下班，

动身；-$( %/ 上车；-$( %/ .#(, 1<5 与某人相处；-$( (%-$(,$2 相聚，联欢；-$( 072%11 使理

解；-$( ,%+" %& 抓住；-$( (,2%’-, 设法处理，完成。

!"# 9$ ! —C,$ <%11 10#" .$ ,0" %/+4 (,2$$ "041 (% &#/#1, (,$ .%2=5
—?%/’( .%2245 D$ ,0E$ 0+2$0"4 ! ! ! (.% (,#2"1 %& #(5（89 年四川卷）

*5 -%( "%./ ;5 -%( (,2%’-, >5 -#E$/ #/ ?5 -#E$/ 0.04
!%&$ ! ;。上句说@老板说我们只有三天时间来完成工作@，回答@ 别急。我们

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了@，所以选 ; 项符合句意。其他选项不合题意。

9! $%&#’()*+,-
(0=$ 0.04 拿走；(0=$ 702$ 留心，当心；(0=$ 0&($2 长相或举止像（ 某个长辈）；(0=$

<07= 收回（所说的话），撤回；(0=$ 5 5 5 &%2 认为，误认为；(0=$ %&& 脱下，起飞；(0=$ %E$2 接

管；(0=$ ’: 占用；(0=$ #( $014 放心，别着急；(0=$ :02( #/ 参加。

!"# F$ ! *&($2 ,$ 2$(#2$" &2%3 %&&#7$，G%-$21 ! ! ! :0#/(#/- &%2 0 .,#+$，<’(
1%%/ +%1( #/($2$1(5（89 年山东卷）

*5 (%%= ’: ;5 10E$" ’: >5 =$:( ’: ?5 "2$. ’:
!%&$ ! *。(0=$ ’: 开始从事，符合句意@ 罗杰斯退休后，他开始进行一段时间

的绘画，但不久就失去了兴趣@。10E$ ’: 储蓄，贮存；=$$: ’: 维持，继续；"20. ’:
草拟。

!"# H$ ! D$’2$ (24#/- (% 2#/- 4%’ <07=，;240/，<’( .$ (,#/= .$ ! ! ! 4%’2
/’3<$2 #/7%22$7(+45（89 年浙江卷）

*5 +%%=$" ’: ;5 (%%= "%./ >5 .%2=$" %’( ?5 <2%’-,( 0<%’(
!%&$ ! ;。(0=$ "%./ 记下，符合题意@ 我们在试图给你回电话，但我们认为记

错了你的号码@。+%%= ’: 查找；.%2= %’( 算出；<2#/- %’( 导致，引起。

F! $’()’()*+,-
(’2/ 0-0#/1( 反对；(’2/ "%./ 拒绝，调低（音量）；(’2/ 5 5 5 #/(%5 5 5（使）⋯⋯变成；(’2/ %’(

在场，结果是，制造，赶走；(’2/ %’( (% <$ 原来是；(’2/ 2%’/" I (’2/ 02%’/" 转身，翻转，扭转，

有起色；(’2/ ’: 到来，露面，出现，被找到；(0=$ (’2/1 轮流，依次；#/ (’2/ 逐个地。

!"# J$ ! D#(, /% %/$ (% ! ! ! #/ 1’7, 0 &2#-,($/#/- 1#(’0(#%/，1,$ &$+( E$24 ,$+:B

!!



! "#$’% $&&" ’$()#"( %# *+,, -( .&/01%2

,&332（45 年陕西卷）

62 %+7$ %# 82 %+7$ #$ 92 %+7$ #:: ;2 %+7$ #<&7
!"#$ = 6。根据句意> 在如此令人恐怖的情况下无人可求助，她感到非常无

助>，%+7$ %# 在此意为>向⋯⋯求助>，符合句意。另外 %+7$ %# 还有> 翻到，转到，变成>
之意；%+7$ #:: ? #$ 关上 ? 打开（收音机，电灯等）；%+7$ #<&7 翻转，移交。

@! "##$%&’()*+
,##A ’:%&7 照顾；,##A :#7 寻找；,##A #+% 当心，小心；,##A +* 向上看，仰望，（ 在词典、

书中）查寻；,##A :#7.’7" %# 朝前看，盼望；,##A #$ ? +*#$ 看待；,##A %17#+01 仔细检查，浏

览；,##A /$%# 向⋯⋯里看去，调查。

!,- B4$ = = = = %1/3 )##A ’$" %&,, -& .1’% (#+ %1/$A #: /%2
62 C##A %17#+01 82 C##A #$ 92 C##A /$%# ;2 C##A +*
!"#$ = 6。该题重在考查由 ,##A 构成的短语的辨析。,##A %17#+01 快速查看，

浏览；,##A #$ 旁观；,##A /$%# 调查，审查；,##A +* 好转，改善。

D! %&’$%&’()*+
*/EA #:: 摘下，剪除；*/EA #$ 故意刁难挑剔，选定；*/EA +* 学会，拾起，改善，整理，

获得，收听；*/EA #+% 挑选，找出。

!,- BB$ = F1& = = = G’*’$&3& .1&$ 31& .’3 /$ G’*’$2 H#. 31& E’$ 3*&’A /% :7&&,(2
（45 年福建卷）

62 */EA&" #+% 82 -’"& #+% 92 -’"& +* ;2 */EA&" +*
!"#$ = ;。*/EA +* 在此意为>学会>，符合题意>她在日本时学会了日语，现在能流

利地说日语>。-’A& #+% 说明，设法应付，理解，辨认出；-’A& +* 弥补，虚构，组成，化妆。

B42 ()*%&’()*+
3&% ’$ &I’-*,& %# 为⋯⋯树立榜样；3&% ’)#+% 着手（开始）做某事；3&% ’3/"& 把⋯⋯

放在一边，留出；3&% "#.$ 让下车，记下；3&% :7&& 释放；3&% #:: ? #+% 出发；3&% %# .#7A 开始

干；3&% +* 安排，建立，开办。

!,- BJ$= K#7 ’,, %1&3& (&’73 ! 1’<& )&&$ .#7A/$0 :#7 #%1&732 !’- 1#*/$0 !’,, = = =
-( #.$ )+3/$&33 3#-&"’(2（45 年江西卷）

62 %+7$ +* 82 :/I +* 92 3&% +* ;2 -’A& +*
!"#$ = 9。3&% +* 意为>建立，成立>，符合题意>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为别人做

事。我希望将来有一天能成立自己的公司>。%+7$ +* 到来，露面，出现，被找到；:/I +*
安顿，修理；-’A& +* 组成，编成，弥补，化妆。

./ L= 01(2(3’456+’78
B29:;<=>?@A?B’78
$:’,,M:&,,M:’,,&$（跌倒）；:&,,M:&,,&"M:&,,&"（砍伐，击倒）；:&&,M:&,%M:&,%（感觉）

$:/$"M:#+$"M:#+$"（发现）；:#+$"M:#+$"&"M:#+$"&"（建立，成立）

$1’$0M1’$0&"M1’$0&"（绞死）；1’$0M1+$0M1+$0（悬挂）

$,’(M,’/"M,’/"（放置，下蛋）；,/&M,/&"M,/&"（说谎）；,/&M,’(M,’/$（位于，躺）

!"



我不需要别人帮忙。

$!"#$%（!"& 提高，升起）；!#$%（!#& 上升）

!"# ’$ ( )*% +","-%! *". /"00%, "$0%%1 2*%!% *% ( ( ( ，2#3*453 5,.!%$$#,-&
6& 2"$ 0"7#,- 8& 2"$ 07#,- 9& *". 0"#. :& *". 0#%.
!%&$ ( 8。根据句意应该填 0#%（ 躺），用过去进行时，0#% 的现在分词是 07#,-。

6 项中 0"7#,- 是 0"7 的现在分词，意为;放，下蛋;。

<&’()*+,-./0’()*
"..!%$$（误为 "..!%$$ 34）( ( ( ( "11!4"=*（误为 "11!4"=* 2#3*）
%,3%!（误为 %,3%! #,34） +"!!7（误为 +"!!7 2#3*）
!%"=*（误为 !%"=* 34） $"053%（误为 $"053% 34）
/#3（误为 /#3 2#3*） +"3=*（误为 +"3=* 2#3*）
-"3*%!（误为 -"3*%! 2#3*） /4!-#>%（误为 /4!-#>% /4!）
!"# <$ ( ?7 @!43*%! #$ >%!7 3"00& )*% 0#330% @%. 24,’3 ( ( ( /4! *#+&
6& 1!%1"!%( ( ( ( ( 8& +"3=*( ( ( ( ( 9& /#3( ( ( ( ( ( :& .4
!%&$ ( :。根据句子结构，可以排除 6、8 两项；+"3=* 和 /#3 作动词时是及物动

词，后不需接介词 /4!；.4 作为不及物动词意为;行，合适;，符合题意。又如：

—A#00 3*"3 .4？那样行吗？

—)*"3’00 .4 B 24,’3 .4& 行 B 不行。

12( 3456789)*:;.
’&<= C>=
用在这一句型中的谓语动词都是不及物动词，如 24!D，$2#+，-4，044D，*"11%,，

$#3，"!!#>% 等。
!"# ’$ ( E3 2"$ "0!%".7 1"$3 +#.,#-*3 ",. 4,07 3*!%% 745,- +%, ( ( ( #, 3*% 3%"

*45$%&（FG 年安徽卷）
6& 0%/3 8& !%+"#,%. 9& .%0"7%. :& .%$%!3%.
!%&$ ( 8。!%+"#, 作不及物动词，意为;逗留;，符合题意；0%">%;离开，留下，出

发;；.%0"7;延期，耽搁;；.%$%!3;遗弃，逃跑，放弃;。

<&<= C>= C?=
用在这一句型中的谓语动词都是及物动词，如 "33%+13，."!%，.%=#.%，.%$#!%，%HI

1%=3，*41%，#,3%,.，0%"!,，,%%.，4//%!，1!%3%,.，1!4+#$% 等。
!"# <$ ( —J4!!7 34 ( ( ( 745，@53 =450. E "$D " K5#=D K5%$3#4,？
—L4 1!4@0%+&
6& 24!!7 8& 1!%>%,3 9& 3!45@0% :& .#$"114#,3
!%&$ ( 9。24!!7 $@& ; 使某人担心;；1!%>%,3; 阻止;；3!45@0% $@& ; 打扰某人;；

.#$"114#,3 $@& ;使某人失望;。根据语境选 9，;很抱歉打扰你了;。

M&<= C@)* CA=
用在这一句型中除了 @% 动词外，还有一些动词也可以用作系动词：

!"



! "#$’% %&’(% )* +’%’&, -$ *#’.

（/）表感官的动词：+,,0，(),00，%1(%,，(#’$"，0##2，133,1&，(,,) 等。

（4）表转变、变化的动词：5,6#),，7,%，7&#8，%’&$，7# 等。

（9）表延续的动词：&,)1-$，2,,3，:#0"，(%1*，&,(% 等。

（;）表瞬时的动词：6#),，+100，(,%，6’%，#66’& 等。

（<）其他动词：,1%，0-,，3&#=,，&-$7，&’$，(:-$,，(-%，6#$%-$’,，:1$7 等。

!"# 9$ > ?$ :,1&-$7 %:, $,8( #+ %:, 166-",$% -$ %:, 6#10 )-$,，(:, > > > 310,.
@. 7#% A. 6:1$7," B. 8,$% C. 133,1&,"
!%&$ > B。7# 作系动词表D变得D，多由好变坏。

;.’( E)( E*+,( E-+,(
用在这 一 句 型 中 的 动 词 主 要 有：100#8，5&-$7，",$*，7-=,，:1$"，0,1=,，0,$"，

#++,&，#8,，31((，31*，3,&)-%，3&#)-(,，&,1"，&,+’(,，(:#8，%,16:，8-(:，8&-%,，5’*，

6:##(,，+,%6:，7,%，)12, 等。

!"# ;$ > F:,*’=, > > > ’( ! /<G，GGG +#& %:, :#’(,. H:100 8, %12, -%？
@. 3&#=-"," A. (’330-," B. (:#8$ C. #++,&,"
!%&$ > C。@、A 两项动词后不能接双宾语；B 项与句意D 他们已向我们出价

/<G，GGG 美元买这座房子，我们接受吗D不符。故答案为 C，#++,&D出价，报价D。

<.’( E)( E,( E,(./(
常用于这一句型的动词有：100#8，1"=-6,，5,7，6100，61’(,，6:##(,，6#))1$"，",I

6-",，,$6#’&17,，,J3,6%，+-$"，:1=,，:,1&，0,1=,，0-2,，0#=,，)12,，$1),，$#%-6,，

2,,3，8-(:，#&",&，3,&)-%，3,&(’1",，3&,+,&，&,)1-$，&,K’,(%，%,16:，%,00 等。

!"# <$ > !+ 1$*#$, :133,$( %# "&#3 -$ 8:-0, ! 1) #’%，> > > :-) #& :,& 0,1=, 1
),((17,.

@. :1=, A. 7,% B. 1(2 C. %,00
!%&$ > @。:1=, (5. "# (%:. D让某人做某事D；其他三个选项动词都必须用带 %#

的不定式作宾补，不符合该题的结构要求。

/. —! +,,0 &,100* "-(133#-$%," $#% %# :1=, 7#% %:1% L#5.
—C#$’% 8#&&*，)1*5, (#),%:-$7 5,%%,& 8-00 > > > .
@. 7# 5* A. %12, #$ B. 6#), 10#$7 C. +100 "#8$

4. H,,-$7 ,=,&*5#"* (,1%,"，%:, 6:1-&)1$ > > > %# 7-=-$7 :-( (3,,6:.
@. 7#% "#8$ A. 0##2," +#&81&" B. 7#% ’(," C. ",=#%," :-)(,0+

9. M-0* > > > -$ 1 5-7 6-%* 8:-0, :,& %8-$ (-(%,&，M’6* 81( > > > -$ 1 ()100 =-0017, 5*
:,& 7&1$")#%:,&.
@. 7&,8 ’3；7&#8$ ’3 A. 5&#’7:% ’3；7&#8$ ’3
B. 81( 7&#8$ ’3；5&#’7:% ’3 C. 7&,8 ’3；5&#’7:% ’3

;. N, :1" 1 &,100* 51" %-), 15#’% (-J )#$%:( 17# 5’% $#8 %:-$7( 1&, > > > .

!"



我可不想让你决定我的未来。! ! !

"# $%%&’() *+ ,# -%.’() *+ /# .0&’() *+ 1# 2*3(’() *+
4# —567( 8%* -%.7 2% ! ! ! 267 9-7(7，’9(’2 ’2 :’90++%’(2’() 2% ;’(: 0 <-1%(0$:’9 ’(

7=738 2%>(？

—57$$，+7%+$7 -0( 60=7 :’;;737(2 209279#
"# 26’(& %; ,# 26’(& %*2 /# 26’(& %=73 1# 26’(& *+

?# @67 2>% -%.+0(’79 60=7 ! ! ! 267’3 :’90)377.7(29 %*2 %; -%*32 ’( 0 ;3’7(:$8 >08，0(:
26’9 ’9 >602 >7 7A+7-27: 2% 977#
"# 9722$7: ,# 9%$=7: /# >%3&7: %*2 1# %=73-%.7

B#! CDD 0 .%(26 -%*$: 603:$8 ! ! ! 267 -%92 %; 6’9 $’;7 ’( 9*-6 0 E’) -’28 ’( 26’9 -%*(238#
"# 9+7(: ,# 20&7 /# -%=73 1# .772

F# 567( G’9$’ >09 =738 8%*()，67 >09 2733’E$8 ;3’)627(7: %; 9(0&79，E*2 67 9%%( ! ! ! ’2#
"# )%2 %=73 ,# )%2 0-3%99 /# )%2 263%*)6 1# )%2 %;;

H# @6737 >09 0( %’$ +0’(2’() ! ! ! ’( 267 -%3(73# I2 ! ! ! 26737 ;%3 97=730$ :089#
"# $08’()；60: $0’: ,# $0’(；60: $0’:
/# $8’()；60: $0’( 1# $0’:；60: E77( $0’(

CD# J%-& 9’()739，%( 267 %2673 60(:，! ! ! .*9’- 267’3 $’;7# @678 ! ! ! .*9’- 2% 902’9K
;8 267’3 ’((73 :79’37#
"# 37-%3:；9’() ,# .0&7；37-%3: /# +$08；+$08 1# .0&7；+$08

CC# @67 ’(9+7-2%3 ! ! ! 6’9 ;’()739 %=73 267 96772 %; (7>9+0+73# @6737 >737 9%.7 .03&9
%( 267 9*3;0-7 %; 267 +0+73#
"# 2*3(7: ,# 972 /# 67$: 1# 30(

CL# @678 60=7 ! ! ! .%92 -037;*$$8 267 2’.7 0(: .%(78 (77:7: 2% -%.+$727 267 +3%M7-2#
"# +’-&7: %*2 ,# $7;2 %*2 /# ;’)*37: %*2 1# 20&7( %*2

CN# @67 )’3$ ! ! ! 2% E7 0 )%%: :0(-73 ’; 967 ’9 >7$$ 230’(7: ’( 0( 032 9-6%%$#
"# 7A+7-29 ,# 0$$%>9 /# >’9679 1# +3%.’979

CO# P%* $%%& (%2 0 E’2 %$:73 260( 8%* :’: 4 87039 0)%# Q%> :% 8%* ! ! ! 9% 8%*()？

"# -60()7 ,# )3%> /# E7-%.7 1# 9208
C4# @67 92*:7(29 9+7(2 09 .*-6 2’.7 )722’() 230’(7: 09 2678 ! ! ! 92*:8’()#

"# :’9$’&7: ,# >737 /# 60: 1# :’:

C# /。)% E8 过去，依照；20&7 %( 呈现，具有，接纳；-%.7 0$%() 出现，跟随，进步；;0$$
:%>( 倒下。/ 项符合句意R别着急，更好的工作也许会到来R。

L# "。)72 :%>( 2% :%’() 926# 着手做某事；$%%& ;%3>03: 2% 期待，期望；)72 *97: 2% 习惯于；

:7=%27: 2% 专心于。" 项符合句意R看到所有人都入席了，主席开始演讲R。

N# 1。)3%> *+ 长大；E3’() *+ 带大，扶养。)3%> *+ 是不及物动词词组，没有被动语态。

O# "。$%%& *+ 向上看，尊敬，拜访，好转。在此句中 $%%& *+ 意为R 好转R；-%.7 *+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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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发芽，发生；+,-# (. 和解，化妆，编造，虚构（故事、诗等），弥补；%(/0 (. 被找到，

出现，露面，把声音开大。

1* 2。本题考查 %"30- 构成的短语的用法。%"30- &4 想到，想起；%"30- &(% 想出，设计出；

%"30- &5#/ 仔细考虑；%"30- (. 想出，发明，捏造。句意是：当想起每个城镇都有麦当

劳店的情景的时候，你不感到失望吗？

6* 2。根据句意7这两家公司之间的争端在庭外和解了，这也正是我们所盼望看到的

结果7，2 项 $#%%’# 解决（ 争端、分歧等）符合题意；$&’5# 和 8&/- &(% 解决（ 难题、困

难、谜语等）；&5#/9&+# 克服（困难、缺点等）。

:* ;。9&5#/ < =# #0&(>" 4&/，此题易误选 ?，+##% 意为7支付，偿付7，其主语一般是人。

@* 2。>#% &5#/ 克服；>#% ,9/&$$ 被理解，使人了解；>#% %"/&(>" 接通（ 电话），让人了解，

完成；>#% &44 下班，动身。由句子意思可知，2 为正确答案。

A* ;。此题考查 ’3# 和 ’,B 的具体用法。第一空应该作定语修饰 .,30%30>，可用两种形

式：一是 ’B30>，是 ’3# 的现在分词，表示状态；二是 ’,3)，是 ’,B（ 放置）的过去分词，与

.,30%30> 之间是被动关系。但第二空只能是 ",) ’,30。’,30 是 ’3#（ 躺）的过去分词，

没有被动形式。

CD* ?。+,-# 后接复合宾语，意为7 使⋯⋯成为⋯⋯7；.’,B 演奏（ 乐器、乐曲）；/#9&/)
和 .’,B 后均不可接复合宾语，故排除 2、;；/#9&/) 意为7 录制7，不符合语意，故排

除 E。

CC* ?。此题考查动词在特定语境中的使用。题干中第二个分句的意思是：在纸面上

有一些痕迹。/(0 在此句中的意思是7使⋯⋯快速移动7。

CF* ;。.39- &(% 挑出，选出；’#,5# &(% 漏掉；43>(/# &(% 算出；%,-# &(% 拿出，取出。句意

为：他们十分仔细地算出了完成工程所需要的时间和资金。故应选 ;。

CG* ?。#H.#9% 期望；,’’&8 允许，准许；83$" 希望；./&+3$# 答应，许诺，有⋯⋯可能。根

据句意7如果她在艺术学校好好培训，这个女孩就有可能成为一名好的舞蹈演

员7可知，? 项正确。

CI* ?。根据语境，此处应用系动词 $%,B，$%,B 作系动词表示7保持，仍然是7，$%,B B&(0>
意为7仍然很年轻7。

C1* ?。只要我们看出7 ,$* * * ,$* * * 7前后句式平衡，也就是7 J"# $%()#0%$ $.#0% ,$ +(9"
%3+# >#%%30> %/,30#) ,$ %"#B $.#0%（ 30）$%()B30>7，就不难选出 ? 项，此时 )3) 指代

$.#0%。

专题三K 动词的时态和语态

动词时态的考查是高考的热点，近几年高考主要考查以下十种时态的形式和

用法：

C* 一般现在时；F* 一般过去时；G* 一般将来时；I* 现在进行时；1* 过去进行时；

!"



她是个大喇叭。! ! ! !

"# 现在完成时；$# 过去完成时；%# 过去将来时；&# 现在完成进行时；’(# 将来完成时。

动词语态主要考查主动与被动的区别、主动表被动以及它们在各种时态中的

运用。

!" ’! #$%&
’#’()*#+)*,-#

（’）表示将来的一般现在时与现在进行时在用法上的区别：

!一般现在时表示将来时间时，用于时间表、节日单或日程表上所安排好的事

情。常见的动词多为 )*，+*,-，./01，.2/32，1-/4- 等。

"现在进行时表示将来时间时，则强调个人在最近要做的事先安排、计划好的事

情，常跟表示将来的时间状语连用。

./0一般现在时与现在进行时均可表示最近按计划或安排要做的事情，但前者

表示某个集体或组织的计划，而后者表示个人的计划。如：

5 !"#$" 6*3 78/9)+8:9 2*,*33*;#（我和其他成员一起去，且该计划也不是我个人

定的）

5 #% !"#$&’( 2*,*33*;#（我个人的计划）

123 ’4 ! <3*6-..*3 =,028，/1*9) ;028 80. /..0.2/92.，! ! ! *9 28- >3*?-+2 @/A /9@
90)82 2* ,--2 28- @-/@109-#

B# ;*3C D# ;*3C09) 7# 0. ;*3C09) E# /3- ;*3C09)
1564 ! 7。现在进行时可以表示目前这一阶段正在进行的动作。句意：史密

斯教授和他的助手们为了如期完成这一项目，一直在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由此可排

除 B、D 两项。此外，FB ;028 G /1*9) ;028 G 2*)-28-3 ;028 G H:2 DF 作主语时，谓语动词的数

与 B 保持一致，故 7 项正确。

（I）与高频副词连用的一般现在时和现在进行时在用法上的区别：

!一般现在时与高频副词（/1;/A.，+*9.2/921A，6*3-4-3，>-3>-2:/11A，3->-/2-@1A 等）连

用时表示经常性发生的动作，如：

J*, #!)#*+ ,"!-+ ,- ;028 ,A ;*3C# 汤姆总是帮我工作。

"现在进行时与高频副词连用也表示经常性发生的动作，但它同时还强调说话

者对某人所做事情的赞扬或批评（如欣赏、厌倦等），如：

=8- &+ #!)#*+ ./%&’( 1/2- 6*3 ;*3C# 她上班老是迟到（不耐烦）。

（K）一般现在时和现在进行时与感觉动词连用时在意义上的区别：

!感觉动词与一般现在时连用时，表示无意的感觉行为（ 如无意中听见或看

见），如：

5 ’/0&." / +8/9)- 09 28- ;/A 8- 0. @3-..-@# 我注意到他穿着的变化。

"感觉动词与现在进行时连用时，表示有意的感觉行为，如：

!"



!"’## $" %&’’&() &( *+, -./01

!’" #$$%&’( ’2&% 3.’",&.# ’+ %"" 42"’2", &’ &% 56," %&#0 +, (+’1 我在摸这块料子，看它

是否是纯丝绸的。

（7）时间上的区别：一般现在时表示经常性发生的动作或客观的事实；现在进行

时表示现在或现阶段一直在进行的动作。

!"# 8$ 9 :2" 2+6%" $"#+()% ’+ 3; .6(’ $6’ %2" 9 9 9 2"," .(; 3+,"1（<= 年全

国卷!）

>1 2.%(’’ #&?"@ A1 @&@(’’ #&?" B1 2.@(’’ #&?"@ C1 @+"%(’’ #&?"
!%&$ 9 C。根据题意D这座房子是属于我姑姑的，但她已经不住在这里了D，说

的是现在的情况，所以用一般现在时。

81 ’()*+,-./0+1)*/0+234
（E）动作发生的时间不同

" 过去完成时表示D过去的过去D，使用过去完成时必须以过去的另一时间作参

考，常与 $; 或时间状语从句连用，或用于间接引语中。这种对D过去的过去D的判断，

更多情况要依据上下文。

# 一般过去时表示D过去D，只说明过去的情况，与现在没有任何联系，常与 ;"%F
’",@.;，#.%’ 3+(’2，’4+ ;".,% .)+，&( 8<<< 等确切的过去时间状语连用。

$ 现在完成时的动作虽然发生在过去，但它强调现在的情况，因此不能与确切

的过去时间状语连用，但可以与 .#,".@;，("?",，$"*+,"，;"’，(+4，,"/"(’#;，%+ *.,，
’2"%" @.;%，’+@.;，&( ’2" 5.%’ *"4 ;".,% 等连用。

!"# G$ 9 >#’2+6)2 3"@&/.# %/&"(/" 9 9 9 /+(’,+# +?", %"?",.# @.()",+6% @&%".%"%，
42.’ 4+,,&"% 6% &% ’2.’ %+3" +* ’2"3 .," ,"’6,(&()1（<= 年江苏卷）

>1 ./2&"?"@ A1 2.% ./2&"?"@ B1 4&## ./2&"?" C1 2.@ ./2&"?"@
!%&$ 9 A。从主句中用一般现在时可看出从句强调现在的结果，所以用现在

完成时。句意是D尽管医学已经有了控制几种危险疾病的能力，但令我们担心的是有

些疾病会反弹D。

!"# 7$ 9 -+2(，. *,&"(@ +* 3&("，42+ )+’ 3.,,&"@ +(#; #.%’ 4""0，%5"(’ ! G，<<<
3+," ’2.( 2" 9 9 9 *+, ’2" 4"@@&()1（<= 年全国卷%）

>1 4&## 5#.( A1 2.% 5#.(("@ B1 4+6#@ 5#.( C1 2.@ 5#.(("@
!%&$ 9 C。根据句意D 我的朋友约翰上周结婚了，比原计划多花了 G，<<< 美

元D，5#.( 发生在 %5"(’ 之前，是过去的过去，所以用过去完成时。

（8）用于时间段的区别

":2"; )*+$ ,-*.$/ &( ’2&% 2+’"# #01 * 2$$31（现在完成时表示动作或状态持续到

说话时，即说话时，还没有离开这家旅馆）

#:2"; )*/ ,-*.$/ &( ’2&% 2+’"# #01 * 2$$3 4$#01$ -)$. %$#-1（过去完成时表示动作

或状态持续到过去某点或在整个阶段完成，即住旅馆只持续到他们离开时，而没有到

说话时）

$:2"; %’.;"@ &( ’2&% 2+’"# #01 * 2$$3 %*,- .$*11（ 一般过去时表示过去的其中一

段，即去年中的一周，与现在无关）

!"



他会代替杰克行使职责。! ! !

（"）不同结构中的多个动作的陈述

!发生在过去的一连串动作，用 #$%，&’( 或 )* 连接时，都要用一般过去时。如：

+, !"#$ ’- #$% %&&’ ./) &#0 #1#23 他走过来将他的包取走了。

"在含有 1.,$，’$(/4 等连词的主从复合句中，如果主句的动作和从句的动作发

生在过去的不同时间，先发生的动作通常用过去完成时表示，而后面动作用一般过去

时。但若句中有 &,5*6,，#5(,6 等连词，由于它们已经表明动作发生的先后顺序，两个

动作都用一般过去时表示。试比较：

7.,$ 8 (") *+,%%$- #44 92 4,((,6)，8 %/% )*9, 0#6%,$/$03 我把所有的信写完了，在

花园里干了点活。

8（(")）($"+) (., $,1) &,5*6, ., (*4% 9,3（用过去完成时更强调动作的先后顺序）

#在 .#6%42 : );#6;,423 3 3 1.,$ 和 $* )**$,63 3 3 (.#$ 这类表示< 刚⋯⋯就⋯⋯< 句型

中，主句的谓语动词要用过去完成时，从句用过去时，而 #) )**$ #) 的主句和从句都可

以用一般过去时。如：

+#6%42 (") ., .&% .*9, 1.,$ /( /$."- (* 6#/$3 他刚到家就开始下雨了。

=) )**$ #) ., .&% .*9, ., /$."- (* ;**>3 他一到家就开始做饭。

$9,#$，/$(,$% 等后接不定式时，用一般过去时表示过去没有实现的计划或打

算；而 .*-,，(./$>，,?-,;(，-4#$，1#$( 等后接不定式时，用过去完成时表示过去没有

实现的计划、打算、希望等。如：

8 #$"-% (* (.#$> .,6，&’( 1.,$ 8 1#) 4,#@/$0 8 ;*’4%$’( 5/$% .,6 #$21.,6,3（本想谢

谢她，但没找到人）

A.,2 (") (&0$) (* .,4- &’( ;*’4% $*( 0,( (.,6, /$ (/9,3（本想去，但时间来不及）

!"# B$ ! =44 9*6$/$0 #) )., 1#/(,% 5*6 (., 9,%/;#4 6,-*6( 56*9 (., %*;(*6，.,6 $,6C
@*’)$,)) ! ! ! 3

=3 .#) 06*1$ D3 /) 06*1/$0 E3 06,1 F3 .#% 06*1$
!%&$ ! E。在该题中有 #) 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说明过去的情况，所以用一般

过去时。故正确答案是 E。

"3’()*+,)*-.+/01
（G）一般过去时表示动作已完成，过去进行时则表示过去某个时刻动作正在进

行，尚未完成。

（H）一般过去时往往只说明过去发生了某事，侧重事实；而过去进行时则强调动

作的持续性，侧重动作的过程。

（"）在含有 1.,$，1./4, 的主从句中，过去进行时常与一般过去时搭配使用，前

者为后者提供背景，表示较长的一个动作正在进行过程中（用过去进行时表示）而后

者表示另一新动作或事件在此期间发生（用一般过去时）。

!"# I$ ! 8 ! ! ! /$ J*$%*$ 5*6 9#$2 2,#6)，&’( 8’@, $,@,6 6,06,((,% 92 5/$#4 %,C
;/)/*$ (* 9*@, &#;> (* E./$#3（KI 年重庆卷）

=3 4/@,% D3 1#) 4/@/$0 E3 .#@, 4/@,% F3 .#% 4/@,%
!%&$ ! =。从 &’( 后的分句内容可以看出说话者已经返回了中国，在伦敦住了

!"



!"#$ %#& # ’(() (*+,

很多年是发生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所以要用一般过去时。

!"# -$ . —/"+0+ )1) 2(3 43$ $"+ 5#0 6+2&？（78 年北京卷）

—9"，: . . . : 43$ $"+; (* $"+ 5"#10 <+5#3&+ $"+ 4"(*+ 0#*’ #& : . . . 1*,
=, 0+;+;<+0+)；5(;+ >, 0+;+;<+0+)；%#& 5(;1*’
?, 0+;+;<+0；5(;+ @, 0+;+;<+0；%#& 5(;1*’
!%&$ . @。上句问A你将车钥匙放在哪了？A，下句回答A哦，我记得我将车钥匙

放在椅子上，因为我当时进来时电话响了A；A 我记得A 指说话的时候，所以第一空要

用一般现在时；A电话响A时（发生在过去），5(;+ 这个动作正在发生，所以第二空需用

过去进行时。

B,’()*+,)*-.+/)*01+234
（C）一般将来时表示将要发生的动作或状态，通常用 &"#DD E %1DD E <+ ’(1*’ $( 加动

词原形构成。

（F）将来进行时表示将来某一时刻或某一段时间内正在进行的动作，与特定的

将来时间状语连用。

（G）将来完成时用来表示在将来某一时间以前已经完成或一直持续的动作，它

具有一般将来时和现在完成时两者的特点；多和表示将来某一固定时间的短语或时

间状语从句连用。如：<2 $"+*，<2 $"1& $1;+，<2 $"+ 2+#0 F778，*+H$ ;(*$" 等。

567!凡是将来动作，没有说明完成的时间则用一般将来时；若已说明完成的

时间，经常使用将来完成时。试比较：

: !"#$$ %&#’ $"0(3’" $"1& *(I+D, 我将要读完这部小说（未说明时间）。

: !"#$$ "#(& %&#’ $"0(3’" $"1& *(I+D $"1& $1;+ $(;(00(%, 我明天这个时间可以读完

这部小说（说明时间）。

!有些动词本身含有A完成A之意，如 J1*1&"，’+$ $"0(3’"，5(;4D+$+，’( (I+0 等，可

以用一般将来时代替将来完成时。如：

/+’DD )*+*!" $"+ %(06 *+H$ %++6, 我们将于下周完成这项工作。

!"# K$ . !"+ ;#2(0 (J >+1L1*’ &#2& $"#$ #DD 5(*&$035$1(* %(06 (J $"+ >+1L1*’ 9D2;M
415& . . . <2 F778,

=, "#& <++* 5(;4D+$+) >, "#& 5(;4D+$+)
?, %1DD "#I+ <++* 5(;4D+$+) @, %1DD "#I+ 5(;4D+$+)
!%&$ . ?。该题中，从时间状语 <2 F778 可以看出，动作到将来的某个时间完

成，所以应该用将来完成时。

!"# N$ . =$ $"1& $1;+ $(;(00(% . . . (I+0 $"+ =$D#*$15,
=, %+’0+ ’(1*’ $( JD2 >, %+’DD <+ JD21*’
?, %+’DD JD2 @, %+’0+ $( JD2
!%&$ . >。在该题中，由题干中 $(;(00(% 可以判断是将来时，再根据 #$ $"1&

$1;+ 可以断定是进行时。

O,8901-.+
过去完成进行时表示动作从过去某一时间之前开始，到过去某一时间仍然进行

!"



这可真不赖。! ! ! !

或刚刚结束，前提是有一定的过去时间状语，同时也强调了动作的持续性。

!"# "#$ ! $%& ’()*+ ,)-. ! ! ! /)01&-02+ ,3( 043 %35(.，)-6 0%&+ 43526 4)10 0122
0%& 7381& .0)( )((18&69

:9 4&(& 4)101-; <9 %)6 =&&- 4)101-;
>9 %)6 4)10&6 ?9 43526 4)10
!%&$ ! <。在该题中，根据后半句的谓语动词 43526 4)10 和前一分句中的时间

段 ,3( 043 %35(. 可以初步判定是过去完成时；再根据 7381& .0)( 还没有来，因此可以断

定 4)10 的动作在 7381& .0)( 到来之前还在继续进行着，因此用过去完成进行时。

’( @! )*+,)-.
英语中动词有主动和被动两种语态。在主动句中，主语是动作的执行者；在被动

句中，主语是动作的承受者。在被动语态中动作的执行者往往不明显、不重要或需要

突出强调动作的承受者。一般只有及物动词才有被动语态。

另外还要注意下列情况：

"9 汉语中多运用措辞婉转语（如据说、有人说、大家认为等），英语中则用 10 作形

式主语，后接被动结构。如：A0 1. %3/&6 0%)09 9 9（ 希望⋯⋯）；A0 1. =&21&8&6 0%)09 9 9（ 据

信⋯⋯）；A0’. .5//3.&6 0%)09 9 9（ 据 推 测 ⋯⋯）；A0’. 4&22BC-34- 0%)09 9 9（ 大 家 知

道⋯⋯）；A0 75.0 =& /31-0&6 350 0%)09 9 9（必须指出⋯⋯）

@9 ;18&，.&-6，.%34，2&-6，/)+，0&22，%)-6，=(1-;，=5+，;&0，7)C&，2&)8&，/).. 等

后接双宾语时，变其中一个宾语为主语（多把表示人的间接宾语改为主语）。如：

D+ .1.0&( =35;%0 7& ) -&4 61’013-)(+9"
A !"# $%&’() ) -&4 61’013-)(+（=+ 7+ .1.0&(）9
: -&4 61’013-)(+ !"# $%&’() ,3( 7&（=+ 7+ .1.0&(）9
E9 动词短语改为被动语态时，短语中的副词或介词不可丢。如：

$%& ./&)C&( !"# *+#),-,. )% ’)(&,522+9 人们仔细倾听发言人的讲话。

F9 在主动语态中，如果感官动词后含有省略 03 的不定式作宾语补足语，在改为

被动语态时，不定式的 03 不能省略。如：

G%& 1. 3,0&- (,"/. )% #+-’ 1- %&( (3379 经常听到她在房间里唱歌。

H9 I ;&0 J !B&6I也可表示被动语态，可以用于表示突然发生的、偶然出现的或最

终出现的事。如：

D3(& )-6 73(& /&3/2& )(& ’,))+-’ "))"01,. 1- 0%& 5-6&(;(35-6 0%&.& 6)+.9 近来越来

越多的人在地铁里遭到袭击。

!"# "$ ! —K35( L3= ! ! ! 3/&- ,3( +35( (&05(-9（#M 年北京卷）

—$%)-C.9
:9 4122 =& C&/0 <9 4122 C&&/ >9 %)6 C&/0 ?9 %)6 =&&- C&/0
!%&$ ! :。分析句意I将你的工作保留着，等你回来I，该句中的主语与谓语动

词之间是被动关系，所以要用被动语态；从语境可知谈论的是将来的动作，所以用一

般将来时的被动语态。

!"



!"# $"%& ’( )*+&, -)*(’$ ./ 0’+%,

!"# 1$ 2 34 5*+46#% 7)48 /"# 5+"$$ ()’$ 94+/ :#$/ $(+44(, ;6 8"(，/"# .*/ 2 2 2
+#8 "94+ :/ * 5*+,

<, )*94 3, 04( =, :45".4 >, (#+8
!%&$ 2 3。04( 后常接动词过去分词作表语，含有被动意义。句意是：过这条

繁忙的马路时要多加小心，否则就有可能被车撞倒。

’( ?2 )*+,*-./01
在高考题中，命题者常把动词的时态和语态放在一起进行综合考查，而不是孤立

地考查某种时态或语态。这就要求我们把握句子主语与谓语之间的关系，分清动词

是否及物，句子的主语是否是谓语动词的执行者等，然后再根据语境判断谓语的

时态。

现将各种时态的被动语态形式列表如下：

)* 23,* #4

一般现在时 *. @ ’$ @ *+4 A &"84 B*C4+ ’$ .*&4 6+". 7""&,

一般过去时 7*$ @ 74+4 A &"84 -)4 "%& :#’%&’80 7*$ C#%%4& &"78,

一般将来时 7’%% @ $)*%% A :4 &"84 <8"()4+ :#’%&’80 7’%% :4 :#’%( $""8,

过去将来时 $)"#%& @ 7"#%& :4 &"84 D)4 $*’& $".4 ."+4 0#4$($ 7"#%& :4 ’89’(4&,

现在进行时 *. @ ’$ @ *+4 :4’80 &"84 -)4 847 &4$E$ *+4 :4’80 C*’8(,

过去进行时 7*$ @ 74+4 A :4’80 &"84 -)4 (+44$ 74+4 :4’80 C%*8(4& 7)48 ; *++’94&,

现在完成时 )*94 @ )*$ A :448 &"84 -)4 )"#$4 )*$ :448 5".C%4(4&,

过去完成时 )*& A :448 &"84 -)4 7"+E )*& :448 6’8’$)4& 7)48 ; 0"( ()4+4,

含有情态动词 情态动词 A :4 &"84 ;( 5*8 :4 &"84 %’E4 ()*(,

2 2 !"# F$ 2 —; &"8’( $#CC"$4 ()4 C"%’54 E8"7 7)" &’& ’(,（GH 年江苏卷）

—I4%%，$#+C+’$’80%/ ()4/ &", < .*8 )*$ :448 *++4$(4& *8& 2 2 2 8"7,
<, )*$ :448 J#4$(’"84& 3, ’$ :4’80 J#4$(’"84&
=, ’$ J#4$(’"8’80 >, )*$ J#4$(’"84&
!%&$ 2 3。根据句意K警方逮捕了一个人并在对其进行审问K 可知，选项动词

J#4$(’"8 与句子主语是被动关系，所以要用被动语态；根据 )*$ :448 *++4$(4& 以及时间

状语 8"7 的提示，可以断定动作正在进行，所以用现在进行时的被动语态。

!"# 1$ 2 L’%%’"8$ "6 C"#8&$’7"+() "6 &*.*04 2 2 2 :/ * $("+. 7)’5) $74C(
*5+"$$ ()4 8"+() "6 M80%*8& %*$( 8’0)(,

<, )*$ :448 5*#$4& 3, )*& :448 5*#$4&
=, 7’%% :4 5*#$4& >, 7’%% )*94 :448 5*#$4&,
!%&$ 2 <。用现在完成时强调在过去发生的动作对现在造成的影响。句意

为：昨晚横扫英格兰北部的暴风雨造成了上百万英磅的损失。句子主语 &*.*04 和谓

语动词 5*#$4 是被动关系，所以用被动语态。

!!



你这么尽力去劝说，真是个好姑娘。! ! !

!" "! #$%&$’()*+,-+./0
主句与从句的谓语动词在时态上往往要保持一致。当主句为过去的时态时，宾

语从句的时态一般受其影响，要用过去的相应时态，并且此影响延伸至宾语从句中的

定语从句、状语从句等。但下列三种情况除外：

#$ 当宾语从句为客观真理或普遍事实时，要用一般现在时。如：

%&’ ()* +,-. )/’ ,/. )/’ -+ 01)$ 孩子说一加一等于二。

2$ 在主语从句、表语从句和同位语从句中，也要注意从句谓语动词与主句谓语动

词的时态的一致性，其关键是注意动作发生的先后顺序。如：

3&) !"## $% &%’( ,(4),. )*& ’+( $%%’ ,%-",%,$ 派谁去国外，还没有决定（ 主句是

现在完成时，从句是一般将来时）。

5$ 当主句谓语动词是 +677’+0（ 建议），-/+-+0（ 坚持），.’8,/.（ 要求）等时，其宾

语从句常用 +&)69. 加动词原形。（详见虚拟语气部分）

1234 ! :)/0&+ ,7) 1’ +,-9’. 0’/ 0&)6+,/. 8-9’+ ,;4)++ 0&-+ )<’/ +’,，1&-;& ! !
! 0&’ =,;->-;，,/. 1’ 8’0 /) +0)48+$

?$ 1,+ ;,99’.! ! @$ -+ ;,99’.! ! A$ &,. (’’/ ;,99’.! ! B$ &,+ (’’/ ;,99’.
1564 ! @。;,99 与主语之间是被动关系，被称为太平洋的海域是一个客观事

实，所以用一般现在时。

!" C! 789:;)(-+)*
#$ 有些动词用主动形式表被动意义。这些动词主要是表示状态特征的系动词

（ 9))D，+)6/.，>’’9，+8’99，0,+0’，<4)E’，,<<’,4 等），表示开始、结束、运动的动词（(’F
7-/，>-/-+&，+0,40，)<’/，;9)+’，+0)<，’/.，+&60，46/，8)E’ 等），和表示主语某种属性特

征的动词（ 4’,.，14-0’，,;0，+’99，1,+&，;9’,/，1’,4，.4-/D，<9,*，;60 等），这些动词一

般不单独使用，常有一个修饰语。

123 #4 ! —3&,0 ,()60 0&’ ())D+？
—@))D+ )> 0&-+ D-/. ! ! ! 1’99$
?$ -+ +’99-/7 @$ +’99 A$ +’99+ B$ +)9.
1564 ! @。动词 +’99 的主动形式表被动含义，+’99 1’99G卖得很好G。

2$ 另外还有少数动词多用进行时，其主动形式表被动含义，如 <4-/0，(6-9.，;))D，

>4*，8,D’ 等。如：

%&’ ())D+ ,4’ ./"’("’0$ 这些书正在排印中。

%&’ 8’,0 -+ -++1"’0$ 肉正在煮。

<" #! =,>?@ABC(&$D,-+9:
在时间或条件状语从句中，若主句是一般现在时或一般将来时，那么从句用一般

!"



!"#"$ %&’( )*" +),$"+-

现在时表示将来时、用现在完成时表示将来完成时、用一般过去时代替过去将来时。

!"# .$ / 0 12’’) )"33 )*" +)4("’) )*" ,’+1"$ )2 )*" %,)* 5$263"% 4’)&3 *" / / /
2’ &) 72$ %2$" )*,’ ,’ *24$-（89 年湖北卷）

:- *,+ 6""’ 12$;&’< =- 1&33 *,#" 12$;"(
>- 1&33 *,#" 6""’ 12$;&’< ?- *,( 12$;"(
!%&$ / :。主句是将来时，时间状语从句用现在完成时表示将来完成时。句

意为@直到他解这道数学题多达半个小时（ 仍没有结果），我才会告诉这个学 生

答案@。

!"# A$ / —B*,) 1243( C24 (2 &7 &) / / / )2%2$$21 ？

—B" *,#" )2 D,$$C &) 2’，+&’D" 1"’#" <2) "#"$C)*&’< $",(C-
:- $,&’ =- $,&’+ >- 1&33 $,&’ ?- &+ $,&’&’<
!%&$ / =。在时间或条件状语语从句中用一般现在时表示将来时。

’( A/ )*+,-./012
在肯定句中，完成时跟表示一段时间的状语连用时，句子的谓语动词应该是延续

性动词，而不是短暂性动词，但在否定句中没有此限制。我们一定要分清短暂性动词

与延续性动词，掌握它们之间的转换。如：D2%" )2"6" &’（,)）到某处；(&""6" (",( 死

亡；<2 24)"6" 24) 外出；64C"*,#" 买；6"<&’ E +),$)"6" 2’ 开始；D,)D* , D23("*,#" ,
D23( 感冒；3",#""6" ,1,C 离开；7,33 ,+3""5"6" ,+3""5 睡着；F2&’"6" &’ 加入；%,$$C E <")
%,$$&"("6" %,$$&"( 结婚等。

!"#$ / —/ / / ?,#&( ,’( G&D;C / / / %,$$&"(？

—H2$ ,624) )*$"" C",$+-
:- I21 32’< 1"$"；6"&’< =- I21 32’< *,#"；<2)
>- I21 32’< *,#"；6""’ ?- I21 32’< (&(；<")
!%&$ / >。6" %,$$&"( 表状态，可以和 *21 32’< 连用；<") %,$$&"( 表动作，不能

和表示时间段的状语连用。

’( J/ .123456789
在英语中，有些时态用某种特殊句式表达，主要有：

.- 通常不能用于进行时的动词或在@ I"$" D2%"+- - - @ 和@ K*"$" <2"+- - - @ 结构中，

可以用一般现在时表示说话时正在发生的暂时情况。如：

K*"$" !"#$ )*" 64+，1"’33 *,#" )2 1,&) 72$ )*" ’"L)- 汽车开走了，我们只好等下一

辆了。

A- 在@ 0) &+ )*" 7&$+) E +"D2’( E - - - )&%" )*,) M 主语 M *,#" E *,+ (2’"@ 句型中用现在

完成时，表示到说话时为止动作发生过几次。如：

0) &+ )*" )*&$( )&%" *" *,+ +""’ )*" %2#&"- 他是第三次看这部电影了。

J- @ ,% E &+ E ,$" )2 M 动词原形@表示按计划或安排将要进行的动作，尤其用于报

刊或广播中宣布官方的决定，语气较为正式。如：

!"



对砸来的目光要不理不睬。! ! !

"#$ %&’() !" #$ %&’( & *$+ ,$&)’- -.$$/# (0 "1 &2 34 335 市长将于零点在电视上

作新年讲话。

!"# 6$ ! 70 & )((% &8(9$ 2#$ -2()$，+#$)$ & .&)2’ ! ! ! ，-(%$ +():$)- +$)$ 8;-<
=>’ -$22=0? 2#$ 2&8>$5（3@ 年湖南卷）

A5 +&- 2( 8$ #$>B C5 #&- 8$$0 #$>B
D5 +=>> 8$ #$>B E5 =- 8$=0? #$>B
!%&$ ! A。根据题中F 几名工人正在忙着摆放桌子F 以及一般过去时 +$)$ 可

知，晚会在过去即将开始，所以选 A。

G5 F &% H =- H &)$ &8(;2 2( I 动词原形F 表示即刻发生的动作，不能与确定的时间状

语连用。但可用于F 8$ &8(;2 2( B( -2#5 +#$05 5 5 F句式中。如：

J>$&-$ K&-2$0 ’(;) -$&2 8$>25 "#$ .>&0$ =-（ L;-2）&)$*# #$ #&’( $++, 请系好安全带，

飞机就要起飞了。

7 &% &)$*# #$ -(&.( +#$0 2#$ 2$>$.#(0$ )=0?-5 我正要走，这时电话响了。

M5 F+&- H +$)$ &8(;2 2( I 动词原形F 表示过去计划或安排将要做某事，可以与

+#$0 引导的并列分句连用，意为F正要⋯⋯突然⋯⋯F。如：

N$ /&" &)$*# #$ #(-- ;- 2#$ 0$+- +#$0 #$ +&- :0(/:$B B(+0 8’ & %(2()8=:$5 他正要

告诉我们那个消息，突然被一辆摩托车撞倒。

@5 F 0( -((0$)5 5 5 2#&05 5 5 F 和F #&)B>’ H -/&)/$>’5 5 5 +#$05 5 5 F 句式，0( -((0$) 与 #&)B<
>’ H -/&)/$>’ 引导的主句谓语动词应用过去完成时，而 2#&0 和 +#$0 引导的从句中谓语

动词应用一般过去时，此外，当把 0( -((0$) 和 #&)B>’ H -/&)/$>’ 提到句首时，应用倒装

语序。如：

7 #&B 0&12-3 ?(2 #(%$ /0(4 =2 8$?&0 2( )&=05
O 5&12-3 #&B 7 ?(2 #(%$ /0(4 =2 8$?&0 2( )&=05 我刚到家就下起雨来。

!"# P$ ! *( -((0$) ! ! ! &2 2#$ B$-: 2#&0 2#$ 2$>$.#(0$ )&0?5
A5 #&B #$ -&2 B(+0 C5 B=B #$ -&2 B(+0
D5 #$ #&B -&2 B(+0 E5 #$ -&2 B(+0
!%&$ ! A。0( -((0$) 置于句首时句子应该倒装，从句是一般过去时，主句要用

过去完成时。

!"# Q$ ! N$ +&- &8(;2 2( 2$>> %$ 2#$ -$/)$2 ! ! ! -(%$(0$ .&22$B #=% (0 2#$
-#(;>B$)5

A5 &- C5 ;02=> D5 +#=>$ E5 +#$0
!%&$ ! E。F 8$ &8(;2 2( B(5 5 5 +#$05 5 5 F是固定句型，表示F ⋯⋯正要做某事，突

然⋯⋯F。

’( G! )*+,-./01
65+,/-.2345678
!"# 6$ ! "#=- %&/#=0$ ! ! ! 5 72 #&-0’2 +():$B K() ’$&)-5（3@ 年浙江卷）

A5 B=B0’2 +(): C5 +&-0’2 +():=0?

!"



!"#"$ %&’" ()) *"++ ’,-. /(0 1-. 1,"23

43 5("+.’’ 2($6 73 &+.’’ 2($6&.8
!"#$ 9 4。从第二句的现在完成时可以看出强调现在的状态，所以第一句用

一般现在时说明机器现在的状况。

!%& :$ 9 ;" 9 9 9 (0$ ."2 ."&8,%($+ /"’，+( 2" 5(.’’ 6.(2 ’,"&$ .-<"+3（=>
年上海春季卷）

?3 5(.’’ <""’ @3 2(.’’ <""’ 43 ,-#".’’ <"’ 73 ,-5.’’ <"’
!"#$ 9 4。从后面的一般现在时A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A，说明我们到目前

还没有见到新邻居，强调现在的结果，所以用现在完成时。

:3’()*+,-./01)2345
!%& B$ 9 ;,-’ 2" 0+"5 ’( ’,&.6 9 9 9 &<C(++&%*" .(2 5("+ +""< C(++&%*"3（=>

年天津卷）

?3 &+ @3 2-+ 43 ,-+ %"". 73 2&** %"
!"#$ 9 @。主语从句中的谓语动词是 0+"5 ’( 5(，表示A过去曾经做某事，现在

已经不再那样A，说明是过去的情况，所以用一般过去时。

!%& D$ 9 —9 9 9 *"-#" -’ ’," ".5 () ’,&+ <(.’,3（=> 年北京卷）

—E 5(.’’ ’,&.6 /(0 +,(0*5 5( ’,-’ 0.’&* 9 9 9 -.(’,"$ F(%3
?3 E’< 8(&.8 ’( ；/(0’5 )(0.5 @3 E’< 8(&.8 ’( ；/(0’#" )(0.5
43 E’** ；/(0’** )&.5 73 E’** ；/(0’5 )&.5
!"#$ 9 @。-’ ’," ".5 () ’,&+ <(.’, 是表示将来的时间状语，是将来时态的时间

标志，因此第一空要用一般将来时；在第二句中，时间状语从句中用现在的时态表示

将来，所以应用现在完成时。

G3 —H(2 <01, 1-. /(0 C-/ <" )($ ’," F(%？

—I(0 9 9 9 ! :==3
?3 2&** C-/ @3 -$" C-/&.8 43 2&** %" C-&5 73 -$" C-&5

:3 J&.1" /(0 2"$".’’ -’ ’," <""’&.8，2" 9 9 9 ’," 5"1&+&(. 2&’,(0’ /(03
?3 <-5" @3 ,-5 <-5" 43 2"$" <-6&.8 73 2(0*5 <-6"

B3 —4(0*5 /(0 <""’ <" -’ ’," -&$C($’？
—E’5 *&6" ’(，%0’ E 9 9 9 J,-.8,-& 2,". /(0 $"’0$.3
?3 2&** ,-#" *")’ @3 2-+ *"-#&.8 43 2&** *"-#" 73 ,-#" *")’

D3 —;,/ 5&5.’’ /(0 8( ’( /"+’"$5-/’+ <""’&.8？

—E 2(0*5 ,-#"，%0’ E 9 9 9 ’(( %0+/ 2($6&.8 (. ’," &<C($’-.’ "KC"$&<".’3
?3 ,-5 %"". @3 2-+ 43 2"$" 73 -<

L3 M$(C"$ )&$+’ -&5 1-. +-#" - +"$&(0+*/ &.F0$"5 C"$+(.，"+C"1&-**/ 2,". ," ($ +," &+ %*""5&.8
,"-#&*/ ($ 9 9 9 3
?3 ,-+ C(&+(."5 @3 2-+ C(&+(."5

!"



不要量力而行。! ! ! !

"# $%& ’(() *+,&+)(- .# ,& *+,&+),)/
0# 1(2 3(4$)+5+/6 ! ! ! 3+ 7%8( &9:( 3$%3 3$( 4%:&，3%;,&，’9&(& %)- 3:%,)& 2( 9&( ! !

! 3$( %,:#
<# ,& 9&(-；)+3 3+ *+5593( =# $%& 9&(-；,& )+3 *+5593(-
"# ,& ’(,)/ 9&(-；-+ )+3 *+5593( .# $%& ’(() 9&(-；3+ *+5593(

># ?$( 7+’,5( *$+)( @ ! ! ! @ ! ! ! ,& +) 3$( ’%48 &(%3 +A 76 4%:#
<# 3$+9/$3；$%- 5+&3 =# 3$,)8；$%- 5+&3
"# 3$+9/$3；$%B( 5+&3 .# 3$,)8；5+&3

C# —D%B( 6+9 A,),&$(- 6+9: -(&,/) 6(3，E%48？

—1+，@ ! ! ! 76 ’:+3$(: %55 -%6 6(&3(:-%6#
<# $(5*(- =# 2%& $(5*,)/ "# $%& $(5*(- .# 2+95- $(5*

F# —.,- G:# H9)/ ’96 %)6 :(%-,)/ 7%3(:,%5& A+: 6+9 2$() $( 2%& ,) 3$( IH？

—D( 2%& %52%6& 7(%),)/ 3+，’93 )(B(: ! ! ! #
<# -+ =# -+)( "# -,- .# -+(&

JK# I)A+:39)%3(56 2$() @ %::,B(- &$( ! ! ! ，&+ 2( +)56 $%- 3,7( A+: % A(2 2+:-&#
<# 2%& L9&3 5(%B,)/ =# L9&3 5(A3 "# $%& L9&3 5(A3 .# $%- L9&3 5(A3

JJ# —M$%3 ! ! ! 2$() 3$( /%)/ ’:+8( ,)？

—@ ! ! ! 3$( ?N %)- 2%& /+,)/ 3+ ’(-#
<# 2(:( 6+9 /+,)/；2%& 39:),)/ +AA =# -,- 6+9 -+；$%- 39:)(- +AA
"# $%- 6+9 -+)(；2%& 39:),)/ +AA .# 2(:( 6+9 -+,)/；$%- 39:)(- +AA

JO# ?$( 4$,5- ! ! ! 2$,5( 2%34$,)/ ?N# H+ $,& 7+3$(: &()3 $,7 3+ ’(- %3 +)4(#
<# $%- A%55() %&5((* =# 2%& A%55,)/ %&5((*
"# A(55 %&5((* .# A%55& %&5((*

JP# @3 ! ! ! 5+)/ ’(A+:( "$,)% ! ! ! +) 3$( 7++)#
<# 2+)’3 ’(；2,55 5%)- =# ,&；2,55 5%)-
"# 2+)’3 ’(；5%)-& .# ,&；5%)-&

JQ# —?%8( 3$,& 7(-,4,)( 3$:(( 3,7(& % -%6，?+7#
—.+ @ $%B( 3+ 3%8( ,3？@3 ! ! ! &+ 3(::,’5(#
<# ,& 3%&3,)/ =# ,& 3%&3(- "# 3%&3(& .# $%& 3%&3(-

JR# H$( ! ! ! 3+ ’(- 2$() 3$( (%:3$S9%8( &9--()56 &3%:3(-# ?$%3 2%& 2$6 &$( 2%& L9&3 ,)
$(: ’(- 45+3$(&#
<# 2%& 3+ /+ =# 2()3 "# $%- /+)( .# 2+95- /+

J# "。由句意判断，本题应用被动语态，同时这个动作还没有发生，故用将来时态。

O# <。分析语境可知，这是会后说话者见到一位未与会者时所说的话，在会议上做出

的决定发生在过去，因此用一般过去时。

!"



!"#$%&#$’ ($ )*+$ %" ,-.. %)$ *../0&1)%$23

43 5。由语境可知，6我6很想到机场去接6你6，不过当6 你6 来时，6 我6 将已经离开了

上海，所以无法去接6你6。这里用将来完成时表示将来某一时刻已经做完某事或

某一动作已经发生。

73 8。答语的前部分是虚拟语气，后半句是真实语气，指过去的那个时候我很忙。

93 :。本题综合考查句意和语态。此题可补全为：3 3 3 $’,$;&*..< ()$0 )$ "2 ’)$ &’ =.$$>/
&01 )$*+&.< "2 ()$0 )$ "2 ’)$ )*’ =$$0 ,"&’"0$>。,"&’"0 为及物动词，要用被动语态。

?3 :。本题主要考查动词的时态及语态的应用。第一空强调目前正在进行的一种行

为，由于主语是动作的承受者，应用现在进行时的被动语态；第二空强调一般经常

性的行为，应用一般现在时。

@3 5。根据6 3 3 3 &’ "0 %)$ =*;A3 3 3 6可知，丢手机是我原来认为的，不是现在，6丢失6 是

在我6以为6前，是过去的过去，所以选 5。

B3 8。根据语境，强调6昨天我一整天都在帮弟弟6，故用过去进行时。

C3 :。根据上下文语境，指的是过去。

DE3 5。由后半句6我们仅聊几句6可知，她当时还没走，(*’ .$*+&01 意为6 正要走6，表

示过去即将发生的动作。

DD3 F。根据上下文的意思6当那帮人闯入的时候你在干什么6，6 我已经关了电视，准

备去睡觉了6，再结合语境，可知 F 项正确。

DG3 :。H*.. 是短暂性动词，6 H*.. *’.$$,6这个动作是发生在看电视的过程中，不能用进

行时态。

D43 :。主句用将来时，时间状语从句用一般现在时表示将来。

D73 :。根据句意可知，%*’%$ 在此作系动词，用一般现在时的主动形式表示被动意义。

D93 5。6 =$ %" >"6与6 ()$06连用时，表示6正要做⋯⋯，这时突然⋯⋯6。

专题四I 非谓语动词

非谓语动词包括动词不定式、动词/&01（ 现在分词或动名词）和过去分词三种形

式，它在英语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是英语学习中的难点，更是高考中的重点。主要

考查：D3 动词不定式和动词/&01 的时态和语态；G3 不定式作主语、宾语、宾语补足语、

表语、定语和状语；43 动词/&01 作主语、表语、宾语、宾语补足语、定语和状语；73 过去

分词作定语、表语、宾语补足语和状语；93 非谓语动词之间用法的区别。

!" DI #$%&’()*
不定式不能作谓语动词，它可以有自己的宾语、状语；构成的不定式短语在句中

!"



有时候熬夜是必须的。! ! !

可以作主语、宾语、表语、定语、补足语和状语。高考对不定式的考查涉及到不定式的

时态、语态、功能和省略等。

"#!"#
用动词不定式作宾语的动词有：$%&’，()*+,)，-()’)&.，-(/01,)，*%12，%3())，%10，

45//,)，.)41.)，.)0%&.，)6-)4’，5/-)，2)%(&，0%&%3)，’(7，%**/(.，/**)(，$1,5，1&’)&.，

-2%&，%,8，.),1() 等。另外动词不定式在作 ’)22，,5/$，+&.)(,’%&.，)6-2%1&，’)%45，

2)%(&，%.91,)，.1,4+,, 等动词的宾语时，前面常带疑问词，即：疑问词（ 5/$，$5)&，

$5)()，$5%’，$5/# # # ）: ’/ ./。如：

;) ,5/$). 0) !"# $" %" ’5) $/(8# 他教我怎样做这项工作。

$%& "’ ! <’9) $/(8). $1’5 4512.()& =)*/()，,/ < 8&/$ $5%’ ! ! ! 1& 07 &)$ >/=#
?# )6-)4’). @# ’/ )6-)4’ A# ’/ =) )6-)4’1&3 B# )6-)4’,
$()’ ! @。C 疑问词 : 不定式C 作 8&/$ 的宾语，$5%’ ’/ )6-)4’ D $5%’ < $122 )6E

-)4’。
F#!"#*+#
可以带有动词不定式作宾语补足语的常见动词有：$1,5，4%+,)，%,8，=)3，)6E

-)4’，*/(4)，1&91’)，-)(01’，-)(,+%.)，$%&’，$%(&，%22/$，%.91,)，)&4/+(%3)，()G+),’ 等。

动词不定式作动词 *))2，5)%(，,))，$%’45，&/’14)，/=,)(9) 等感官动词以及 5%9)，

2)’，0%8) 等使役动词的宾语补足语时，不定式符号 ’/ 要省略。但如果这些句子变成

被动结构时就必须带 ’/ 符号。如：

< /*’)& !&’( 510 )*+, ’5) ,/&3#
;) 1, /*’)& !&’(% $" )*+, ’5) ,/&3#
$%& F’ ! H7 %.91,/( )&4/+(%3). ! ! ! % ,+00)( 4/+(,) ’/ 10-(/9) 07 $(1’1&3

,8122,#
?# */( 0) ’%81&3 @# 0) ’%81&3 A# */( 0) ’/ ’%8) B# 0) ’/ ’%8)
$()’ ! B。在该题中，)&4/+(%3) 后接不定式作宾语补足语。故正确答案是 B。

I#,-./012#345678#9
在 =) ,%1.，=) ()-/(’).，=) 8&/$&，=) =)21)9).，=) 4/&,1.)().，=) ’5/+35’，=) 218)E

27，=) 4)(’%1&，=) ,+()，=) +&218)27，=) .),’1&). 等后。’51&8，4/&,1.)(，=)21)9) 等后可

跟 ’/ 5%9) ./&) 作补语，表示动作发生在谓语动作之前。

$%& I’ ! ?<BJ 1, ,%1. ! ! ! ’5) =133),’ 5)%2’5 45%22)&3) ’/ =/’5 0)& %&. $/0)&
1& ’5%’ %()% /9)( ’5) -%,’ *)$ 7)%(,#（KL 年湖北卷）

?# ’5%’ 1’ 1, @# ’/ =)
A# ’5%’ 1, 5%, =))& B# ’/ 5%9) =))&
$()’ ! B。=) ,%1. 后接不定式，根据题中的时间状语 /9)( ’5) -%,’ *)$ 7)%(,，表

明不定式的动作发生在谓语动作之前，所以必须用不定式的完成式。

$%& M’ ! N/214) %() &/$ ,)%(451&3 */( % $/0%& $5/ 1, ()-/(’). ’/ ! ! ! ,1&4) ’5)
*2//. 51’ ’5) %()% 2%,’ O(1.%7#（KL 年山东卷）

?# 5%9) =))& 01,,1&3 @# 5%9) 3/’ 2/,’

!"



!"#$# %& ’( )&# *(%’+ ,"-. /() 0%1#；/() &"()0* 0%1# ,"-. /() *(2

32 4# 5%&&%’+ 62 +#. 0(&.
!"#$ 7 8。4# $#9($.#* .( *( &."2 意为:被报道做某事:；后半句是由 &%’;# 引导

的时间状语从句，表示从过去到现在的这段时间，应和现在完成时连用，而且必须和

延续性动词连用，可排除 <、3、6 选项。正确答案为 8。

=2 %&’()*
不定式放在 4# 和其他系动词后，用来说明主语的内容。同样，特殊疑问词和不

定式连用也可以作表语。

+,-如果主句部分的谓语动词或非谓语动词中含有 *(，那么作表语的不定式可

以省去 .(。如：!"# (’0/ ."%’+ "# ;()0* !" #$%（ &"）&’(( ."# .$)."2 他只有说真话。

!./ >$ 7 !"# 9)$9(&# (? ’#, .#;"’(0(+%#& %& .( 5-1# 0%?# #-&%#$，7 7 7 %. 5($#
*%??%;)0.2

82 ’(. 5-1# <2 ’(. .( 5-1# 32 ’(. 5-1%’+ 62 *( ’(. 5-1#
!"#$ 7 <。在该题中，有两个不定式作并列表语，由于前后是对比关系，所以

不定式符号 .( 不能省略。故答案是 <。

>2%&’0*1
（@）不定式的被动式：不定式的逻辑主语是动作的承受者，具有被动意义。

!./ A$ 7 B. .((1 - 0(’+ .%5# ?($ ."# ;(’’#;.%(’ 4#.,##’ 4(*/ .#59#$-.)$# -’* %00C
’#&& 7 7 7 2（DA 年江西卷）

82 .( 5-1# <2 .( 4# 5-*# 32 5-1%’+ 62 4#%’+ 5-*#
!"#$ 7 <。该题是: B. .-1#& &(5# .%5# .( *( &."2 :句型，不定式与其逻辑主语 ."#

;(’’#;.%(’ 之间是被动关系，所以用不定式的被动式。

!./ E$ 7 !"# 3"%’#&# -$# 9$()* (? ."# FG." H0/59%; I-5#& 7 7 7 %’ <#%J%’+ %’
FDDK2（DA 年四川卷）

82 "(0* <2 "(0*%’+ 32 "#0* 62 .( 4# "#0*
!"#$ 7 6。分析句子的结构可知，选项应作定语修饰名词。第 FG 届奥运会 DK

年将在北京举行，是将来的动作，不定式作定语表示即将发生的动作；不定式与 ."#
FG." H0/59%; I-5#& 之间是被动关系，用被动式。所以答案为 6。

（F）在下列结构中，虽含有被动意味，却常用不定式的主动式：

!!"#$# 4# 句型中作定语的不定式。试比较：

!"#$# %& ’(."%’+ &" %’’2 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即：没有什么值得看的）

!"#$# %& ’(."%’+ &" )’ %’’*2 看不见有什么。（即：什么也没看见）

!疑问词后接不定式。如：

B *(’’. 1’(, ,"%;" 4)& &" &$+’2 我不知道该乘哪路车。

!./ K$ 7 L$2 I$##’ &.((* )9 %’ *#?#’;# (? ."# @AC/#-$C(0* 4(/，&-/%’+ ."-. "# ,-&
’(. ."# (’# 7 7 7 2（DA 年安徽卷）

82 40-5#* <2 40-5%’+ 32 .( 40-5# 62 .( 4# 40-5#*
!"#$ 7 3。不定式 .( 40-5# 意为:该受责备:，主动形式表被动意义，在该题中

作定语修饰 ."# (’#，意为:格林先生站起来为那个 @A 岁的男孩辩护，说他不是该受责

!"



不要做你喜欢的事，要喜欢你做的事。

备的人!。

"#!"#$%&
（$）不定式作状语主要表示目的，可以置于句首或句末，置于句首时通常用逗号

隔开。

’()不定式常用在 %& ’%（ (&）或 )* &+,-+（ (&）后，与它一起作状语，表示目的。

*+, .- / / / / (0- -123&4--%’5&+6)*7 -88)9)-*94，(0- %:2-+;)%&+ 5)33 ’33&5 (0-1
(& 0’;- ’ 9&88-- <+-’6#（=" 年上海春季卷）

># ?12+&;)*7 @# A& )12+&;-
B# C’;)*7 )12+&;-, D# ?12+&;-,
*./- / @。根据句意!为了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主管将允许他们喝咖啡休息

一会儿!，本题应用不定式作状语，表示目的。

（E）不定式常和 &*34 连用，可以作结果状语，但是与动词F)*7 不同，不定式所表示

的结果往往出乎意料。如：

*+, $=- / C- 0:++)-, (& (0- <&&6)*7 &88)9- &*34 / / / (0’( ’33 (0- ()96-(% 0’, <--*
%&3, &:(#（=" 年陕西卷）

># (& (-33 @# (& <- (&3, B# (-33)*7 D# (&3,
*./- / @。句意为!他急忙赶到订票处，结果被告知所有的票已经卖完了!，

动词不定式作状语，表示意外结果；不定式与主语之间是被动关系，所以用被动式。

（G）另外!形容词 H -*&:70 H 不定式!和! (&& H 形容词或副词 H 不定式! 也可表

示结果状语。如：

A0- <&&6 )% !"#$ !%&’() *&+ ,!(-%%!+# .& +!"/# 这本书很容易，初学者能看懂。

’()少数几个表示心情或倾向的形容词，如 73’,，+-’,4，23-’%-,，5)33)*7，’*IF
)&:%，0’224，%’()%8)-, 等用于! (&&# # # (&!结构时，不定式表示肯定意义，(&& 前面还可以

有 &*34，<:( 等词修饰。

*+, $$- / A0- 1’* +-5’+,-, 5)(0 ’ 3’+7- ’1&:*( &8 1&*-4 5’% (&& / / / (& (-33
0)% 8’1)34#

># -I9)()*7 @# -I9)(-, B# ’*I)&:% D# %:+2+)%-,
*./- / B。此题考查! (&& H !"#$ % !"&# H (& ,& %(0# ! 这一句型。对于一般的

形容词或副词来说，(&& 暗示否定，表示! 太⋯⋯而不能!；但对于 0’224，73’,，’*IF
)&:%，-’7-+，5)33)*7，23-’%-, 等词则恰恰相反，这些词用于! (&&# # # (&!结构中，表示! 只

是 J 很⋯⋯去干某事!。

01 E/ 234567
动名词具有动词和名词的特点，有一般式和完成式，有主动式和被动式，可以在

句中作主语、宾语、表语或定语。

$#234589:&9
（$）动名词的一般式表示与谓语动作同时或稍后发生；完成式表示动作先于谓

语动作发生。

!"



! "#$% &’() ! *+；! *+ &’() ! "#$%,

（-）动名词的语态主要看与逻辑主语之间的关系，如果逻辑主语是动名词的执

行者就用主动式，是动名词的承受者就用被动式。如：

.+ +/% "#$%0 !"#$% &’(%)"* ’+ #/ 123"#4, 没有人愿意被当众嘲笑。

!"#/%%*，&(/)，5%62#5% 作7 需要7 讲时，后接动词8#/9 形式或接不定式的被动

式表被动。

$%& :’ ; <’% 0)+5= "%>)，; ; ; ( "+) +> *(=(9% )+ )’#0 (5%(,
?, 4(20%*; ; ; @, )+ ’(A% 4(20%*; ; ; B, )+ 4(20%; ; ; C, ’(A#/9 4(20%*
$()’ ; C。选项动词与前面有逗号隔开，说明不是并列谓语，排除 ?。4(20% 与

主语 0)+5= 之间是主动关系，所以用动词8#/9 形式作状语表结果，用完成式表示动作

发生在谓语动作之前，相当于7 <’% 0)+5= "%>) (/* ’(* 4(20%* ( "+) +> *(=(9% )+ )’#0 (5%8
(7。而不定式作结果状语表示出乎意料。所以答案为 C。

-,*+,-./
动词不定式和动名词在句中可以作主语。但在下列句型中常用动名词作主语：

（:）!) #0 D &(0 /+ 20% D 9++* E *+#/9 0)’,
（-）!) #0 D &(0 +> "#))"% 20% D 9++* E *+#/9 0)’,
（F）!) #0 D &(0 20%"%00 E *+#/9 0)’,
$%& -’ ; !) #0 /+ ; ; ; (592#/9 &#)’ @#"" 3%4(20% ’% &#"" /%A%5 4’(/9% ’#0 =#/*,
?, 20% @, ’%"1 B, )#=% C, &(G
$()’ ; ?。该题是7 !) #0 D &(0 /+ 20% D 9++* E *+#/9 0)’, 7句型。

$%& F’ ; ; ; ; )+ 02/"#9’) >+5 )++ =24’ )#=% &#"" *+ ’(5= )+ +/%’0 0$#/,
?, HI1+0%* @, J(A#/9 %I1+0%*
B, @%#/9 %I1+0%* C, ?>)%5 3%#/9 %I1+0%*
$()’ ; B。在该题中，谓语 &#"" *+ 缺少主语，而7 皮肤7 与7 暴露7 之间是被动

关系，故用动词8#/9 的被动式。因此答案是 B。

F,*+,-0,1*,23/
（:）以下动词后面只接动名词作宾语：

(*=#)，(115%4#()%，(A+#*，4+/0#*%5（ 考虑），*%"(G，*#0"#$%，%/K+G，%04(1%，%I420%，

>#/#0’，#=(9#/%，$%%1，=#/*，=#00（错过），15(4)#0%，5#0$，5%0#0)，0299%0) 等。

（-）以下动词词组后面只接动名词作宾语：

3% D 9%) 20%* )+（习惯于），3%"+/9 )+（属于），4(/’) ’%"1（情不自禁），4(/’) 0)(/*
（无法忍受），%62(" )+（等同于），9#A% 21，9+ +/，>%%" "#$%，$%%1 +/，#/0#0) +/，"++$ >+58
&(5* )+，12) +>>，*%A+)%, , , )+ D 3% *%A+)%* )+（致力于），5%>%5 )+，1(G ())%/)#+/ )+，1+#/) )+，

9%) *+&/ )+ 等。

（F）下列动词接不定式和动名词时意义不同：

!5%=%=3%5 )+ *+ 0)’, 记住要做某事；5%=%=3%5 *+#/9 0)’, 记得已做过某事

">+59%) )+ *+ 0)’, 忘记要做某事；>+59%) *+#/9 0)’, 忘记已做过某事

#0)+1 )+ *+ 0)’, 停下来开始做某事（ 实际上不定式在此作目的状语）；0)+1 *+#/9
0)’, 停止正在做的事

!"



我做的我喜欢，我喜欢我就做。! ! !

!"# #$ %# &# ’%() 接着做另一件事；"# #$ &#*$" ’%() 继续做同一件事

"%+, %# &# ’%() 设法做某事；%+, &#*$" ’%() 试着做某事

#-./$ %# &# ’%() 打算（意欲，企图）做某事；-./$ &#*$" ’%() 意味着某事

$+."+.% %# &# ’%() 遗憾（后悔）要做某事；+."+.% &#*$" ’%() 后悔已做某事

%0/$’% (.12 %# &# ’%() 不能帮助做某事；0/$’% (.12 &#*$" ’%() 情不自禁地做某事

!"# 3$ ! —4(.+. *’ / ’%#+, (.+. *$ %(. 2/2.+ /5#6% / 7789,./+9#1& -/$)
—:, "##&$.’’！; 0/$’% *-/"*$. ! ! ! %(/% #1&)
<) %# 5. =) %# (/>. 5..$ ?) 5.*$" @) (/>*$" 5..$
!%&$ ! ?。*-/"*$. 后接动名词作宾语，排除 <、= 选项，@ 项完成式表示动作

先于谓语动词发生，不合题意，故排除。

!"# A$ ! ;’$’% *% %*-. ,#6 "#% &#B$ %# ! ! ! %(. 2/2.+’？（8C 年重庆卷）

<) -/+D =) 5. -/+D.& ?) 5.*$" -/+D.& @) -/+D*$"
!%&$ ! @。".% &#B$ %# 后接名词或动名词作宾语；-/+D 与主语之间是主动关

系，所以用主动式。

!"# C$ ! <E%.+ (. 5.0/-. 0#$’0*#6’，(. +.-.-5.+.& ! ! ! /$& ! ! ! #$ %(.
(./& B*%( / +#&)（8C 年江西卷）

<) %# /%%/0D；(*% =) %# 5. /%%/0D.&；%# 5. (*%
?) /%%/0D*$"；5. (*% @) (/>*$" 5..$ /%%/0D.&；(*%
!%&$ ! @。根据句意F他苏醒后，记得被人袭击和用棒打在头上F 可知事情已

经发生过了；又因为选项动词与主语之间是被动关系，所以选 @。

’( G! )*+,-./+,012
分词分现在分词和过去分词，具有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的特征，在句中作定语、补

足语、表语或状语。其否定形式是直接在前面加 $#%。分词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34 5678 9678 :;<= 78<=

现在

分词

一般式 &#*$" 5.*$" &#$.
与谓 语 动 词 同 时

或几乎同时发生

根据语态形式，

主动或被动意义

完成式 (/>*$" &#$. (/>*$" 5..$ &#$.
发生 在 谓 语 动 词

之前

根据语态形式，

主动或被动意义

过去分词 &#$. 无 表示动作完成 被动意义

! ! 7)+,>?7
现在分词作表语表示主语的特征，过去分词作表语是对主语进行描述，常与系动

词 5.，".%，+.-/*$，’%/, 等连用。现在分词作表语含有主动意味，其主语常是事或物；

过去分词作表语表示被动意义，其主语常是人，有些过去分词作表语实际上已经构成

短语，如：5. *$%.+.’%.& *$，5. ’/%*’E*.& B*%(，5. 0#>.+.& B*%(，5. &+.’’.& *$，5.
’./%.& 等。

!"# 7$ ! 4#- ’#6$&’ >.+, -60( ! ! ! *$ %(. H#5，56% ;’- $#% ’6+. B(.%(.+ (.

!!



!"# $%&’( (")*+ )’ (% +),# -. /*0 1%’#2

3/* 4/*/+# )(2（56 年安徽卷）

72 )*(#&#’(#0 82 )*(#&#’()*+ 92 )*(#&#’()*+1: ;2 )*(#&#’(#01:
!"#$ < 7。在题中 ’%-*0 是一个系动词，意思为= 听起来令人觉得，似乎=，其

后应接一个可以作表语的词，因此排除 8、; 两项。根据句意，表语在此是对主语 !%4
进行描述，而不是表示其特征，因此应用过去分词 )*(#&#’(#0。

>2%&’()
（?）现在分词作定语时和被修饰词之间为主动关系，表示动作正在或经常发生。

单个现在分词作定语放在被修饰词前面，现在分词短语作定语则放在被修饰词的

后面。

!*+ >$ < !"#&# "/,# @##* ’#,#&/1 *#$ #,#*(’ < < < (% ("# .&%+&/4 A%& ("# >55B
8#)C)*+ D1:4.)3 E/4#’2（56 年北京卷）

72 /00 82 (% /00 92 /00)*+ ;2 /00#0
!"#$ < 9。该句是= ("#&# @#= 句型，所填选项作定语修饰名词 #,#*(’。因为选

项动词 /00 与 #,#*(’ 之间是主动关系，所以用现在分词作定语。答案为 9。

（>）过去分词作定语时和被修饰词之间往往是被动关系，表示动作已经完成。

单个的过去分词作定语放在被修饰词的前面，过去分词短语作定语则放在被修饰词

的后面。

!*+ F$ < G),# .#%.1# $%* ("# = 9")*/’’ E&##* G)+-&#= /$/&0，/ ()(1# < < < (% %&H
0)*/&: .#%.1# A%& ("#)& 3%*(&)@-()%*’ (% #*,)&%*4#*(/1 .&%(#3()%*2（56 年山东卷）

72 @#)*+ +),#* 82 )’ +),#* 92 +),#* ;2 $/’ +),#*
!"#$ < 9。题中 / ()(1# 是 /$/&0 的同位语，后接非谓语动词短语作定语，因此

可排除 8、; 两项。选项动词 +),# 与名词 ()(1# 之间是被动关系，且根据句意，+),# 并非

表示正在进行，因此用过去分词作定语。答案为 9。

F2%&’,)
（?）现在分词作状语时，可以表示时间、原因、结果、条件、让步、行为方式、伴随

状况等；表示时间关系的现在分词短语有时可由连词 $")1# 或 $"#* 引导。

!*+ I$ < J"#* < < < 0)AA#&#*( 3-1(-&#’，$# %A(#* ./: /((#*()%* %*1: (% ("# 0)AA#&H
#*3#’ $)("%-( *%()3)*+ ("# 4/*: ’)4)1/&)()#’2（56 年浙江卷）

72 3%4./&#0 82 @#)*+ 3%4./&#0
92 3%4./&)*+ ;2 "/,)*+ 3%4./&#0
!"#$ < 9。选项动词 3%4./&# 与句子主语之间是主动关系，根据语意选项动词

并非发生在谓语动词之前，所以用现在分词的一般式的主动语态作状语，表示时间。

正确答案为 9。

（>）过去分词在句中作状语时和句子的主语之间是被动关系，即动宾关系。它

在句中可表示时间、原因、条件、行为方式、让步及伴随状况等。

!*+ K$ < < < < A%& ("# @&#/L0%$* %A ("# ’3"%%1 3%4.-(#& *#($%&L，71)3# $/’ )*
1%$ ’.)&)(’2（56 年福建卷）

72 81/4)*+ 82 81/4#0 92 !% @1/4# ;2 !% @# @1/4#0

!"



世界上最窝囊的事是因为放弃而失败。! !

!"#$ ! "。#$%&’ (#) *+, (-.) 意为/因某事责怪某人/，题中 #$%&’ 与主语之间

是被动关系，所以用过去分词作状语，表示原因。

%&’在英语中有些表示说话人态度的分词结构已成为固定用语，不遵循其逻辑

主语与句子一致的原则。如：0’1’,%$$2 (3’%4510 总的来说；6780510 *,+& 根据⋯⋯判断；

(3’%4510 +* 说到⋯⋯；-%$4510 +* 谈到⋯⋯；9+1(58’,510 考虑到。

:)()*+,-
（;）可以用现在分词作宾补的动词有感官动词 (’’，.’%,，*’’$，1+-59’，*518，

<%-9.，+#(’,=’，(&’$$ 等。另外，现在分词还可以在使役动词 .%=’，0’- 以及其他动词

4’’3，9%-9.，$’%=’，(’- 等后作宾补。如：

!./ >$ ! —?.%- 858 .’ 8+ 51 -.’ &588$’ +* -.’ 150.-？
—?’$$，@ (%< .5& ! ! ! )
A) 3$%2510 -.’ 35%1+ ") -+ 3$%2 35%1+
B) 3$%2 -.’ 35%1+ C) -+ #’ 3$%2510 35%1+
!"#$ ! A。现在分词短语作宾语补足语，意为/ 我看到他在午夜弹钢琴/。/

3$%2510 -.’ 35%1+/表明在午夜这一时间正在进行的动作。正确答案为 A。

（D）过去分词通常可以作宾语补足语，和宾语之间为被动关系。可以用过去分

词作宾补的动词有：(’’，.’%,，*’’$，1+-59’，*518，<%-9.，+#(’,=’，(&’$$，$++4 %-，$5(-’1
-+，.%=’，0’-，&%4’，$’-，4’’3，$’%=’，$54’，<%1-，<5(. 等。

!./ E$ ! @1 -.’ 8,’%& F’-’, (%< .5&(’$* ! ! ! #2 % *5’,9’ <+$*，%18 .’ <+4’ (78G
8’1$2 <5-. % (-%,-)（H> 年上海春季卷）

A) 9.%(’8 ") -+ #’ 9.%(’8
B) #’ 9.%(’8 C) .%=510 #’’1 9.%(’8
!"#$ ! A。(’’ 后可以接动词原形或分词作宾语补足语。本题中选项动词与

宾语 .5&(’$* 是被动关系，所以用过去分词作宾补。答案为 A。

01 ;! 234 -+ 56789:6;<
有时为了避免重复，作宾语或补足语的不定式再次出现时，-+ 后的内容常常承前

省略。这种情况常出现在下列以下三种情况：

;) 在以下动词或短语之后，如：’I3’9-，.+3’，<5(.，&’%1，3,’*’,，9%,’，*+,0’-，
<%1-，-,2；#’ 0$%8 J .%332，<+7$8 $54’ J $+=’ 等。

D) 在 .%=’，1’’8，#’ 0+510 -+，#’ %#$’ -+，+70.- -+，7(’8 -+ 等情态动词或半助动词

构成的复合结构中。

K) 在 -’%9.，41+<，<+18’,，%(4，8’958’ 等动词后接/ 疑问词 L 不定式/ 作宾

语时。

%&’如果承前省略的不定式的内容是作助动词 #’ 或 .%=’ 的任何形式，-+ 后应

保留原形 #’ 或 .%=’。如：

!"



! "#$%&’ %()$(% (& *+,# -.#’ .# /)’ *+,# &0(%+1# .+2%#*34

—5 1+1’’( (#** .+2 (.# ’#-%4 我没有告诉他那个消息。

—6.，7&0 &08.( !" #$%&4 噢，你本应该告诉他的。

!"#$ 9 5 2#)’( 9 9 9 ，:0( -.#’ 5 -)% *#),+’8，5 /&0*1’’( 3+’1 .#$ )’7-.#$#4
!4 (& 1& ;4 (& <4 1&+’8 =4 1&+’8 (&
!%&$ 9 ;。根据语意，2#)’ 后用不定式，表示>打算做某事>，此处 (& 后省略了

本打算进行的动作。

’( ?9 )*+,-.
独立主格结构与句子主语之间没有句法上的联系，但与句子的意义是紧密相连

的。非谓语动词在下列情况下构成独立主格结构：

@4/0 A10 B234 A5670 A8970
’"(")* !" +",& .#$# (.# 1)7 )3(#$ (&2&$$&-，(.#7 -+** .),# (& "0( &33 (.# 2##(+’8 (+**

’#C( -##D4 如果后天没有人来，他们就把会议推迟到下周。

?! "#$%& B :; B<=;>0"-.6?@ABCDEFGHFIJK;L
!"# @$ 9 9 9 9 (-& #C)2% (& -&$$7 ):&0(，5 .),# (& -&$D $#)**7 .)$1 (.+% -##DE

#’14
!4 F+(. ;4 ;#%+1#% <4 !% 3&$ =4 ;#/)0%# &3
!%&$ 9 !。> -+(. B 宾语 B 不定式> 结构中，不定式和宾语之间是被动关系，表

示尚未发生的动作。该结构在此作原因状语。

!"# ?$ 9 G.# /.+*1 %*#"( -+(. (.# *+8.( 9 9 9 4
!4 (& :0$’ ;4 :0$’( <4 :0$’+’8 =4 :0$’
!%&$ 9 <。本题考查> -+(. B 宾语 B 现在分词>结构，宾语和现在分词之间是主

动关系，表示动作和谓语动词同时发生。

@4 —F.)( .)""#’#1 (& 7&0 &’ 7&0$ -)7 :)/D (& (.# .&(#* *)%( ’+8.(？
—5 *&%( 27 -)7 +’ /&2"*#(# 1)$D’#%% )’1，9 9 9 (.+’8% -&$%#，+( :#8)’ (& "&0$4
!4 2)D+’8 ;4 (& 2)D# <4 .),+’8 2)1# =4 2)1#

?4 5( $)+’#1 ’&’%(&" 3&$ (#’ 1)7%，/&2"*#(#*7 9 9 9 &0$ .&*+1)74
!4 (& $0+’ ;4 $0+’#1 <4 .),+’8 $0+’#1 =4 $0+’+’8

H4 —F.7 1& 7&0 *&&D %)1？

—G.#$# )$# %& 2)’7 "$&:*#2% 9 9 9 4
!4 $#2)+’+’8 (& %#((*# ;4 $#2)+’#1 %#((*+’8
<4 $#2)+’+’8 (& :# %#((*#1 =4 $#2)+’#1 (& :# %#((*#1

I4 —F# 1+1’’( 3+’1 (.# ;*)/D% 9 9 9 (.# *#/(0$#4
—J& &’# .)1 (&*1 .+2 ):&0( 9 9 9 ) *#/(0$# (.# 3&**&-+’8 1)74
!4 (& )((#’1；(.#$# (& :# ;4 )((#’1+’8；(.#$# :#+’8
<4 )((#’1#1；(.#$# :# =4 )((#’1；(.#$# -)%

!"



当一个人能跳出自己的时候，他就能真正开始生活了。! !

"# $%&’ ! ! ! ())*+,-%. /* /01 ,-+1)/-*%2 )(% /01 31,-)-%1 41 56-/1 1771)/-81#
9# /(:-%. ;# /(:1%
<# 41-%. /(:1% =# 0(8-%. 411% /(:1%

># —?2 /01+1 (%’ @*22-4-&-/’ *7 /01 7-&3 ! ! ! -% A(+-2 ?%/1+%(/-*%(& B12/-8(&？
—C*/ -% /01 &1(2/，41)(621 (6,-1%)1 .1%1+(&&’ /0-%: &-//&1 *7 -/#
9# /+’-%. *6/ ;# /+-1, *6/ <# /* /+’ *6/ =# 41-%. /+-1, *6/

D# —E-，F(+’# G*6&, ’*6 &-:1 /* .* /* /01 )*%)1+/ /0-2 181%-%.？

—H*++’，I*3# ! ! ! /*3*++*J’2 &122*%2，? 0(81 %* /-31 /* .* *6/ J-/0 ’*6#
9# C*/ @+1@(+-%. ;# C*/ 0(8-%. @+1@(+1,
<# C*/ /* @+1@(+1 =# ;1-%. %*/ @+1@(+1,

K# —? )(%’/ +1)-/1 /01 @*13#
—G1&&，’*6 (+1 26@@*21, ! ! ! -/ 3(%’ /-312 ’12/1+,(’ 181%-%.#
9# /* +1(, ;# /* 0(81 +1(, <# +1(,-%. =# 0(8-%. +1(,

L# C*J(,(’2 /11%2 @+171+ .*-%. /* /01 )’41+)(71，! ! ! ，(2 -2 :%*J% /* 2*31 *7 /013，

/01’ )(% )0(/ J-/0 /01-+ 7+-1%,2 4’ MM *+ @&(’ .(312，! ! ! 2*31 +1(,-%.#
9# J0-)0；+(/01+ /0(% ,* ;# J01+1；/* ,*
<# J0(/；,*-%. =# J01+1；/* ,*-%.

NO# H6)0 ! ! ! /01 )(21，? )*6&,%’/ 01&@ 46/ ! ! ! 0-3#
9# 41-%.；26@@*+/ ;# -2；/* 26@@*+/
<# 0(2 411%；26@@*+/-%. =# 41；26@@*+/1,

NN# —?/ -2 +1@*+/1, /01+1 J-&& 41 (%*/01+ 362163 ! ! ! -% *6+ )-/’#
—G01% ! ! ! ，-/ J-&& 41 *@1% /* /01 @64&-)#
9# /* 41 46-&/；)*3@&1/-%. ;# /* 46-&,；/* 41 )*3@&1/1,
<# /* 46-&,；)*3@&1/1, =# /* 41 46-&/；41-%. )*3@&1/1,

NP# —G0’ (+1 ’*6 +620-%. (+*6%, &-:1 ( 4-+, ! ! ! ？

—?’81 411% -%8-/1, /* ( @(+/’ (/ <(+*&’2 0*621 /*%-.0/#
9# J-/0 -/2 01(, )6/ *77 ;# )6//-%. *77 -/2 01(,
<# 7*+ -/2 01(, )6/ *77 =# -/2 01(, 41-%. )6/ *77

NQ# ? ,-,%’/ 31(% ! ! ! (%’/0-%. 46/ /01 )(:12 &**:1, 2* .**, /0(/ ? )*6&,%’/ +12-2/ !
! ! *%1#
9# 1(/-%.；/+’-%. ;# /* 1(/；/* /+’ <# 1(/-%.；/* /+’ =# /* 1(/；/+’-%.

NR# I* 41 J1&& 7-/ 7*+ /01 S*4，! ! ! #
9# ( .**, :%*J&1,.1 *7 @0’2-)2 -2 %11,1,
;# *%1 %11,2 /* 0(81 ( .**, :%*J&1,.1 *7 @0’2-)2
<# -/ -2 +156-+1, /0(/ *%1 20*6&, 0(81 ( .**, :%*J&1,.1 *7 @0’2-)2
=# ( .**, :%*J&1,.1 *7 @0’2-)2 -2 -3@*+/(%/

N"# —E(81 ’*6 71, /01 ,*.？

—C*，46/ ! ! ! #

!"



!"#$%& ’&()*& +), "#-& .)/

0/ 1 #2 3/ 1’2
!/ 1’2 4,5. %)6$% .) 7/ 1’2 4,5. %)6$%

8/ 3。.) 2#9& ."6$%5 :)*5& 意为;使情况更糟糕的是;，用不定式表示动作随后发生，

也可以理解为固定结构作插入语。

</ 7。选项动词与主语之间是主动关系，与谓语动词同时发生，所以用动词=6$% 形式

的一般式表示伴随结果，即结果与原因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所以 7 项正确。

>/ !。*&2#6$ 在 ."&*& ’& 结构中用作后置定语，由于 *&2#6$ 是不及物动词，故应用现

在分词，相当于定语从句 ."#. *&2#6$5，可排除 3、7 两项；动词 5&..?& 置于 *&2#6$ 之

后，应用动词不定式的被动结构来表示 5&..?& 与主语之间是被动关系且动作还未完

成。故答案为 !。

@/ 3。第一空的选项动词 #..&$A 与逻辑主语之间是主动关系，故排除 ! 项；(6$A 后跟

不定式时一般省略不定式符号 .)，可排除 0 项；第二空介词 #’),. 后应使用动名词

形式。故正确答案为 3。

B/ 3。根据句意可知，选项动词的逻辑主语 ."& 2&A6C6$& 与动词 .#9& 之间为被动关系，

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时间状语从句 )$?+ :"&$ 6. 65 .#9&$/ / / ，故应选过去分词 .#9&$ 在

句中作状语。

D/ 7。选项动词短语与其逻辑主语之间是被动关系，由此可以排除 0、! 两项；3 项为

过去分词，表示动作已经完成，也不合题意。故正确答案为 7。

E/ 3。根据句意可知，选项动词为原因状语，表主动，强调动作的完成性，相当于一个

原因状语从句：05 1 "#-&$’. F*&F#*&A .)2)**):’5 ?&55)$5/ / / ，故应选 3；选项 0 为现

在分词，不表示完成的意思；选项 ! 为不定式的否定结构，表目的；选项 7 为现在分

词的被动结构，$). 应置于分词 ’&6$% 前面。

G/ 3。’& 5,FF)5&A .) A) 5."/ 表示;应该做某事;；若用不定式的完成式，则表示; 过去

本来应该做某事，而实际上没有去做;，含有;批评，责备，抱怨;之意。

H/ 7。第一空是 :"&*& 引导的非限制性定语从句；此题的主句结构是; I):#A#+5 .&&$5
F*&(&* %)6$% .) ."& C+’&*C#(&/ / / .) A)6$% 5)2& *&#A6$%;。弄清此句子结构; F*&(&* A)6$%
0 .) A)6$% 3;就简单了。

8J/ 0。根据句意，句子的前半部分在整个句子中作原因状语，由于没有表原因的从属

连词，因此要使用独立主格结构；C),?A$’. "&?F ’,. 后接省略 .) 的动词不定式。正

确答案为 0。

88/ !。第一空所在句为; ."&*& ’&; 句型，可用 .) ’,6?A 或 .) ’& ’,6?.；第二空选项动词

C)2F?&.& 与其逻辑主语之间是被动关系，且表示动作尚未完成，故应用过去分词

的现在式。正确答案为 !。

8</ 0。此处用 :6." 结构作伴随状语。

8>/ 7。根据句意;我不打算吃任何东西，但这些蛋糕看上去太好吃了，所以我忍不住

想尝一个;，第一空应用不定式表示; 打算，意欲做某事;，可以排除 0、! 两项；

!"



主动寻求变化，别等到变化找上门。! !

"#$%$&后只能接 !’%() 形式作宾语，表示*忍住做某事*。故正确答案为 +。

,-. /。动词不定式作状语的逻辑主语必须是人，参看四个选项的主语，只有 0(# 可以

指代人。

,1. 2。为了避免重复，在 3# 4305& &0，3# )0%() &0，3# 436# &0，3# $5"# &0，3# 6%7#68 &0，

3# "#498 &0，3# $5::0$#9 &0 等短语中常常承前省略 &0 后的内容，但 &0 不能省略。

正确答案为 2。

专题五! 形容词和副词

近年高考对形容词和副词的考查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比较等级的使用；在具

体语境中辨析形容词和副词的词义；多个形容词作定语的词序；常见形容词和副词的

习惯用法等。对于比较级的考查，注重深层语意，即* 比较* 的意思并不能直接从结

构中看出，而是从语句的深层意义中挖掘出来。

!" ,! #$%&’(%)*+
两个以上的形容词修饰一个名词时，与被修饰的名词关系较密切的形容词靠近

名词；如果几个形容词与名词的密切程度差不多，则音节少的形容词在前，音节多的

在后。它们的顺序是：限定词（ 冠词、物主代词、指示代词、不定代词）; 数词（ 序数

词、基数词）; 描绘性形容词（(%<#，)009，%(&#"#$&%()，3#45&%=56 等）; 特征形容词（ 大

小、长短、高低、形状、年龄、新旧）; 颜色形容词 ; 国籍、来源 ; 物质材料 ; 用途、类别

; 中心名词。我们可以用下面的一个顺口溜帮助记忆：

限定描绘大长高，形状年龄和新老。

颜色国籍出材料，作用类别往后靠。

,-. ,/ ! ! ! ! $&59#(&$ 4"# "#>5%"#9 &0 &47# :4"& %( &?# 304& "4<#.
@. A#( $&"0() 805() 2?%(#$# /. A#( 2?%(#$# $&"0() 805()
2. 2?%(#$# &#( 805() $&"0() +. B05() $&"0() &#( 2?%(#$#
,01/ ! @。我们可以按照多个形容词的排列顺序* 数词 ; 描绘性形容词 ; 年

龄 ; 国籍*得出答案 @。

234形容词作定语时，我们尤其要记住下面两个特殊结构：

$0 C ?0D C 4$ C &00 ; "#$. ; 4（(）; 单数名词

"4&?#" C >5%&# C D?4& C $5<? ; 4（(）; "#$. ; 单数名词

,-. E/ ! F# D#"# %( ! ! ! D?#( D# 6#=& &?4& D# =0")0& &?# 4%"6%(# &%<7#&$.
@. 4 "5$? $0 4(G%05$ /. 4 $5<? 4(G%05$ "5$?

!"



!"#’$ %&’( )* "+$！

,- ’" &# &#./"+’ 0+’( !- ’+1( &# &#./"+’ 0+’(
!"#$ 2 !。从3 0&$(*0 4 5+/$* 4 6(&$ 4 ’+1( 7 &（#）7 !"#- 7 单数名词3 这一结构可

以得出正确答案是 !。

%& 82 ’()*+),-./012/
9-34’()*+)53-.6/

（9）表示比较、特殊意义的：1"):&0&$/;*（ %<），0*%&$/;*（ %<），:&0$/1+%&0（ %<），’:*1/&%
（ %<）

（8）表示绝对意义的：&=’"%+$*（ %<），+#*.:*1$*>（ %<），*#$/0*（ %<），*.1*%%*#$（ %<），

:*0?*1$（ %<），$"$&%（ %<），6("%*（6("%%<），1"):%*$*（ %<）

（@）表示大小、极限、主观、上下等意义的：*.$0*)*（ %<），)&/#，)&A"0，)/#"0，1(/*?
（ %<），’*#/"0，A+#/"0

（B）表示性质、特征的：*1"#")/1，’1/*#$/?/1，6"">*#，*&0$(*#，C"%>*#，6""%*#
（D）表示独一无二、形状、强调的："#%<，’/#C%*，0"+#>，’5+&0*，;*0<（ 正是），"6#，

?&;"+0/$*，’/):%<，(&0>%<，’1&01*%<
8-’()7+), &’- - - &’89

（9）两者相比，当 E F G 时，用3 &’ 7 !"$% & !"#- 原级 7 &’3来表示。如：

H")*# 1&# >" !" #$%% !" )*#- 妇女能干得和男人一样好。

（8）两者相比，当 E%G 时，用3 #"$ &’ 4 ’" 7 !"#% & !"$- 原级 7 &’3表示。如：

I* /’ &’( !" ) "’ "*+(!,%$ -’. (/$ 0’, !" J &)- 他不如我适合这项工作。

!:;9$2 H(&$ & $&=%*！J’;* #*;*0 ’**# ’+1( & $(/#C =*?"0*- J$ /’ 2 2 2 /$ /’ %"#C-
E- (&%? #"$ &’ 6/>* &’ G- 6/>* #"$ &’ (&%? &’
,- #"$ (&%? &’ 6/>* &’ !- &’ 6/>* &’ #"$ (&%?
!"#$ 2 ,。谓语动词是系动词 =*，其否定形式是在 =* 后加 #"$；可在 &’- - - &’

句型前加副词修饰，表示程度。

!:; 8$ 2 K"(# /’ $(* $&%%*’$ ="< /# $(* 1%&’’，2 2 2 &11"0>/#C $" (/)’*%?-
E- ?/;* ?""$ */C($ &’ $&%% &’ G- &’ $&%% &’ ?/;* ?""$ */C($
,- &’ ?/;* ?""$ */C($ $&%% &’ !- &’ $&%% ?/;* ?""$ */C($ &’
!"#$ 2 G。表示达到多少，常用3 &’- - - &’ 7 数字3结构。如：&’ %"#C &’ ?/;* )*L

$0*’ 长达五米；&’ (*&;< &’ $6" $"#’ 重达两吨。

@-’()7+),-./ 7 !"#$
（9）双方比较，当 E M G 时，用3比较级 7 $(&#3结构；当 E N G 时，用3 %*’’ 7 !"#% &

!"$- 原级 7 $(&#3结构。

（8）双方相比，一方超过另一方，并要强调超出的程度和数量时，可在比较级前

加表示程度的状语，如：*;*#，)+1(，;*0< )+1(，’$/%%，&#<，& %"$，& =/$，& %/$$%*，?&0，
<*$，=< ?&0，& C0*&$ >*&%，$6/1*，$(0** $/)*’，0&$(*0，’%/C($%< 等。

!:; @$ 2 J >"#’$ $(/#O $(/’ ?/%) /’ =< ?&0 $(* )"’$ ="0/#C- J (&;* ’**# 2 2 2 -
E- =*$$*0 G- 6"0’* ,- $(* =*’$ !- $(* 6"0’$

!"



别骑到我头上撒野！! ! !

!"#$ ! "。第一句#我认为这部电影不是最乏味的#，说明说话者看过比这部

电影更糟糕的，所以应该用比较级，句后省略了 $%&’ ($。该题的比较关系是通过前后

语境体现的。

!%& )$ ! *+ $%, $-. /(/$,0/，",$$1 (/ ! ! ! .’,，&’2 /%, (/ &3/. $%, .’, -%. 3.4,/
$. 5, 67(,$8（9: 年安徽卷）

;8 & 1.7’<,0 "8 & 1.7’<,/$ =8 $%, 1.7’<,0 >8 $%, 1.7’<,/$
!"#$ ! =。当形容词的比较级作定语修饰名词时要用冠词。本题中用定冠词

表示特指两个中更小的那个。

)! "#$% ?’()*#$% ?’()"+,-."/00/00"
!%& @$ ! A’ 0,B,’$ 1,&0/ $0&4,3 B.CD&’(,/ %&4, /7BB,,2,2 (’ /,33(’< 7/ $%, (2,& $%&$

$%, +70$%,0 -, <.，! ! ! 8
;8 .70 %.3(2&1 -(33 5, 5,$$,0 "8 .70 %.3(2&1 -(33 5, $%, 5,$$,0
=8 $%, 5,$$,0 .70 %.3(2&1 -(33 5, >8 $%, 5,$$,0 -(33 .70 %.3(2&1 5,
!"#$ ! =。该题是# $%, ? 比较级，$%, ? 比较级# 结构。句意为# 近年来，旅游

公司成功地向我们推销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走得越远，我们的假期就过得越好#。

@8123423567’*-.89:;<*=89)
这种情况下一般常有表示比较范围的介词短语；最高级可被序数词以及 C7B%，

51 +&0，’,&031，&3C./$，51 ’. C,&’/，’.$ 67($,，’.$ 0,&331 等词语修饰。

>?@最高级意义有时可以用比较级形式来表示：

!比较级 ? $%&’ &’1 .$%,0 ? 可数名词单数

!比较级 ? $%&’ &’1 .+ $%, .$%,0 ? 可数名词复数

!’. E ’,4,0 E ’.$%(’<8 8 8 ? 比较级

!#否定词 ? 不定冠词 ? 形容词的比较级 ? 名词#或#否定词 ? 副词的比较级#
!%& :$ ! F0,,’3&’2，! ! ! (/3&’2 (’ $%, -.032，B.4,0,2 .4,0 $-. C(33(.’ /67&0,

G(3.C,$,0/8
;8 ($ (/ $%, 3&0<,/$ "8 $%&$ (/ $%, 3&0<,/$
=8 (/ $%, 3&0<,/$ >8 $%, 3&0<,/$
!"#$ ! >。在该题中，选项 ; 没有连词，不可连接句子；" 项中的 $%&$ 不可引

导非限 制 性 定 语 从 句；> 项 $%, 3&0<,/$ (/3&’2 (’ $%, -.032 在 句 中 作 同 位 语，是 正

确答案。

!%& H$! I.70 /$.01 (/ D,0+,B$；A’4, ’,4,0 %,&02 ! ! ! 5,+.0,8（9: 年全国卷!）

;8 $%, 5,$$,0 .’, "8 $%, 5,/$ .’, =8 & 5,$$,0 .’, >8 & <..2 .’,
!"#$ ! =。根据题意可知本题考查的是比较级，比较对象为#I.70 /$.01#，故排

除 "、>；$%, 表示#两个中更⋯⋯#，不合题意，所以排除 ;；不定冠词表示泛指，& 5,$$,0
.’,#一个更好的#。

:! "#&& ? !"#$ % !"&! ? #& ’& (#$! "+,
通常表示#太⋯⋯而不能做某事#；但对于 %&DD1，<3&2，&’J(.7/，,&<,0，-(33(’<，

$%&’G+73，$07,，,&/1，3(G,31，D3,&/,2 等词，其程度即使超过一定极限也不会出现与愿

!"



!" #$%&’ () *$%’(+, -.’ -/ 0" 1#$)’2

望相违背的结果，所以这些词在这个结构中表示3只是 4 很⋯⋯去做某事3，’-- 前可加

-+5"。

!"#当 ’-- 修饰形容词或副词时，其前可用 % *(’，% 5(’’5$，&%’#$&，0.1#，/%&，% 5-’
修饰，表示不同程度，但不能用 6$&"，/%(&5"，7&$’’"，8.(’$ 修饰。如：

9-)$ :%) !"" #$$ %!#&%’&() #$ ;$/$%’ ’#$ ;$/$+;(+, 1#%07(-+2 露丝胜了上届冠军，感

到非常满意。

$% <= &’()*(+,-
>2 形容词主要用来修饰名词，也可修饰 )-0$’#(+,，+-’#(+, 等不定代词；在句中作

定语、表语、宾语补足语或状语，作状语表示伴随、原因或是对主语进行解释等，可以

看作是3 *$(+, ? 形容词3，位于句首、句中或句尾，表示伴随时通常用逗号隔开。

./0 >1 = @-0$ $A7$&’) ’#(+B ’#%’ 5%+,.%,$ 5$%&+(+, () 0.1# = = = /-& 1#(5;&$+ %)
’#$(& ’-+,.$) %&$ 0-&$ /5$A(*5$2（CD 年上海春季卷）

E2 $%)" F2 $%)($& G2 $%)(5" H2 0-&$ $%)(5"
.2-1 = F。所填选项在句中作表语，所以用形容词，G、H 两项可以排除；又根

据句尾的 0-&$ /5$A(*5$ 可知应用比较级与之呼应。

./0 I1= = = = %+; #%77"，J-+" )’--; .7 %+; %11$7’$; ’#$ 7&(K$2（CD 年全国卷!）

E2 @.&7&()(+, F2 @.&7&()$; G2 F$(+, ).&7&()$; H2 J- *$ ).&7&()(+,
.2-1 = F。过去分词 ).&7&()$; 实际上是形容词，通常形容人，该句中形容词短

语 ).&7&()$; %+; #%77" 作状语，说明主语的特征。

I2 副词主要用作状语，修饰动词、形容词、从句或整个句子。修饰整个句子时，可

置于句首、句中或句尾，与句子的其他成分之间通常用逗号隔开。如：

./0 <1 = J#$ 7$&/-&0$& :%) :%6(+, #() )’(1B (+ ’#$ )’&$$’ %+; (’ = = = 0())$; ’#$
1#(5; )’%+;(+, +$%&*"2（CD 年上海春季卷）

E2 +%&&-:5" F2 +$%&5" G2 #%&;5" H2 15-)$5"
.2-1 = E。+%&&-:5" 常用来表示3 差一点没有3，+%&&-:5" 0()) 意为3 差一点打

中3。+$%&5" 几乎，密切地；#%&;5" 几乎不；15-)$5" 接近地。E 项修饰动词符合语境。

./0 L1 = E5’#-.,# )#$ ;(; +-’ B+-: F-)’-+ :$55，)#$ 0%;$ #$& :%" = = = ’- ’#$
M-0$ G(&$5$ F.(5;(+,2（CD 年湖南卷）

E2 $%)" $+-.,# F2 $+-.,# $%)" G2 $%)(5" $+-.,# H2 $+-.,# $%)(5"
.2-1 = G。所填选项应是副词来修饰动词 0%;$，故排除 E、F 两项；$+-.,# 作

副词修饰形容词或副词时，应后置。

<2 有些副词有两种形式，其中一种形式与形容词相同，另一种是在形容词后加

N5"。这两种形式的副词在意义上有所不同，如：

15-)$ 接近（指距离），15-)$5" 仔细地，密切地；/&$$ 免费，/&$$5" 自由地，自如地；

;$$7 深地，;$$75" 深刻地，深入地；#%&; 努力，#%&;5" 几乎不。

./0 O1 = P’ :%) &%(+(+, #$%6(5"2 Q(’’5$ !%&" /$5’ 1-5;，)- )#$ )’--; = = = ’- #$&
0-’#$&2

!"



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

"# $%&’( )# $%&’(%* +# $%&’(, -# $%&’./0
!"#$ ! "。$%&’( 用作副词，意为1接近1，指具体距离上的接近；$%&’(%* 常表示

抽象意义，意为1密切地，严密地1，根据题意应选 "。

%& 2! ’()*+,
2#*- ". ))/’0123456789

（2）" 3 动词 3 倍数 3 比较级 3 456/ )
（7）" 3 动词 3 倍数 3 6’ 3 原级 3 6’ )
（8）" 3 动词 3 倍数 3 45( 3 相应的名词 3 &9 )
:;2<=7801>?@9
!形容词可用于这三个句型，副词则只能用于前两个句型。

!句型（8）中的名词指的是表示1 长、宽、高、深1 等形容词的相应的名词形式。

如：%&/0"%(/045，:.,(":.,45，5.05"5(.054，,((;",(;45 等。

!倍数的表示法为：1 一倍1 用 45( ’6<(，6’ <6/* = <>$5 6’# # # ，1 两倍1 用 4:.$(，

1三倍1以上用基数词 3 4.<(’。
7#A2BC*-1D1)’(01E2F3G6789

（2）倍数 3 <&?( 3 名词 3 456/
（7）倍数 3 6’ <6/* = <>$5 3 名词 3 其他 3 6’
!HI 2$ ! "4 6 ?&>05 (’4.<64(# @.0(?.6 .’ ! ! ! A?(64 )?.46./#
"# 45?(( 4.<(’ 45( ’.B( 6’ )# 45( ’.B( 45?(( 4.<(’ &9
+# 45?(( 4.<(’ 6’ 45( ’.B( &9 -# 45?(( 4.<(’ 45( ’.B( &9
!"#$ ! -。表示倍数：倍数 3 45( ’.B( &9# # # 。

!HI7$! C4 .’ ?(;&?4(, 4564 45( D/.4(, E464(’ >’(’ ! ! ! (/(?0* 6’ 45( :5&%( &9 F>?&;(#
"# 6’ 4:.$( )# 4:.$( <>$5 +# 4:.$( <>$5 6’ -# 4:.$( 6’ <>$5
!"#$ ! -。表示倍数：倍数 3 6’ 3 形容词（副词）原级 3 6’。

%& 7! !"#$J %&’()2,KL
2) %&’( M2NOPQR@STU)QC1VMOPWXCYZC)[\

]^ 如：

G( !"#$ ?(0?(44(, 45( <.’46H(# 他对错误深表遗憾。

G(’’ !"#$ I(44(? 4&,6*# 他今天身体好多了。

7) !"#$MOPWXCYZC)_]1VMOPR‘WXC)abcCdef]1
gh1i %&’(j2MOPQC^ 如：

J564’’ 6 %&’( ’(?.&>’ ;?&I%(<# 那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E5( .’ 45( %&’( ’5&?4(’4 ./ &>? $%6’’# 她是我们班最矮的。

J56/H *&> %&’( <>$5# 非常感谢。

!"



!" #$% &’ $(’)*+ $*+ ,-". /-# -* "/. ,)""0

!"#$ 1 —! 2$3 (-+-*& $4’*& "/. 3"(.." $*+ $44 ’5 $ 3)++.*，$ 6$( 6)" -* $*+
7*’67.+ #. +’2*0

—8’) 6$* *.9.( ,. 1 1 1 6$(.5)4 -* "/. 3"(.."0
:0 #)6/ ;0 9.(% <0 3’ =0 "’’
!%&$ 1 =。> 6$* *’" ? *.9.( "’’ @ 形容词 ? 副词>意为>再⋯⋯也不过分，越⋯⋯

越好>。如：8’) 6$*’" A($-3. "/. "/.’(% "’’ /-&/4%0 不管你怎么赞扬这个理论都不过分。

B0 C/. 6$A"$-* +-+ 4$*+ )3 1 1 1 ，,)" "/. 3/-A 3$*7 3’’* $5".( -" (.$6/.+ "/. A’("0
:0 3$5. ;0 3$5.4% <0 3$5."% =0 3$9.+

D0 C/. 3/’A #$*$&.( $42$%3 3$%3 "’ /.( $33-3"$*"3，>E. 6$* *.9.( ,. 1 1 1 A’4-". "’ ’)(
6)3"’#.(30 >
:0 3’ ;0 #’(. <0 "’’ =0 "/$"

F0 —E. $(. 4.$9-*& ’* G)*. BH0
—I’ 2/% *’" 6’#. "’ 3A.*+ 1 1 1 +$%3 2-"/ )3？!’# 3.(-’)30
:0 $44 "/.3. 4$3" 5.2 ;0 "/.3. $44 4$3" 5.2
<0 "/.3. 4$3" $44 5.2 =0 $44 4$3" "/.3. 5.2

J0 K$9. %’) ,..* "’ "/. 6-*.#$ 1 1 1 ？

:0 4$". ;0 4$".( <0 4$".4% =0 4$".3"
H0 —<$* "/. 3")+.*"3 -* ’)( 64$33 6’#A$(. 2-"/ "/’3. -* "/.-(3？

—C/. 3")+.*"3 -* ’)( 64$33 3")+% 1 1 1 ,)" *’" 1 1 1 0
:0 /$(+.(；$3 64.9.( ;0 /$(+；64.9.(
<0 /$(+.3"；64.9.(.3" =0 /$(+.(；64.9.(.3"

L0 —=’ %’) 4-7. "/. A4$6. ’5 -*".(.3"？
—M* "/. 6’*"($(%，-"’3 "/. 1 1 1 A4$6. "/$" ! 2$*" "’ 9-3-"0
:0 2’(3" ;0 4$3" <0 ,.3" =0 4$".3"

N0 C/. 4-""4. &-(4 6’)4+*’" 2’(7 "/. A(’,4.# ’)"0 I/. 2$3*’" 1 1 1 64.9.(0
:0 "/$" ;0 #)6/ <0 .*’)&/ =0 "’’

O0 :* $6"’( 6$* *’" 2.44 A4$% "/. (’4. 2-"/’)" 4-5. .PA.(-.*6.3 1 1 1 #’(. "/$* $ +$*6.(
6$* #$7. $ +-55.(.*6. 2-"/’)" #)6/ A($6"-6.0
:0 $*% ;0 *’ <0 *’" =0 #)6/

Q0 E. +’*’" 6$(. -5 $ /)*"-*& +’& 3#.443 1 1 1 ，,)" 2. (.$44% +’*’" 2$*" /-# "’ 3#.44 1
1 1 0
:0 2.44；2.44 ;0 ,$+；,$+4% <0 ,$+4%；,$+ =0 2.44；,$+

BR0 S$A.( A(’+)6.+ .9.(% %.$( -3 1 1 1 "/. 2’(4+’3 A(’+)6"-’* ’5 9./-64.30
:0 "/. "/(.. "-#.3 2.-&/" ’5 ;0 "/(.. "-#.3 "/. 2.-&/" ’5
<0 $3 "/(.. "-#.3 /.$9% $3 =0 "/(.. "-#.3 $3 /.$9-.( $3

!!



这事儿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的。! !

""# —$%& ’() *+,-*.-&/ 0-,1 01+, *1& 1+* /(2&？

—3(, +, +44# 5, 6()4/2’, 7& ! ! ! #
$# *( 7+/ 8# +2’ 0(%*& 9# :)61 7&,,&% ;# ,1& 7&*,

"<# —=&, :& 1&4> ’()，?(:#
—?1+2@ ’()# 5 6+2 /( -,# A&%&’* ! ! ! ,( 1(4/ +44 ,1&*& ,1-2B*#
$# + 7-B &2()B1 6+*& 8# +2 &2()B1 7-B 6+*&
9# + 6+*& &2()B1 7-B 6+*& ;# + 6+*& 7-B &2()B1

"C# ?1& /&*-B2 -* 2(0 ! ! ! 0-,1 ,1& &D>&%,*’*)BB&*,-(2# E& 6()4/2’, .-2/ ! ! ! 7&,F
,&% (2&#
$# >&%.&6,；,1& 8# ,1& :(*, >&%.&6,；+
9# >&%.&6,；+ ;# :(%& >&%.&6,；,1&

"G# ?1& 6+H& -* H&%’ ! ! ! +2/ :+2’ &D>4(%&%* +%& ! ! ! -2,&%&*,&/ -2 -,#
$# /&&>；/&&> 8# /&&>4’；/&&>4’ 9# /&&>；/&&>4’ ;# /&&>4’；/&&>

"I# ?1& :+2 0+* 4’-2B (2 ,1& B%()2/ ! ! ! /&+/#
$# +* >(**-74& +* 8# +* 0&44 +* 9# +* *((2 +* ;# +* B((/ +*

"# $。形容词作 4+2/ 的状语，强调状态，而不是强调方式。

<# 9。J 6+2 2(, K 2&H&% ,(( L 形容词 K 副词J意为J再⋯⋯也不过分，越⋯⋯越好J。

C# $。多个形容词作定语修饰名词时的顺序为：限定词 L 指示代词 L 序数词 L 基

数词。

G# 9。同根副词辨析。4+,&4’ 为副词，意思为J 最近，近来J；4+,&J 迟，晚J；4+*,J 最后J；

4+,&*,J最新的J，均不符合题意。

I# $。两者相比，应用比较级形式。由第一空可先将 8、9 排除；再看第二空，可以将

; 项的备选单词 64&H&%&*, 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

M# 8。从题干的信息 (2 ,1& 6(2,%+%’ 可知言外之意是J3(，5 /(2’, 4-@& -, +, +44J，因此

此处应该是J -, -* ,1& 4+*, >4+6& ,1+, 5 0+2, ,( H-*-,J。正确答案为 8。

N# $。,1+, 作副词时，相当于 *(，强调所指的某一程度；:)61 作副词时，一般只用来修

饰形容词或副词的比较级及动词；&2()B1 作副词时，放在形容词或副词之后；,(( 作

副词时强调事物的程度已超出某范围，让人难以应付。正确答案为 $。

O# $。该句意为：一个演员没有生活经历就无法扮演好角色，就如一位舞者没有大量

练习就无法提高表演水平。2( :(%& ,1+2 连接两者的时候，表示前后都否定；而 2(
可以相当于 2(, + K +2’，这样可以推出 2(,# # # +2’ :(%& ,1+2 结构，所以答案为 $ 项。

P# 8。前者 *:&44 是系动词，与形容词 7+/ 构成系表结构；后者 *:&44 是行为动词，由副

词 7+/4’ 修饰。句意为J我们不在乎猎狗闻起来难闻，但是我们确实不希望它的嗅

觉能力差J。

"Q# 8。倍 数 的 表 达 方 式 有 三 种：J 倍 数 L ,1& L 相 应 名 词（ 0&-B1,，*-R&，4&2B,1，

1&-B1,# # # ）L (.J，J倍数 L 比较级 L ,1+2J 和J 倍数 L +* L 原级 L +*J。阅读四个选

!"



!"’# $%&’" ())*+,- .&’/ 0)$1 20), "0).’/) 3&#+,- "0)+/#4

项可知正确答案为 5。

664 5。由7 ,&" $" $337可推知答话人持的是否定态度，可排除 8、9 两项；比较级用于否

定句中表示最高级的含义，意为7 !" 2$# "0) 2&/#"7。答案为 5。

6:4 9。),&’-0 作为副词，应放在它所修饰的形容词之后，故排除 5、8 两项；又因为

%+- ),&’-0 短语作定语修饰名词，应放在名词的后面，所以答案为 9。

6;4 8。*)/<)=" 没有最高级，可排除 5、9 两项；不定冠词表泛指，$ %)"")/ &,) 意为7一个

更好的7。所以答案为 8。

6>4 8。1))* 作副词用指具体的深度；1))*3. 作副词表示抽象意义，意为7深深地7。

6?4 9。考查四个短语的含意。四个短语中只有 $# -&&1 $#（意为7几乎7）符合句意。

专题六@ 代词

代词在近几年高考试题中出现频率很高，常以对话形式构成特定的语境，考查考

生灵活运用代词的能力。考点主要为人称代词、指示代词、不定代词以及代词表示全

部与部分的用法等。

考查的角度有两个：一是考查代词之间的意义和功能差别，如 +"，"0$"，&,) 不同

的指代功能；二是语法特征差异。

!" 6@ #$%&
人称代词的主格通常用作主语，宾格用作宾语，这是一般规则。在某些语境中，

人称代词的主格与宾格的选择往往与传统7规定7格格不入。

64#$%&’()*+,-./*012*314 如：

—A0& =$, 1/+B) $ %’#？谁会开公共汽车？

—!"4 我。

56：如果带谓语，就得用主格。如：! =$,，! 1&，C& 1& ! 等。

:4789:;<=;>?;/@;ABCDE4 如：

—9& .&’ 0$B) -&&1 ).)#+-0"，.&’,- D$,？小家伙，你的视力好吗？

—!"？! =$, #)) $ #*$//&2 "2& 0’,1/)1 *$=)# $2$.4 我？我能看见一只两百步外的

麻雀。

;4%F $#, "0$, CG&HIJ01（多用于口语中，尤其用于句末）。如：

!’D ,&" $# =$/)<’3 $# #$%4 我没有他细心。

KLMN @ ! +,"),1)1 "& =&D*$/) ,&")# 2+"0 $ </+),1，%’" ’,<&/"’,$")3. @ @ @
=&’31,’" #*$/) D) )B), &,) D+,’")4

!"



关键在于，你得在所有人都神志不清的时候还保持冷静。!

"# $%&’ (# )*& +# ,%) -# .$
!"#$ ! "。/)0123& *)$&45交流体会，交换意见5。根据 2 63.&*7 和 89$，可以排

除 ,%) 和代词 .$；$%&’ : 0’ 63.&*74，表示泛指，是比较符合当时的语境的。

%& ;! ’()*
几组易混的不定代词：

<! "#$%+’()*, &’(+’()*
4)0& 类不定代词多用于肯定句中，但在表示客气的请求或希望对方给予肯定回

答的疑问句中，要用 4)0& 类不定代词。2*’ 类不定代词多用于疑问句、否定句和条件

状语从句中。2*’ 类不定代词用在肯定句中，表示5任何（一个），不论哪个5。

!-. <$ ! -)*’$ ,)33’ .6 ’)9 /2*’$ /)0& $) ! ! ! 123$’ — =’>> 42?& ! ! ! /2@&
6)3 ’)9#

"# $%&；4)0& (# 2；09/% +# $%&；2*’ -# 2；>.$$>&
!"#$ ! "。根据语境第一空表示特指，用定冠词；第二空 4)0& 用于肯定句，表

示5一些5。

;! &))/ *#+,/ ’%-+,%.
（<）2>> 指两个以上的全部，并可以和不可数名词连用；

（;）8)$% 仅指两个的全部，只能与可数名词连用；

（A）*&.$%&3 常和 )6 连用，放在带有冠词、物主代词或指示代词的复数名词之前，

作主语时，谓语动词可以用单数或复数。

!-. ;$ ! =6 ’)9 /2*’$ 7&/.7& ,%./% )6 $%& $,) 8))@4 $) 8)33),，,%’ 7)*’$ ’)9 $2@&
! ! ! ？= ,)*’$ 3&27 $%&0 $%.4 ,&&@#（BC 年浙江卷）

"# 2>> (# 2*’ +# &.$%&3 -# 8)$%
!"#$ ! -。根据前后语境，说话者建议对方同时借两本书。

A# &’(/ %-+,%./ %&/,/ %0%.(
（<）2*’ 一般用于否定句、疑问句和条件句中，可以用来修饰可数名词单数，表示

三者或三者以上中的5任何一个5。

012以 2*’ 开头的句子，不可以用 *)$ 否定。如5 !"# /%.>7 /2*’$ 7) $%2$5 应改

为5D) /%.>7 /2* 7) $%2$5。

（;）&.$%&3 作代词，表示两者中的任何一个。

（A）&2/% 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或物中的5每个5，侧重个体，&2/% 作代词常与 )6
短语连用。

（E）&?&3’ 侧重5全体5，有5所有，无一例外5之意，相当于 2>>，不能用作代词。

!-. A$ ! —F%./% )6 $%& $%3&& ,2’4 4%2>> = $2@& $) $%& ?.>>2G&？

—! ! ! ,2’ 24 ’)9 1>&24&#
"# H2/% (# H?&3’ +# "*’ -# H.$%&3
!"#$ ! +。根据上下文可知，本题用 2*’ 表示三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故答案

为 +。

!"



!"# $%&"’#()’* &(+$,-.(/"+0$+1 ’,)！

23 !"#$%&’()! *(+%&’()! $,$-+%&’()! ("%&’()
（4）&"5)(.,6- 一般用于肯定句中，也可以用于表示邀请、征询意见的委婉问

句中。

（7）$6*(.,6- 用于否定句、疑问句或条件句中。

（8）)9)+*(.,6- 意为:一切事物:，可用于肯定句或疑问句中。用于否定句时，表示

部分否定，全部否定用 6"(.,6- 或 6"( $6*(.,6-。

（2）6"(.,6- 表示: 什么也没有:，常用于陈述句，表示否定意义，不能与否定词

连用。

"#$&"5)%"1* ; &"5)"6)，$6*%"1* ; $6*"6)，6"%"1* ; 6" "6)，)9)+*%"1* ; )9)+*"6) 的

用法同上。

%&’ 2( < —=,>("+ >)+($,6’* >$+)& ("" 5#>. $%"#( .,5&)’/3
—!)&3 ?)’& 6)9)+ ,6()+)&()1 ,6 0.$( < < < ,& 1",6-3
@3 6" "6) )’&) A3 $6*"6) )’&) B3 &"5)"6) )’&) C3 6"%"1* )’&)
%)*( < A。6" "6) )’&): 没有其他人:；$6*"6) )’&): 其他任何人:；&"5)"6) )’&)

:另外某人:；6"%"1* )’&):没有其他人:。根据句意: =,>("+ 从不对其他任何人做的事

情感兴趣:，故 A 项正确。

%&’ D( < —E6) 0))F’& (,5) .$& %))6 0$&()13
—G >$6’( %)’,)9) 0) 1,1 $’’ (.$( 0"+F /"+ < < < 3
@3 &"5)(.,6- A3 6"(.,6- B3 )9)+*(.,6- C3 $6*(.,6-
%)*( < A。根据 0$&() 可知此题答案为 A 项，1" &(.3 /"+ 6"(.,6- 意思是: 做某

事是徒劳的:。

D3 ("! (" "($! ("($! ("."/+
（4）6" 不能单独使用，6" H 6"( $ ; 6"( $6*，作定语，后跟可数名词或不可数名词。

（7）6" "6) 意为:没有人:，它只能指人，不能与 "/ 连用，作主语时，谓语动词只能

用单数形式。

（8）6"%"1* 指人，多用于回答 0." 引导的疑问句。

（2）6"6) 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物，侧重数量，指三者或三者以上的人或物，后可

接 "/ 短语，作主语时谓语动词可用复数，也可用单数。

%&’ I( < E/ $’’ (.) %""F& "6 (.) 1)&F，< < < ,& "/ $6* #&) /"+ "#+ &(#1*3
@3 6"(.,6- A3 6" "6) B3 6),(.)+ C3 6"6)
%)*( < C。根据句意:桌子上的所有书籍，没有一本对我们学习有用:，所填选

项指的是物，排除 A；不涉及明确的人或物时，用 6"%"1* 或 6"(.,6-，因此排除 @ 项；

6"6) 可以指代前面提到的人或物，所以 C 项正确。

+, 4< G(-./
英语中，运用 ,( 的场合较多。从它在句中的作用和意义来看，其用法可分为

!"



你根本就是在撒谎！! ! !

三类：

"#!"#$
（"）用作人称代词，代替前文或后文所提到过的事物（单数或不可数）。

%&’指复数事物时，要用 $% 的复数形式 %&’(（主格）或 %&’)（宾格）。

（*）可指动物或婴儿（未知性别的婴儿和孩子）。

（+）指环境、情形等。如：!" ,-. /’0( 12$’% -% %&’ )3)’4%# 当时非常安静。

（5）指度量衡单位、时间、距离、季节、天气等。

()* "+ ! 67 6 8-4 &’9: ! ! ! ，6 ;34’% 9$<’ ,30<$4= 9-%’ $4%3 %&’ 4$=&%#（>? 年全

国卷!）

@# .3 A# %&-% B# $% C# %&’)
(,-+ ! B。$% 在此指代一种情形。

*#./#$
（"）形式主语

动词不定式、!D$4= 形式或从句作主语时，通常放在谓语之后，而用 $% 作句子的形

式主语。

%&’不要与 %&’0’ $. 43 # # # E没有⋯⋯E 的结构混淆；形式主语与主句间无逗号

分隔。

()* *+ ! ! ! ! $. 320 F’9$’7 %&-% $):03/’)’4%. $4 &’-9%& 8-0’ ,$99 9’-; %3 - .%034D
=’0，)30’ :03.:’032. ’8343)(#（>? 年浙江卷）

@# @. A# G&-% B# G&$. C# 6%
(,-+ ! C。$% 作形式主语，代替真正的主语———%&-% 引导的主语从句。

（*）形式宾语

当复合宾语中的宾语是不定式、!D$4= 形式或宾语从句时，往往把真正的宾语放

在它的补足语后面，而用 $% 作形式宾语，放在宾语补足语之前。

%&’形式宾语用在E主语 H 谓语动词 H 宾语E结构中，主要有下列三种情形：

!谓语动词 -::0’8$-%’，;$.9$<’，&-%’，9$<’，93/’，)-<’（ 按时到达，成功）等后接

由 $7 或 ,&’4 等引导的从句时，往往在从句前加形式宾语 $%。如：

G&’ F3( 9$<’. #" ,&’4 &’’. :0-$.’; F’730’ =2’.%.# 那个男孩喜欢在客人面前受表扬

的时刻。

!动词 %-<’（认为，猜想），&$;’（隐瞒），:2F9$.&（公布）等后接由 %&-% 引导的宾

语从句时，往往从句前加上形式宾语 $%。
!动词短语 -4.,’0 730（担保），8324% 34（期待），;’:’4; 34，$4.$.% 34，.’’ %3（确

保）等后接 %&-% 引导的宾语从句时，必须冠以形式宾语 $%。如：

6 -) 8324%$4= 34 #" %&-% (32 ,$99 83)’# 我期待着你的到来。

()* ++ ! @. %&’ F2.$’.% ,3)-4 $4 I30%34，.&’ )-;’ ! ! ! &’0 ;2%( %3 933< -7%’0
-99 %&’ 3%&’0 :’3:9’’. -77-$0. $4 %&-% %3,4#（>? 年湖南卷）

@# %&$. A# %&-% B# 34’ C# $%
(,-+ ! C。$% 作形式宾语，代替真正的宾语即不定式短语 %3 933< -7%’0# # # 。

!"



! "#$%&’ $()*"# #+,&& -./+#" "#,$./+#0

!" 12 #$% !"#& !"#$& %&’%’ %&!$#()*+,
30 *-& 可代替前面提到过的同一类人或物（可以单独使用，表泛指。也可以被冠

词、代词、数量词、形容词或定语从句修饰），复数为 *-&"。如：

4+& 5**6" #+$# $,& 7*78($, 9.#+ :+.(’,&- $,& -*# $(9$%" #+& !"#$ 9.#+ 7.:#8,&"0 受到

孩子们欢迎的书不一定总是带有插图的书。（ #+& *-&" ; #+& 5**6"）
10 #+$# 代替上文中出现的名词，它表示与前面同类的东西，并非同一个，既可代

替可数名 词，也 可 代 替 不 可 数 名 词，常 要 求 有 后 置 定 语（ 一 般 不 指 人），复 数 为

#+*"&。如：

4+& 5&"# :./$,&##&" $,& %&!$# <,*) =8--$-0 最好的香烟是从云南来的那些。

-./0 2 !’) )*>.-/ #* #+& :*8-#,%".’& 5&:$8"& #+& $., #+&,& ." )8:+ <,&"+&, #+$- 2
2 2 .- #+& :.#%0

?0 *-&" @0 *-& A0 #+$# B0 #+*"&
-120 2 A。#+$# 代替前面出现的不可数名词 $.,，以免重复。

30 4+& 5**6 ." *< /,&$# >$(8&0 2 2 2 :$- 5& &-C*%&’ <,*) .# 8-#.( %*8 +$>& $ ’&&7 8-’&,D
"#$-’.-/ *< .#，+*9&>&,0
?0 E*#+.-/ @0 F&9 A0 G*)&#+.-/ B0 H8:+

10 ! 9$-#&’ "*)& "#,.-/ 58# #+&,& 9$" 2 2 2 .- #+& +*8"&0
?0 -*#+.-/ @0 -*-& A0 -* *-& B0 -*# *-&

I0 —JK:8"& )&，:$- %*8 #&(( )& 9+&,& ! :$- <.-’ $ "87&,)$,6&#？
—! +$77&- #* 6-*9 2 2 2 -&$,5%0 A*)& *-，!’(( "+*9 %*8 #+& 9$%0
?0 "*)& @0 .# A0 #+$# B0 *-&

L0 M."#&-.-/ #* #+& (&:#8,&" /.>&- 5% #+& <$)*8" 7,*<&""*," ." $- &K:.#.-/ )*)&-#，2 2 2 !
$) (**6.-/ <*,9$,’ #*0
?0 9+$# @0 #+$# A0 .# B0 *-&

N0 !’>& (&$,-&’ 2 2 2 ，-* )$##&, 9+$# +$77&-" $-’ +*9 5$’ 2 2 2 "&&)" #*’$%，(.<&
/*&" *- $-’ .# 9.(( 5& 5&##&, #*)*,,*90
?0 #+$#；.# @0 .#；#+$# A0 .#；.# B0 #+$#；#+$#

O0 P& 9$" /($’ #* (&$,- 2 2 2 9$" $)*-/ #+& -$)&" #.:6&’ *<< $" <.-$(."#"0
?0 +." @0 +& A0 +.)"&(< B0 +& +.)"&(<

Q0 B* %*8 ,&$((% 5&(.&>& #+$# H,0 R+.#& +$" 5($)&’ 8" <*, #+& $::.’&-#，&"7&:.$((% 2 2 2 ？

?0 %*8 $-’ )& @0 ! $-’ %*8 A0 %*8 $-’ ! B0 %*8 $-’ 9&
S0 —R+.:+ "+$,& ." )&$-# <*, )&？

—=*8 :$- #$6& 2 2 2 +$(<0 4+&%’,& &K$:#(% #+& "$)&0
?0 $-% @0 -&.#+&, A0 5*#+ B0 &.#+&,

T0 —R+&,& :$- ! /&# #+& ’&(.:.*8" <**’ %*8 5*8/+# %&"#&,’$%？

!"



我差不多三个晚上没睡了。! ! !

—"# $% %&’( )*)+,-.)+)/ 0&1 234 5)# $# 3# ! ! ! %.&6/
7/ )32. 8/ 34, 9/ %&:) ;/ 2)+#3$4

<=/ —>&- (& ,&1 ’$?) ! ! ! .)+) %& @3+，A+/ 9&B？

—C)’’，"’*) +)3’’, )4D&,)( :))#$45 :34, 4$2) 6)&6’) .)+) 34( )*)+,#.$45 .)+) $% E1$#)
($@@)+)4#/
7/ $# 8/ #.): 9/ #.3# ;/ #.$%

<</ F.) :$%#3?)% :3() G, 9.$4)%) %#1()4#% 3+) E1$#) ($@@)+)4# @+&: ! ! ! :3() G, #.)
H3634)%) %#1()4#% $4 I45’$%. %#1(,/
7/ #.3# 8/ &4) 9/ -.3# ;/ #.&%)

<J/ K+&: #.) 2.3+# -) 234 ’)3+4 #.3# #.) :3B #):6)+3#1+) $4 712?’34( $% 4)3+’, L=M .$5.)+
#.34 ! ! ! $4 C)’’$45#&4/
7/ $# $% 8/ #.3# 9/ -.3# $% ;/ &4)

<L/ —0&1+ 3+#$2’) $% 4&# %& 5&&(/
—81# " #.$4? :$4) $% G)##)+ #.34 ! ! ! /
7/ 34,&4)’% 8/ 34,&4) )’%) 9/ 34,&4) )’%)’% ;/ 34,&4)’% )’%)

<N/ " (&4’# ’$?) #.$% &4)/ O’)3%) %.&- :) ! ! ! /
7/ &4) 8/ 34&#.)+ 9/ &#.)+% ;/ 34,

<P/ "# $% )3%, #& (& +)63$+% #& #.) ()%?/ ! ! ! ,&1 4))( $% &4’, 3 .3::)+ 34( %&:) 43$’%/
7/ Q&:)#.$45 8/ 7’’ 9/ 8&#. ;/ I*)+,#.$45

</ 7。句末 .&-)*)+ 给我们暗示：书的价值很高，但如果我们不深入理解就不能发现它的

价值所在。

J/ 8。表示同类物品中的R 数量R 时用 4&4)；4&#.$45 表示R 什么都没有R，指所有的物

品；4& &4) 一般指人；4&# &4) 修饰可数名词。本题中 %#+$45 是不可数名词，只有 4&4)
可以修饰它。

L/ ;。不定代词 &4) 代表一个泛指的可数名词单数，在此指代上文提到的 3 %16)+S
:3+?)#，表示R同名称但不同的东西R。$# 表示R同名称且同一个东西R；#.3# 表示R同

名称但不同的东西R，常代指不可数名词；%&:)R某一个R。

N/ ;。R，R不能引导联句，而选项中的词都不是关系代词，故用 &4) 作同位语，代替

:&:)4#，后面是省略 #.3# 的定语从句。

P/ 7。#.3# 引导宾语从句，$# 指代 ’$@)。该题的难度在于宾语从句中含有 4& :3##)+ 引

导的让步状语从句置于主句与宾语从句之间，并用逗号隔开，如果将 4& :3##)+ 从句

放到句后，该题的难度就降低了许多。

T/ 7。根据题中的信息词 3:&45 #.) 43:)%，应选 7，在这里 .$% 是名词性物主代词，相当于

.$% 43:)。

U/ 7。选项 7 ,&1 34( :) 作 1% 的同位语，也是 G’3:) 的宾语，所以用宾格。

V/ ;。句中的 .3’@ 是关键词，它暗含R 两个R 的意思，)$#.)+ 指两者中的任何一个；34,

!"



!"# $%&’(# )*’ +,*-- $#，)*’’,# .*&#/

指三个或三个以上的任一个；&#%("#, 与题意不符；0*(" 用于复数名词前。故选 1。

2/ 3。根据4 5( %- -*6. #7#,)8"#,#4可知，应选 3 项，表示4任何4的意思。

9:/ ;。%( 为形式宾语，无具体意义。

99/ 1。("*-# 代替前面的复数名词 $%-(<=#-。其他选项都不可代替复数名词。

9>/ 3。("<( 指代抽象名词 $<? (#$@#,<(’,#。其他选项不可代替抽象名词。

9A/ B。<&)*&# #6-# 的所有格形式为 <&)*&# #6-#’-。
9C/ 3。<&*("#, 指不定数目中的另一个，是泛指。

9D/ 3。<66 代替事物属单数概念，;、1 选项不符合 #<-) 和 *&6) 的语气；0*(" 是复数概

念，与单数谓语不一致。

专题七E 情态动词与虚拟语气

情态动词与虚拟语气是历年高考的重点。情态动词主要考查其表示4 推测和可

能性4的用法、4情态动词 F 完成式4 结构以及 -"<66，-"*’6.，+<& 和 $’-( 表示特定语

气时的用法；虚拟语气的考点常集中在含蓄条件句以及各种从句的虚拟语气上，所设

选项常通过谓语动词的特殊形式来表示，并且结合具体语境来考查考生对知识的运

用能力。

!" 9E #$%&’()*+,-./0
9! "# $"%# &’1 ($)23456789:;<=>3?/@ 但是要注意：

（9）+<& 只能用于一般过去时（ +*’6.）和一般现在时，而 0# <06# (* 可用于任何

时态。

（>）+*’6. 和 8<- G 8#,# <06# (* 都能表示过去的4一般能力4；但表示经过努力而成

功的某一次动作，只能用 8<- G 8#,# <06# (*。

ABC 9D E !"# H%,# -@,#<. (",*’I" ("# "*(#6 7#,) J’%+=6) 0’( #7#,)*&# E E E
I#( *’(/

;/ "<. (* 3/ 8*’6. B/ +*’6. 1/ 8<- <06# (*
AEFD E 1。在大火中逃生当然是要经过努力，所以要用 8<- <06# (*。

>! ($): (’*%+: ,$-: ,./0&
（9）+<&，+*’6.，$<)，$%I"( 都可以用来表示4请求允许做某事4，其中 +<& 是最常用

的（多用于非正式的文体中），用 +*’6. 要比用 +<& 时的语气更加委婉。$<) 和 $%I"(
用于较正式的文体中，往往含有4尊重4之意。$%I"( 表示比较迟疑，不很常用。

（>）当表示4允许某人做某事4时，我们可以用 +<& 和 $<) 来表达，但不能用 +*’6.

!"



惹我你就死定了。! ! !

或 "#$%&。使用 ’()*+ 和 "#$%& 时句子包含, 尊敬, 之意，因此用在请求允许比用在给

予允许时更加自然些。

!"# -$ ! ./ %(0/ &%1& 12 "134 0/(0*/ 12 0(22#5*/ ! ! ! 6(#3 )2 7(8 &%/ 0#’3#’ &(9
"(88(:;（<= 年全国卷!）

>; 3//+ ?; ")2& @; 2%()*+ A; ’13
!%&$ ! A。’13 表示,许可,；3//+, 必要,；2%()*+, 应该,；")2&, 必须,。用 ’13

符合语意,我们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人加入到我们明天的野餐中,。

B! "#$% &’’ ()*&’ *"’)+,’ ’)-"& &’
（C）%1D/ &(（英式英语中用 %1D/ $(& &(）一般用于谈论某种来自, 外界, 的义务，即

强调客观需要。")2& 着重说明,主观认为,。

()*!")2&,主观认为,，此含义的否定形式为 +(3’& %1D/ &(，3//+3’&，不能用

")2&3’&，因为 ")2&3’& 表示,禁止，不准,。

!在提问中，")2& 一词是询问对方的意愿的，其肯定回答用 E/2，0*/12/ F G’"
1781#+ 2( F E/2，4() ")2&。否定回答应用 3//+3’& 或 +(3’& %1D/ &(，表示,不必,。

!")2& 无过去式，讲过去的一项义务时，通常用 %1+ &( 来表达（ 但 ")2& 可用于间

接引语中）。

（-）2%()*+ 和 ()$%& &( 两者意义很近，常通用，用来表达职责和义务，提出劝告，说

明人们应该去做的正确的事情或好事。其区别在于：2%()*+ 更侧重自己的主观看法，

()$%& &( 则更多反映客观情况，在谈到法律、义务和规定（或要使自己的意见听起来像

义务或法律一样有力）时使用。

!"# B$ ! H("，4() ! ! ! */1D/ 1** 4()8 ’*(&%/2 (3 &%/ 7*((8 *#I/ &%#2！
>; :()*+3’& ?; ")2&3’& @; 3//+3’& A; "14 3(&
!%&$ ! ?。")2&3’& 表示, 禁止，不允许,，符合语境；:()*+3’& 表示, 不愿,；

3//+3’&,不必,；"14 3(&,可以不,。

J! *"#++’./++’.’)+,
（C）用 2%1**，:#** 时，当主语为第一人称，并且表示意图或用作助动词表示将来

时，两者通用；但当主语为二、三人称时，只能用 :#**。
（-）2%1** 常用于：

"在提供帮助、提出建议或要求、给以指示和征求意见时，用 2%1** 与第一人称

搭配。

#2%1** 在疑问句中，用于第三人称，表示征询听话人是否愿意。

$当说话者要表达一种强烈的感情（如保证或威胁）时，2%1** 常用在第二人称和

第三人称中。如：E() !"#$$ 2)77/8 7(8 &%#2！你会为这件事吃苦头的！

（B）:#** 常用于：

"G :#** 是用来表示自愿做某事，或主动提出做某事，也可用来表达坚定的意图：

作出保证或提出威胁。

#:#** 与 4() 连用常用来提出邀请、要求或下命令。:(3’& 4() 可以加强邀请的

语气。

!"



!" #""$% %&’"()*%*+#，+( ," -&%. /012% 0*31"%%14 0(+&#$，$+*#5 #+.,*#56

!可用 /+#’. 来表示拒绝。/+#’. 还可用来指某物7 拒绝7 做我们要它做的事

情。如：8," 90( !"#’$ %.0(.6 汽车发动不起来。

"/*11 可用来表示习惯和特性，尤其是不受时间限制而必然发生的情况。

（:）/+&1$ 用于以下情况：#表示强烈的愿望、意愿。$表示请求语气时用 /+&1$
代替 /*11，则会显得更客气。

!"# :$ ; —<,0.’% .," #03"？

—=,&10*>*6 ; ; ; ? %’"11 .,0. >+( 4+&？（@A 年北京卷）

B6 C,011 D6 <+&1$ E6 E0# F6 G*5,.
!%&$ ; B。根据语境可以看出是征求对方意见，因此应该用 %,011。

’( H; )*+,-./01234
I65678-9:;<2=>
条件状语 从 句 的 谓 语 动 词 用 过 去 式（ J" 的 过 去 式 用 /"("），主 句 用7 /+&1$ K

%,+&1$ K 9+&1$ K 3*5,. L 动词原形7。

!"# I$ ; ?> ? ; ; ; ’10# .+ $+ 0#4.,*#5 ? /0#."$ .+，?’$ 1*2" .+ 5+ .+ 8*J". 0#$
.(0)"1 .,(+&5, 0% 3&9, +> *. 0% ’+%%*J1"6

B6 /+&1$ D6 9+&1$ E6 ,0$ .+ F6 +&5,. .+
!%&$ ; D。9+&1$ 为虚拟语气，用在条件句中，表示与现在事实相反。

H6567?@9:;<
条件状语从句中的谓语动词用7 ,0$ L 过去分词7，主句的谓语动词用7 /+&1$ K

%,+&1$ K 9+&1$ K 3*5,. L ,0)" L 过去分词7。如：

?> 4+& %&’ $&()# 34 0$)*9"，4+& !"*+’#’$ %&,) -&.+)’ *# .," "M03*#0.*+#6 如果你能

采纳我的意见，你就不会考试不及格。

N6567AB9:;<
条件状语从句中的谓语动词用过去式（J" 的过去式用 /"("）或 /"(" .+（ %,+&1$）

L 动词原形，主句的谓语动词用7 /+&1$ K %,+&1$ K 9+&1$ K 3*5,. L 动词原形7。如：

?> *. !)/) $" /&.# .+3+((+/，.," 3"".*#5 !"*+’ 0) 1*$ "--6 如果明天下雨，就推

迟会议。

:6C./D0562EFGH0562EFIJK2LMNOPLQRS2T
UVWXYI562LMBZ[\ 如：

?> 4+& %&’ !"/()’ ,0($，4+& !"*+’ 0) )"(4 .*("$6 如果你努力工作了，那么现在你

会很累。（从句说的是过去，主句指的是现在）

!"# H$ ; ?. *% ,0($ >+( 3" .+ *305*#" /,0. ? /+&1$ J" $+*#5 .+$04 *> ? ; ; ; *#
1+)"，0. .," 05" +> %")"#，/*., .," G"1*#$0 E+M O*J(0(4 *# 34 ,+3".+/#6

B6 /+&1$#’. ,0)" >011"# D6 ,0$ #+. >011"#
E6 %,+&1$ >011 F6 /"(" .+ >011
!%&$ ; D。根据句意和 ? /+&1$ J" $+*#5 可以判断这是虚拟语气。0. .," 05" +>

%")"# 是表示过去的时间状语，所以 *> 从句中谓语动词要用 ,0$ #+. >011"#，表示对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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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得有人看着，要不就只会闲晃，无所事事。! !

情况的假设。"#$%&’ ()&& 和 *+,+ -$ ()&& 都可以用于条件句中表示对将来的假设；

*$%&’.’- #)/+ ()&&+. 不用于条件句中，所以 0、1、2 三项都不能作为答案。

3!!"#$%&’()*+, "#$ % &’(’ % )"*+,$-./0123*4-056 -.
78-)9:;<=>

?@A 4B ! ! ! ! (5,+’，6$%, #+)&-# 7),+ ).’ $-#+, 8+.+(5-" *5&& .$- 8+ 599+’5)-+&6
7%- $((:（;< 年湖北卷）

0: =$%&’ 6$% 8+ >: ?#$%&’ 6$% 8+ 1: 1$%&’ 6$% 8+ 2: @5A#- 6$% 8+
?CDB ! >。该题的主句表示真实的情况，条件状语从句表示假设，并且省略了

5(，所以句子要倒装。

EF 4! #$(GH1I)*+JKL
B: 英语中有些动词后面的宾语从句或某些主语从句的谓语动词常用虚拟语气，

即C（"#$%&’）D 动词原形C，我们可以用C一、二、三、四C法巧记这些动词：

/一、二、三、四/法，即：一个坚持（ -0)-)1），两个命令（*($’(，2*33#0$），三个建

议（)+44’)1，5(*5*)’，#$6-)’），四个要求（$’3#0$，(’7+-(’，(’7+’)1，#)8）。

MNO以上的十个动词后在以下情况不用虚拟语气：

!E+ 5."5"-+’ -#)- #+ #)’ .$- +/+, 8++. -#+,+: 他坚持说他没去过那。（ 5."5"- 不是

C坚持认为C，而是C坚持说C的意思）

!E5" )77+.- "%AA+"-" -#)- #+ 5" (,$9 -#+ "$%-#: 他的口音表明他是南方人。（"%AF
A+"- 作C表明C讲，不是C建议C）

?@A BB ! ! ! ! 8+ "+.- -$ *$,G -#+,+？

0: =#$ ’$ 6$% "%AA+"- >: =#$ ’$ 6$% "%AA+"- -#)- "#$%&’
1: 2$ 6$% "%AA+"- *#$ "#$%&’ 2: 2$ 6$% "%AA+"- *#$9 "#$%&’
?CDB ! 0。题中 *#$ 是对 "%AA+"- 后宾语从句的主语进行提问；"%AA+"- 表示

C建议C后接宾语从句时谓语动词要用C（"#$%&’）D 动词原形C，"#$%&’ 可以省略。

H: 在 C I- ’" .+7+""),6 J 59K$,-).- J "-,).A+ J .)-%,)& J K5-6 J ’+"5,+’ J "%AA+"-+’ J ,+L%5,+’
-#)-: : : C句型中，后面的主语从句的谓语动词用C（"#$%&’） D 动词原形C结构。

4: 在 "%AA+"-5$.，.$-5$.，K,$K$")&，$,’+,，K&).，5’+)，)’/57+，’+9).’ 等后面的表

语从句和同位语从句中，谓语动词用C（"#$%&’） D 动词原形C。

M: 动词 *5"#，*$%&’ ,)-#+, 后面的宾语从句要用虚拟语气，通常表示不可实现的

愿望。

?@A HB ! I *$%&’ ,)-#+, 6$% ! ! ! 9+ )8$%- -#+ .+*" )" "$$. )" 6$% A+- 5-:
0: -$&’ >: *5&& -+&& 1: *$%&’ -+&& 2: 7). -+&&
?CDB ! 0。从后面的时间状语从句可看出指将来，*$%&’ ,)-#+, 后接宾语从句

时用过去时表示不大可能实现的愿望。

3: 在 )" 5( J )" -#$%A# 引导的从句中，谓语动词的变化与 *5"# 后的宾语从句一样。

?@A 4B! N&5O) ,+9+98+," +/+,6-#5.A +P)7-&6 )" 5( 5- ! ! ! 6+"-+,’)6:（;< 年全国卷!）

0: *)" #)KK+.5.A >: #)KK+." 1: #)" #)KK+.+’ 2: #)KK+.+’

!!



!"#’$% &%’’()& ") *+ )%$,%-.

!"#$ / 0。1- (2 后接从句时用过去时表示虚拟语气。

3. 在 (2 ")4+ 引导的感叹句中用虚拟语气，谓语动词用一般过去时或过去完成时，

意思是5要是⋯⋯就好了5。

!%& 6$ / 7""8 1’ ’9% ’$"#:4% ; 1* ()！;2 ")4+ ; / / / +"#$ 1<,(=%.
>. 2"44"?%< @. ?"#4< 2"44"?
A. 91< 2"44"?%< 0. -9"#4< 2"44"?
!"#$ / A。(2 ")4+ 引导的句子用过去完成时表示对过去情况的假设。

’( B/ )*+,-./012345
!"#6 $"%6 $&’(6 $)*+(6 !,&-.7845

（B）=1) 用于疑问句和否定句，一般不用于肯定句（ 表示理论上的可能性除外），

有时，可以说明人或事物的特性或一时的特点。

（C）*1+ 可用于肯定句和否定句，一般不用于疑问句。

（D）*#-’ 一般只用于肯定句。

（6）*(&9’，="#4< 表示对现在或未来的推测，表示的可能性小于 *1+。

9:;表推测的情态动词后接动词原形表示对现在或将来的推测；后接进行时，

表示对现在正在进行的动作的推测。

!%& B$ / E%4%) / / / &" ") ’9% ’$(F ?(’9 #-，:#’ -9% (-)’’ G#(’% -#$% +%’.
>. -9144 @. *#-’ A. *1+ 0. =1)
!"#$ / A。本题是对情态动词表推测的用法的考查。四个选项中只有 > 不能

表推测。@、A、0 三项中，=1) 表推测，一般不用于肯定句；*1+ 表推测时有不确定的意

思；*#-’ 表推测时有5 按照逻辑一定会⋯⋯5 的意思，语气很强。根据语境，本题应

用 *1+。

!%& C$ / H9% I"$4< I(<% I%: (- -"*%’(*%- J"8()&4+ =144%< ’9% I"$4< I(<% I1(’
:%=1#-% (’ / / / :% ,%$+ -4"?.

>. -9"#4< @. *#-’ A. ?(44 0. =1)
!"#$ / 0。=1) 表示事物的特性或一时的特点。其他选项无此用法。

’( C/ )*+,-<=453>?7@A
不同的情态动词后接动词的完成式表示不同的含义：

B/ $&’( K +"01 .,#178-<=BCD3E)FGH345I
作5一定，想必，准是5讲，只用于肯定句（疑问句或否定句要用 =1) 或 ="#4< 来代

替 *#-’）。

!%& B$ / —H9% ?"*1) :("4"&(-’ -’1+%< () >2$(=1 -’#<+()& ?(4< 1)(*14- 2"$ BD +%1$-
:%2"$% -9% $%’#$)%<.

—L9，<%1$！M9% / / / 1 4"’ "2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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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惹毛我了。! ! !

"# $%& ’( )*+(,’* -# $.’*) ’( )*+(,’*
/# (,’*) )( *%01 ’(21 )*+(,’* 3# $,4) *%01 ’(21 )*+(,’*
!"#$ ! 3。从第一句可以看出谈论的是过去的事情，由语境可知第二句用

$,4) *%01 ’(21 )*+(,’* 表示推测过去的经历，语气较肯定。

5# !"# $ %"& 6 ’"() *+&)%&’()*+,-./01234560789
两者用法有别：$%& 6 *%01 7(21 主要用于肯定句（作8也许，可能8讲），间或用于

否定句（作8也许不8讲），但不用于疑问句；9%2 6 *%01 7(21 主要用于疑问句（ 作8 可

能会⋯⋯吗8讲）或否定句（作8不可能8讲）中，极少用于肯定句中。如：

:*1& !"# $"%& "’’(%&) )*1+1 ;& 2(<# 他们现在可能已经到达那里了。

=*1+1 *"+ )*1 9(,>?1 $"%& ,-+&？这对夫妻可能到哪里去了呢？

@# !,-’. $ %+/0* 6 ’"() *+&)
（A）表示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作可能性的推测。$.’*) 比 $%& 表示的可能程度要

小一些。

（5）表示本来能做某事而未做。含有8责备或婉转的批评8之意，也表示8惋惜8。

!:; 5$ ! B1 >%.7 C(+ % 41%)，<*12 *1 ! ! ! *%01 12)1+17 C+11#
"# 9(,?7 -# <(,?7 /# $,4) 3# 2117
!"#$ ! "。9(,?7 *%01 7(21 表示8本可以做而未做8；<(,?7 *%01 7(21 是虚拟语

气；$,4) *%01 7(21 表示对过去事情较肯定的推测；没有 2117 *%01 7(21 这种用法。句

意为：他本可以免费进去，但他仍买了一张票。故应选 " 项。

D1 %+/0*&< . $ %"&< . 6 ’"() *+&)()*+,-./012-=0>?789
两者都作8不可能⋯⋯，决不会⋯⋯8 讲，如果表示现在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作

否定推测时，可以互换；如果表示在过去时间里对所发生的事情作否定推断，则只能

用 9(,?72’)。如：

E) *"+’. / *-01)+’. $"%& ’"(+&) ?%4) 2.’*)# :*1 ’+(,27 .4 4).?? 01+& 7+&# 昨夜不可能

下雨。地面还是干的呢。

!:; @$ ! E ! ! ! *%01 ;112 $(+1 )*%2 4.F &1%+4 (?7 <*12 )*1 %99.712) *%>>1217#
"# 4*(,?72’) -# 9(,?72’) /# $,4)2’) 3# 21172’)
!"#$ ! -。根据句意此句表示推测，否定推测用情态动词 9(,?72’)，后接 *%01

;112 表示对过去发生的情况的推测。

G# 2’+/0* $ +/-’. .+ 6 ’"() *+&)()@ABC=D1EF=9
4*(,?7 和 (,’*) )( 常互换，只是 (,’*) )( 比 4*(,?7 的责备口气更强烈些。

!:; D$ ! —E’?? )1?? H%+& %;(,) *1+ 21< I(; )($(++(<#
—J(, ! ! ! *1+ ?%4) <11K#
"# (,’*) )( )1?? -# <(,?7 *%01 )(?7
/# $,4) )1?? 3# 4*(,?7 *%01 )(?7
!"#$ ! 3。从时间状语 ?%4) <11K 可看出是谈论过去，4*(,?7 *%01 )(?7 表示8 上

周本应该告诉她（而实际上没有告诉）8，含有责备意味；<(,?7 *%01 )(?7 是虚拟语气，

表示对过去的假设，在此不合语境。

!"



!"#’$ %& ’() ($ ’&*

+* !"#$%&’! ( "#$)"( ’#( (## , "*+, &#’,$%&’()*+,)-./-012
34-567’,,&’! ( , "*+, &#’, $%)-89:;)<+=.&/-01234-
56>

?@A -B . /0& 1&($0&2 $32#&) "3$ $" %& 45#& 6&7$&2)(6* 8 . . . $0& $2"3%9& $" :(226
’6 3’%2&99( 15$0 ’&*（;+ 年江西卷）

<* 70"39) 0(=& $(>&# ?* :"39) 0(=& $(>&#
@* #&&)#’$ 0(=& $(>&# !* ’37$#’$ 0(=& $(>&#
?CDB . @。根据语境 #&&)#’$ 0(=& $(>&# 表示做了没有必要做的事。

A* B&##6 . . . 0(=& >&C$ 0&2 1"2)；8 1"#)&2 106 70& :0(#D&) 0&2 ’5#)*
<* ’37$ ?* 70"39) @* #&&) !* 1"39)

E* /0& $1" 7$2(#D&27 (2& $(9>5#D 1(2’96 (7 54 $0&6 . . . 425&#)7 4"2 6&(27*
<* 70"39) ?* 1"39) %& @* 0(=& %&&# !* 0() %&&#

F* 8 5#757$&) . . . $" 7&& ( )":$"2，%3$ 0& 5#757$&) #"$05#D . . . 12"#D 15$0 05’*
<* "# 05’ $" D"；70"39) %& ?* 0& 1&#$；%&
@* 0& D"；1(7 !* 0& 70"39) D"；57

G* 84 $0&2& 1&2& #" 73%H3#:$5=& ’"")，I#D9570 . . . ’3:0 &(75&2*
<* 1599 %& ?* 1"39) 0(=& %&&# @* :"39) 0(=& %&&# !* 1"39) %&

-* —. . . 8 (7> 6"3 7"’&$05#D，54 6"3 (2& #"$ $"" %376？

—J&7，"4 :"327& 6"3 . . . *
<* K0"39)；70"39) ?* @"39)；:(# @* @"39)；:"39) !* @(#；:"39)

+* . . . 25D0$ #"1，$0&6 1"39) D&$ $0&2& "# L"#)(6*
<* M"39) $0&6 9&(=& ?* 84 $0&6 9&(=&
@* M&2& $0&6 $" 9&(=& !* 84 $0&6 0() 9&4$

N* /0& 73DD&7$5"# $0($ $0& ’(6"2 . . . $0& C25O&7 1(7 (::&C$&) %6 &=&26"#&*
<* "3D0$ $" C2&7&#$ ?* C2&7&#$7 @* 1"39) C2&7&#$ !* C2&7&#$

P* /0& C2")3:$5"# . . . 3C 7$599 ’"2& 2(C5)96 3#)&2 $0& ’"2& 4(="32(%9& :"#)5$5"#7*
<* 1"39) 0(=& D"#& ?* 1599 0(=& D"#& @* 70"39) D" !* ’37$ 0(=& D"#&

Q* —!5)#’$ $0&6 :"’& $" $0& C(2$6 9(7$ 1&&>？

—J&7* /0&6 )5)#’$ 1(#$ $" :"’& 15$0 37 ($ 4527$，%3$ $0&# 1& . . . C&273()& $0&’*
<* 1"39) ?* :"39) @* 1&2& (%9& $" !* 0() $"

A;* 84 $0& C2&7&#$ 3#&’C9"6’&#$ . . . :"#$5#3&，$0& 7":5&$6 1"39) 4(:& ( ’"2& )5445:39$
75$3($5"#*
<* 1"39) ?* 70"39) @* ’5D0$ !* :"39)

AA* —<99 "4 37 0() ( D"") $5’& 5# $0& C5:#5: 9(7$ K3#)(6* R5$6 6"3 1&2&#’$ $0&2&*
—8 2&(996 . . . :"’& %3$ 8 1(7 9"">5#D (4$&2 ’6 ’"$0&2 5# 0"7C5$(9*

!"



别生我的气。! ! !

"# $%&’ (# )%*+’ ’) ,# -../ +01. 2# &+)%3/ +01.
45# 6%&’ 0& 7. 7.8. &9’’9-* /)7- ’) +01. /9--.8，’+. ’.3.:+)-. ! ! ! 89-*#

"# $%&’ (# ;)%3/ ,# $9*+’ 2# -../
4<# —=)%3/ >)% 39?. ’) &’0> @)8 0-)’+.8 ’7) /0>&？

—A)88>，B ! ! ! # C-. )@ $> D.&’ @89.-/& 9& ;)$9-* ’) &.. $.#
"# $%&’-’’ (# ;0-’’ ,# -../-’’ 2# 7)-’’

4E# F)% ! ! ! :0> ’)) $%;+ 0’’.-’9)- ’) >)%8 8.0/9-* &?933，0& 9’ 9& &) 9$:)8’0-’#
"# ;0-’’ (# &+)%3/ ,# $%&’ 2# -../-’’

4G# A+. ! ! ! 9-’) ’+. ’+9;? @)8.&’ 03)-. )- &%;+ 0 /08? -9*+’#
"# /08.& -)’ *) (# /08.& -)’ ’) *)
,# /08. -)’ ’) *) 2# /).&-’’ /08. ’) *)

4# (。由后一分句可知，6.--> 应遵守诺言而实际上没有。因此应用 &+)%3/ +01. /)-.
表示该做某事而没有做。

5# 2。文中H &’80-*.8&H说明两个人事实上不是老朋友；0& 9@ 后接从句用 7.8. 或 +0/
D..- 表示与现在、将来或过去相反的事实。

<# ,。第一个 9-&9&’ 意为H坚持要求H，因此其后用虚拟语气；第二个 9-&9&’ 意为H 坚持

认为H，其后接陈述语气的从句，不用虚拟语气。

E# 2。该句的意思是：如果没有虚拟语气，英语可能会更容易一些。根据题意可知，后

句是与现在事实相反的一种假设。

G# (。考查情态动词。;)%3/ 用于疑问句表示有礼貌的请求，不表示时态，因此回答时

用 ;0-。

I# ,。此题考查与现在事实相反的虚拟语气，条件句省略 9@，要将 7.8. 放在句首。

J# 2。在 0/19;.，9/.0，)8/.8，/.$0-/，:30-，:8):)&03，&%**.&’9)-，8.K%.&’ 等名词后的

表语从句和同位语从句中，谓语动词要用虚拟语气结构H（&+)%3/） L 动词原形H。

M# "。由题干 %-/.8 ’+. $)8. @01)%80D3. ;)-/9’9)-& 可知，此题考查与过去事实相反的虚

拟语气。

N# ,。根据上下文的语境及说话人的语气，可知选项动作是经过努力才完成的，在这

种语气的肯定句和疑问句中，常用 D. 0D3. ’)，在否定句中用 ;0-。

4O# (。&+)%3/ 用于条件状语从句或让步状语从句中，表示H 万一⋯⋯的话；即使⋯⋯

也H。如：B@ &+. &+)%3/ ?-)7 ’+. ’8%’+，&+. 7)%3/ D. *8.0’3> /.:8.&&./# 万一她知道了

实情，她将会非常沮丧。

44# 2。根据上下文和讲话人的语气，本题应用虚拟语气表示H 过去本该做某事而实

际未做H，可以用 &+)%3/ +01. /)-. 或 )%*+’ ’) +01. /)-. 两种形式。故答案为 2。

45# "。$%&’ 在此表示说话人的愿望或感到不耐烦，意为H 偏要H。该句的意思是：正

当我们要坐下来吃饭时，偏偏电话铃响了。

4<# (。;0-’’ 表示一种客观可能性；$%&’-’’ 表示绝对否定H 一定不H；-../-’’ 意为

!"



!"# #$ %&" ’(()" *+ &", +’%&",’$ "-".

/不必/；0*1’% 意为/不愿意/。根据语境及说话人的语气，选项部分表示一种客

观可能性。故答案为 2。

34. 5。6’1 1*% 7 1"8", . . . %**. . . 意为/再⋯⋯也不过分/。

39. :。;’," 作情态动词时用于疑问句、否定句或条件从句中，和动词原形连用，如

;’," 1*% <*；作行为动词时可用于各种句式中，但后需接带 %* 的不定式作宾语，如

;*"$1’% ;’," %* <*。

专题八= 数词与主谓一致

数词分为基数词和序数词两种。高考对数词的考查主要有：3. 基数词、序数词、

分数的基本用法。>. 倍数、百分数、日期、钟点、年龄、序号的表达法。?. 不定数量词

的表达法。

主谓一致是历年高考试题中的主要测试点，主要考查：3. 形式上一致的原则。>. 语言

内容上一致的原则。?. 谓语与邻近主语一致的原则。4. 分数、百分数、不定式、动名词、主

语从句等作主语时的主谓一致问题。同时还涉及动词时态、语态等。

!" 3= #$%&’("
3. 分子用基数词，分母用序数词；当分子大于 3 时，分母用复数形式。但要注意

以下几个分数的表达：3 7 > " ’ &’)+，3 7 4 " ’ @A’,%", 7 *1" +*A,%&，? 7 4 %&,"" @A’,%",$ 7
%&,"" +*A,%&$。

>. 表示人几十岁时用基数词几十的复数形式。如表示/ 某人二十多岁/ 时，用 #1
*1"’$ %0"1%#"$，/某人三十多岁/用 #1 *1"’$ %&#,%#"$，以此类推。但表示/ 某人十几岁/
要用 #1 *1"’$ %""1$，而不是 #1 *1"’$ %"1$。表示几十年代时，在阿拉伯数字后加 $ 或’$。
如表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应写成 %&" 3B9C$ 或 %&" 3B9C’$，均读作 %&" 1#1"%""1 +#+D
%#"$，指的是 3B9C—3B9B 这十年。

?. 要用 &A1;,";，%&*A$’1;，E#))#*1，F#))#*1 等表示不确切数目时，要在这些词后

加D$ 或与 *+ 连用，表示成百、成千上万的意思，此时这些词前不可加基数词，但可以加

$*E"，$"8",’) 等表示不确定数目的修饰词。

)*+ 3, = = = = ("*()" #1 %&" 0*,); ’," $"1;#1< #1+*,E’%#*1 F- "DE’#) "8",- ;’-.
5. G"8",’) E#))#*1 2. !’1- E#))#*1$
H. G"8",’) E#))#*1$ :. !’1- E#))#*1
)-., = 5。在 E#))#*1，&A1;,"; 等量词前如果有具体数字或 $"8",’)，$*E" 等词

时，要用单数形式；E’1- 一般不与 E#))#*1 等词连用。

!"



梅是她父亲的掌上明珠。（ !"# $%%&# ’( ’)#’* #+# 掌上明珠）

,- .’/#)（十二），*0’1#（二十）前有具体数词或 *’2#，*#3#1$& 等词时，不用复数，

如：!4’ .’/#) #55* 两打鸡蛋；.’/#)，*0’1# 的复数形式后接 ’( 短语时，表6 许多6，是概

数，如：.’/#)* ’( #55* 几十个鸡蛋；*0’1#* ’( 0"$71* 几十把椅子；此外，一般不用6 数词

8 .’/#) 8 ’( 8 名词6 这种表达方式，但有6 数词 8 *0’1# 8 ’( 8 名词6 的表达方式。如：

!"1## *0’1# ’( #55* 六十个鸡蛋。

!"# 9$ : ;"’1!&+ $(!#1 !"# $007.#)!，!4’ : : : %’&70# 4#1# *#)! !’ !"# *%’! !’ <##%
’1.#1-

=- .’/#) ’( >- .’/#)* ?- .’/#) @- .’/#)* ’(
!%&$ : ?。.’/#)，*0’1#，!"’A*$).，27&&7’) 等与基数词连用时用单数形式；当

后面有介词 ’( 短语时，它们用复数形式，且不可同时与基数词连用。

’( 9: )*+,-./012
B- 下列名词作主语时谓语动词用单数：可数名词单数形式；不可数名词；表示时

间、距离、金钱、度量、容量、书名等整体概念的名词；有不定代词 #$0" C #3#1+ C )’ 所修

饰的名词或由 $). 连接的并列名词；以D70* 结尾的学科名词；!"# )A2E#1 ’( 修饰的复

数名词；集体名词表示整体。

!"# B$ : =* +’A 0$) *##，!"# )A2E#1 ’( 0$1* ’) 1’$.* : : : 17*7)5 !"#*# .$+*-
（FG 年全国卷!）

=- 4$* <##%7)5 >- <##% ?- <##%* @- 4#1# <##%7)5
!%&$ : ?。!"# )A2E#1 ’(- - - 作主语，谓语动词用单数。

9- 下面名词作主语时谓语动词用复数：可数名词复数；集体名词表示个体时。

!"# 9$ : ?&$** H : : : ’) !"# ($12- I#!’* 5’ $). "#&% !"#2-
=- 7* 4’1<7)5 >- $1# 4’1<7)5
?- 7* 5’7)5 !’ 4’1< @- $1# 5’7)5 !’ 4’1<
!%&$ : 从该题后一句可以看出指的是三班的全体同学，所以答案应该是 >。

’( H: 3/4567*+,-./012
B- 6分数或百分数 8 ’( 8 名词6作主语，谓语动词的数与名词的数保持一致。

!"# B$ : J"# 0’2%$)+ "$. $E’A! 9F )’!#E’’< 0’2%A!#1* EA! ’)&+ ’)#D!"71. : : :
A*#. 1#5A&$1&+- K’4 4# "$3# GF 4’1<7)5 $&& .$+ &’)5-（FG 年江苏卷）

=- 7* >- $1# ?- 4$* @- 4#1#
!%&$ : @。该题中分数后省略了 ’( !"# 0’2%A!#1*，所以谓语动词用复数，根据

句子前、后部分提供的信息可看出谈论的是过去，所以用一般过去时。

9- 62$)+ $ 8 单名6 接 单 数 谓 语；6 $ 5’’.（ 51#$! ）2$)+ 8 复 名6 接 复 数 谓

语。如：

!"#$ " %"# &"’ !17#. 7! E#(’1#- 以前不止一个人试过。

H- 6$ C $) 8 单名 8 ’1 !4’6 大多接单数谓语；6’)# ’1 !4’ 8 复名6接复数谓语。如：

L)&+ " ()*+ )* ,() -’（"*.）)##.#.- 只需说一两句。

!"



!"# $%&&$# ’%($ %) *(+, &"# -%’ .//$#0

!"# $% &’$ %#()$") ’#%# )1’’#)&#20 提出一两条理由。

30 4 5 6 57 8 单名 8 572 5 "5$*4常接单数谓语；4 +7# 572 5 "5$* 8 复名4多接复数

谓语。如：

* +#(% (", ( -(./ -() /5))#20 一年半已过去了。

!"# (", ( -(./ &$") $/ %01# (%# )+$20 已卖了一吨半大米。

90 4,+(# &"57 +7# 8 单名4大多接单数谓语；4,+(# 8 复名 8 &"57 +7#4接复数谓

语；4,+(# &"57 &:+（ &"(##0 0 0 ）8 复名4 接复数谓语。如：

2$%# &-(" $"# 3#%)$" ’() 5;)#7&0 不止一个人缺席。

2$%# )&4,#"&) &-(" $"# -(5# ;##7 &"#(#0 不止一个学生去过那儿。

2$%# &-(" $"# -4",%#, )&4,#"&) -(5# 5&&#72#2 &"# <+7<#(&0 不止一百名学生听了

这场音乐会。

=0 主语前加表示单位、度量的短语如4 5 >%72（)+(& 6 &?/# 6 *+(, 6 /5%( 6 <1/ 6 ’$5)) 6
/%#<# 6 $+52 6 ;$+<> 6 ;+@ 6 "572*1$ 6 A157&%&? 6 &+7 6 ,#&(# 6 0 0 0 ）+*4等时，表示4单位、

度量4的这个名词的单复数决定谓语形式。

!"# B$ C D%&" ,+(# *+(#)&) ;#%7’ 2#)&(+?#2，"1’# A157&%&%#) +* ’++2 #5(&" C C C
#5<" ?#5(0

.0 %) :5)"%7’ 5:5? -0 %) ;#%7’ :5)"#2 5:5?
E0 5(# :5)"%7’ 5:5? F0 5(# ;#%7’ :5)"#2 5:5?
!%&$ C F。此题考查语态和主谓一致。A157&%&%#) +*0 0 0 作主语，谓语动词用复

数；#5(&" 与 :5)" 5:5? 是被动关系，所以用被动语态。

’( GC )*+,-./012
G03)*+,45678*9:
!"#$ C H+)& +* :"5& "5) ;##7 )5%2 5;+1& &"# I,%&") C C C 5$)+ &(1# +* &"# J+"7K

)+7)0（L= 年安徽卷）

.0 5(# -0 %) E0 ;#%7’ F0 &+ ;#
!%&$ C -。在本题中，,+)& 为代词，作句子的主语，若指单数概念，谓语动词用

单数形式。该句的主语是 ,+)&，后被4 +* 8 从句4 修饰，所填选项是谓语动词，故排除

E、F 选项。,+)& 作主语时，谓语动词的数应与 ,+)& 后的词的数保持一致，该题 ,+)&
后接的是从句，所以谓语动词用单数。

B0;<=0,7>?@AB9: 如：

4 -%>#)4 %) &"# /$1(5$ *+(, +* 4 ;%>#4 0 4 ;%>#)4是4 ;%>#4的复数形式。

M! "#$%&#’ ( )#$%&#’ ( )*)# *+ 8C,D/"78*9E)*+,FG-./: H9
IJ-D/EKLMNOP0-Q: 如：

6#0&-#% $/ &-# 3.(") )40&) 7 )40& ,#0 两个计划都不适合我。

!"



这个女孩来自纽约。（ !"# $%& ’(()# 纽约）* *

!" +* #$%&’()*
,- 两个作主语的单数名词或代词由 ./0，12!"- - - ./0 连接，根据语法一致的原

则，谓语动词用复数形式。但并列主语指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个物、同一件事（ 这时

./0 后的名词没有冠词）或表示一个单一概念，谓语动词要用单数形式。

+,- ,. * ’ (2#! ./0 .3!%4! * * * 526%/& !2 4(#.7 !2 84 .128! 9"%/#4# )%!#3.!83#
./0 (.%/!%/& !262332: .;!#3/22/-（<= 年江苏卷）

’- %4 $- .3# 9- :.4 >- :#3#
+/0. * ’。./0 连接的第二个名词前不用冠词，说明? (2#!?和? .3!%4!?为同一个

人，所以谓语动词用单数。

+- 如果主语是单数，尽管后面有 :%!"，!2&#!"#3 :%!"，.4 :#)) .4，)%7#，18!，#@5#(!，
%/5)80%/& 等连词引导的短语，谓语动词仍用单数形式。

+,- +. * A"# ;.!"#3 .4 :#)) .4 "%4 !"3## 5"%)03#/ * * * 47.!%/& 2/ !"# ;32B#/ 3%C#3
#C#3D E8/0.D .;!#3/22/ %/ :%/!#3-（<= 年辽宁卷）

’- %4 &2%/& $- &2 9- &2#4 >- .3# &2%/&
+/0. * 9。.4 :#)) .4 连接并列主语时，谓语动词与前面的主语保持数的一致。

句意为?父亲和他的三个孩子在冬天每周日下午都会去结冰的河面上滑冰?。

F-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语由 /#%!"#3- - - /23，#%!"#3- - - 23，23，/2! 2/)D- - - 18! .)G
42- - - 连接时，通常根据就近原则，谓语动词与它最近的主语在人称和数上保持一致。

+,- F. * H2! 2/)D I 18! .)42 J./# ./0 K.3D * * * !%3#0 2; ".C%/& 2/# #@.6%/.!%2/
.;!#3 ./2!"#3-

’- %4 $- .3# 9- .6 >- 1#
+/0. * $。根据就近原则，谓语动词同最近的主语 J./# ./0 K.3D 在人称和数

上要保持一致。故选 $。

,- —K%7#，:".! 0%0 283 62/%!23 4.D L84! /2:？

—MC#3D 12D ./0 #C#3D &%3) .4 :#)) .4 !#.5"#34 :"2 * * * !2 C%4%! !"# 684#86 * * *
.47#0 !2 1# .! !"# 45"22) &.!# 1#;23# =NF< %/ !"# 623/%/&-
’- %4；%4 $- .3#；.3# 9- %4；.3# >- .3#；%4

+- 9"%)03#/ 8/0#3 4%@!##/ .3# /2! (#36%!!#0 !2 4## 485" 7%/0 2; ;%)64 * * * 1.0 ;23 !"#%3
6#/!.) 0#C#)2(6#/!-
’- !".! %4 $- !".! .3# 9- .4 %4 >- .4 .3#

F- —O".!’4 D283 ;.C283%!# %/ D283 4(.3# !%6#，J.57？

—O3%!%/& 4!23%#4 ./0 .3!%5)#4 * * * :".! I #/L2D 624!-
’- %4 $- :.4 9- :#3# >- .3#

P- —’3# !"# /#: 6.5"%/#4 :237%/&？

—Q#4- A"3## 6%))%2/ !2/4 2; 52.) * * * #@()2%!#0 #C#3D D#.3 %/ !"# 5%!D-

!"



!"#’$ %#&’ (#) *+,+,+？

-. /$ 0. +’1 2. "+$ 3. "+41
5. 6 "+41 7/,/$"18 + 9+’:1 )+’( #7 ,#419 ;’/((1, *% 3/<=1,$，("1 ’1$( #7 ;"/<" > > > 41’%

8/77/<&9(.
-. /$ 0. +’1 2. ;+$ 3. ;1’1

?. @"1 :’1+( ;’/(1’ +,8 )’#71$$#’ > > > ，;"# > > > 41’% $(’/<( ;/(" "/$ $(&81,($.
-. /$ +, #98 A+,；/$ 0. +’1 *#(" #98 A1,；+’1
2. /$ +, #98 A+, +,8 + %#&,: A+,；/$ 3. +’1 (;# 2"/,1$1；+’1

B. - 9+’:1 ,&A*1’ #7 $(&81,($ /, #&’ $<"##9 > > > 7’#A ("1 <#&,(’%$/81；("1 ,&A*1’ > >
:’#;/,: ("1$1 %1+’$.
-. /$；"+$ *11, 0. +’1；"+$ *11,
2. /$；"+41 *11, 3. +’1；"+41 *11,

C. !"+( ("1 ’1A#(1 +’1+$ ,118 > > > 18&<+(/#, (# <"/98’1, +,8 ;"+( ("1 <"/98’1, ,118 >
> > :##8 (1D(*##=$ +( ("1 A#A1,(.
-. /$；+’1 0. +’1；/$
2. ;+$；;1’1 3. ;1’1；;+$

E. @"1’1 > > > + (+*91，7#&’ <"+/’$，("’11 */=1$ /, ("1 <#&’(%+’8，/, ("1 A/8891 #7 ;"/<"
> > > (;# (+99 (’11$ ;/(" :’1+( $"+81.
-. +’1；/$ 0. /$；+’1
2. "+$；"+41 3. "+41；"+$

FG. !"# $%&’(&) *(+",- > > > ;199H=,#;, +99 #41’ ("1 ;#’98，/, ;"/<" A+,% + $(#’% > >
/,(1’1$(/,: +,8 /,$(’&<(/41.
-. /$；+’1 0. +’1；/$ 2. +’1；+’1 3. /$；/$

FF. @"1 %#&,: > > > 1+(1, &) +9A#$( 141’%("/,:；#,1 +,8 + "+97 *+,+,+$ > > > 917( #,
("1 (+*91.
-. /$；+’1 0. +’1；/$
2. "+$；"+41 *11, 3. "+41；"+$ *11,

FI. @# )9+% *+$=1(*+99 +,8 (# :# $;/AA/,: > > > &$17&9 7#’ <"+’+<(1’H(’+/,/,:.
-. ;+$ 0. /$ 2. +’1 3. ;1’1

FJ. K+,% + $(&81,( > > > *#&:"( ("1 *##=，*&( #,9% + 71; #7 ("1A > > > ’1+8 /(
("’#&:".
-. "+41；"+41 0. "+$；"+$
2. "+41；"+$ 3. "+$；"+41

FL. @"1 )#)&9+(/#, #7 ("1 </(% > > > ,#( 9+’:1，*&( #,1 ("/’8 #7 ("1 )#)&9+(/#, "1’1 > >
"/:"9%H18&<+(18 </(/M1,$.
-. /$；/$ 0. +’1；+’1 2. /$；+’1 3. +’1；/$

F5. N1 /$ ("1 #,9% #,1 #7 ("1 <"/98’1, ;"# > > > /99 #7 #("1’$ *1"/,8 ("1/’ *+<=$.
-. $)1+=$ 0. $)1+= 2. /$ $)#=1, 3. $+%$

!"



谁是你们的老板？（ !"# $%&%&% 大老板）’ ’

() *。该题为一个含有定语从句的复合句，句中作定语的关系代词 +," 指代先行词

!-%.,-/0，为复数，故谓语动词用 %/-；%0 +-11 %0 连接两个主语时，谓语动词要根据前

一个主语决定；由 -2-/3，&"，-%., 等限定的并由 %&4 连接的两个并列名词作主语

时，谓语动词要用单数形式。

5) 6。分析句子意思及结构，该句为 07.,) ) ) %0 引导的定语从句，不属 07.,) ) ) !,%! 引

导的结果状语从句，故排除 8、9；在: ;<&4 "= > 名词: 作主语时，其谓语动词的数要

与 ;<&4 保持一致，故该句中的谓语动词用单数。

?) 8。分析句子可知，该题是:动名词 > 名词复数:作主语，在这一结构中，谓语动词应由

动名词决定，:写小说和文章:是强调:写作:这一概念，为单数形式，表示现在的状态。

@) 9。句中 ."%1 为不可数名词，被 !,/-- A<11<"& !"&0 "= 限定，在句中作主语。这时，句

子的谓语动词的数应与 "= 短语中表示:数量:的名词 !"&0 一致，故要选复数形式的

谓语动词。根据句子意思，选项部分为一般现在时的被动结构，故选 9。

B) 8。根据句意可知，句中的关系代词 +,<., 所指代的先行词 &"2-1 为一整体概念的

名词，应视为单数，说明代词 !,- /-0! 为 &"2-1 的一部分，也应该视为单数形式，故句

子的谓语动词为单数形式，强调现状，用一般现在时。

C) 8。句中 %&4 连接的两个名词为表示人的职业的名词，当两个名词前被一个冠词限

定时，应视为单数，表示一个人；当两个名词前分别有冠词限定时，应视为复数，表

示两个人。根据句子结构，定语从句的关系代词 +," 指代的先行词就是前面的单

数名词，故定语从句的谓语动词也应为单数形式。

D) 9。% &7A$-/ "= 意为:许多:，后接复数名词作主语时，应视为复数，谓语动词要用

复数形式；!,- &7A$-/ "= 后接复数名词，意为:⋯⋯的数量:，表示单数含义，谓语动

词要用单数形式。故选 9。

E) 8。一般情况下，+,%! 引导主语从句，常表示单数意义，谓语动词用单数形式，但当它所

指的具体内容是复数意义时，谓语动词要用复数形式。该题强调现在，用一般现在时。

F) 9。在 !,-/- $- 句型中，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名词，$- 动词与最近的名词在数上保持

一致，故第一空用 <0；第二空为地点状语前置，选项后的名词为句子的主语，为复数

名词，故谓语动词要用复数形式。

(G) *。题干中的主语 !"# $%&’(&) *(+"!, 是书名，形式上是复数，但谓语动词要用单数；

:A%&3 % >名词单数:后接谓语单数。

(() *。第一空的主语 !,- 3"7&H 意为:年轻人:，表示复数意义，故谓语动词用复数形

式，且用主动语态；第二空: "&- %&4 % ,%1= > 复数名词:，常视为单数意义，谓语动

词用单数形式，且用被动语态。

(5) 6。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定式、动名词（当不指同一件事或同一概念时）或从句作

主语时，谓语动词用复数；但如果属于同一概念，谓语动词要用单数。

(?) *。:A%&3 % > 单数名词: 的意思是: 许多:，但作主语时，谓语动词用单数形式；%
=-+ 用来修饰或指代复数名词，作主语时谓语动词用复数形式。

!"



!"#$ %#& ’( # )*+,-.

/0. 1。2,23)#$’,- 表示4人口4的总称，是不可数名词，作主语时谓语动词用单数，但当

有分数修饰时，则看作是表示具体的人，所以谓语动词用复数。

/5. 6。由于 ,-* 被 ,-)7 修饰，可以判断定语从句的先行词就是 ,-*，所以从句的谓语

动词用单数形式。(2*#8 ’)) ,9. . . 意为4说⋯⋯的坏话4。

专题九: 连词与介词

连词主要考查并列连词和从属连词在句中的使用。对介词的考查比较灵活，必

须掌握每个介词的用法，弄清易混介词用法的异同，此外，介词与动词、名词、形容词

的习惯搭配也是考查的重点。

!" /: #$%&$’()*
/! "#$%+ &’"#$+ "(+ ’$)"(*

（/）,;*& 一般表示4在⋯⋯的正上方（但未触及）4，4在⋯⋯垂直上方4，其反义词

是 3-<*&；,;*& 还可表示4超过4，多用于年龄、时间和距离。

（=）#>,;* 一般表示4在⋯⋯的上方4，只说明物体间的上下关系，可能垂直，也可

能不垂直，另外，#>,;* 还可指在数量、重量、价格、费用等方面超过或高于规定的数量

或一般标准。

（?）,- 一般表示4在⋯⋯上面4，通常指与物体的表面有接触。

（0）>*7,-< 一般指超过界限、范围、限度等。

,-. // : @$’( A3’$* : : : +* B"7 (3%" $"’-C( "#;* >**- #)),B*< $, "#22*-.（DE
年安徽卷）

6. 9,& F. >*"’-< 1. #C#’-($ G. >*7,-<
,01/ : G。>*7,-< 表示4超出⋯⋯之外4，符合题意4一直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的原因出乎我的意料4。

=! &+%",,+ -.%"/0.+ "#$%+ 1&,-
（/）#%&,(( 指在某一空间内从一端到另一端或呈十字交叉穿过。

（=）,;*& 指对于位置的高低而言，强调4翻越4，也常表示跨过一段距离。

（?）$"&,3C" 指从人群或物体中间穿过，也可用于抽象意义上的通过。

（0）2#($ 表示4从⋯⋯旁经过4，表示运动发生在某物旁边。

,-. =/ : H* (3<<*-)7 (#B I3* : : : $"* &,,+. H* 23("*< "’( B#7 : : : $"*
%&,B< ,9 2*,2)* $, C*$ $, "*&.

6. #%&,((，#%&,(( F. ,;*&，$"&,3C" 1. ,;*&，’-$, G. #%&,((，$"&,3C"

!!



那辆小汽车不值钱。（! "#$%& 没有价值的商品）

!"#$ ’ (。!)*%++ 意为, 在⋯⋯对面,；-.+/ %&#’+ 0!1 2/*%.3/ 是固定短语，意

为,设法通过，挤过,。

4! "#% $%% &%
（5）表示确切的时间用 !2，在非正式英语里，,（62）0/!2 27$#8 8 8 , 这一词组以及

用于句首的其他表示时间的词组，通常可以省略 !2。
（9）表示一天的上午、下午、晚上用 7&，即：7& 2/# $%*&7&3，7& 2/# !:2#*&%%&，7& 2/#

#;#&7&3，但,在夜里, 用 !2 &73/2。如专指某一天的上（ 下）午、晚上，或要对这天上

（下）午、晚上加以描述，应用 %&，而不用 7&；谈到具体的某一天，用 %&，在星期几前面，

%& 可以省略（尤其在美语中）。

（4）表示周末用 !2 2/# 0##<#&=（英）或 %& 2/# 0##<#&=（美）；泛指圣诞节、新年、复

活节、感恩节时，都用 !2；说到星期、月、季、年、世纪等较长时间时，要用 7&。

!&’ 4$ ’ >/# !))7=#&2 7+ *#-%*2#= 2% /!;# %)).**#= ’ ’ ’ 2/# :7*+2 ?.&=!1 7& @#AB
*.!*18

68 !2 C8 %& D8 7& (8 2%
!"#$ ’ C。该题中 ?.&=!1 前面有 2/# :7*+2 具体描述，所以应该用介词 %&。

E! ’(% )$#*% $%% #*+&,-*
（5）A1 表示,乘⋯⋯（交通工具）,，也指, 通过⋯⋯（ 方法）,。在表示方式，指抽

象的或无形的手段时，其宾语一般是抽象名词、动名词；指具体手段时，其宾语通常是

表示身体部位、交通工具或通讯方式等的名词。

（9）072/ 表示,以⋯⋯为工具，手段,，一般接具体的手段和工具，不能接动名词。

（4）7& 表示表达的方法、媒介、工具、材料等。

（E）2/*%.3/ 表示,通过⋯⋯途径 F 方式 F 方法,，一般是指具体或有形的手段，其宾

语往往是具体的人或事物，有时也可接抽象名词，当表示媒介手段时可用 A1 代替。

!&’ E$ ’ G $!=# 2/# )%!2 ’ ’ ’ $1 %0& /!&=+8 G2 0!+ $!=# ’ ’ ’ /!&=，&%2
072/ ! $!)/7&#8

68 7&；7& C8 7&；072/ D8 072/；A1 (8 072/；072/
!"#$ ’ D。表示,以⋯⋯为工具, 时用介词 072/；A1 /!&= 是固定短语，表示方

式。故选 D。

H! ’./$0./% .12.3#% .12.3# 4&+% ’,#
（5）A#+7=#+ 表示,除了⋯⋯之外尚有（宾语包括在内）,，表示肯定。

（9）#I)#-2 表示,除了⋯⋯之外（宾语不包括在内）,，含有否定之意，表示同类事

物之间的关系。#I)#-2 后还可接 2/!2 从句。

（4）#I)#-2 :%* 表示对主要部分的肯定和对局部的否定。它不表示同类事物之间

的关系，意为,除了⋯⋯之外,。

（E）A.2 作为介词和 #I)#-2 同义，通常放在 !&1，#;#*1，&% 以及含有这些词的复合

不定代词之后。如：!&1A%=1，#;#*1%&#，&%A%=1 等。

!&’ H$ ’ (%#+ J%/& <&%0 !&1 %2/#* :%*#73& "!&3.!3#+ ’ ’ ’ @*#&)/？

68 #I-#)2 C8 A.2 D8 A#+7=#+ (8 A#+7=#

!"



!" #$% $" & ’$( "))，*+),% "-’’)"" ," $ .,* ,##/0

!"#$ 1 2。.)",3)" 意为4除⋯⋯之外尚有4，符合句意：除懂法语外，约翰还懂

其他语言吗？

%& 51 ’()*+(,
60-./012+34)*56

（6）.7*+0 0 0 $(30 0 0 用来连接两个并列的词，当所连接的人或物作主语时，谓语动

词用复数形式。

（5）$" 8)99 $" 意为4不仅⋯⋯而且⋯⋯4，4既⋯⋯又⋯⋯4。! $" 8)99 $" : 的意

思是4不但 :，而且 !4，其重点在前者，而不在后者，$" 8)99 $" 连接两个并列成分作主

语时，句子的谓语动词应与前面那个名词或代词的人称和数保持一致。

（;）而 (7* 7(9/ ! .-* $9"7 : 则强调后者，可译为4不但 !，而且 :4，(7* 7(9/0 0 0 .-*
$9"70 0 0 连接两个并列成分作主语时，谓语动词要和邻近的主语保持数和人称的一致。

（<）(),*+)%0 0 0 (7%0 0 0 意为4既不⋯⋯也不⋯⋯4，可以连接主语、谓语、宾语、表语

或状语，连接两个并列主语时，谓语动词一般与后面那个主语保持数的一致。

50-.78+)*56
.-*4而，但是4；/)*4 尽管，然而4；8+,9)4 而（连接的两个句子是并列关系，表示

对比）4。

!9: 6$ 1 =) *+7->+* *+)%) 8)%) ;? "*-3)(*" ,( *+) 3,(,(> +$99，1 1 1 ，,( #$’*，
*+)%) 8)%) <@0（@A 年全国卷!）

!0 8+,9) :0 8+)*+)% 20 8+$* B0 8+,’+
!"#$ 1 !。8+,9) 表示对比，意为4 然而4，符合句意4 我们以为餐厅里有 ;? 名

学生，而实际上有 <@ 名4。

;0-.;<12+)*56
7%4或者，还是，否则4，表示选择，两者居其一；7*+)%8,")4要不然4，常接在祈使句

后面；),*+)%0 0 0 7%0 0 0 是并列连词短语，意为4 要么⋯⋯要么⋯⋯4，当用来连接主语

时，谓语动词的数要与和它最近的主语的数保持一致。

!9: 5$ 1 &’C) >7* 7() D7%) E$>) *7 8%,*)；1 1 1 &’C) #,(,"+)30
!0 7% :0 7*+)%8,") 20 *+)( B0 $(3
!"#$ 1 :。7*+)%8,") 意为4 不然的话4，符合句意4 我多写一页，不然的话早就

完成了4，其他选项不合题意。

=& 61 >(?*@AB1+CD
6! "#$E #"FGHIJKLMN0OI+PQRST

（6）&* ," F !"#0 F 7# ".0 *7 37 "*+0 G H.0 F .) F !"#0 F *7 37 "*+0
当形容词说明不定式逻辑主语的性质、特征时，用 7#。常见的形容词有：I,(3，

>773，(,’)，’9)C)%，"*-E,3，#779,"+，’7(",3)%$*)，E79,*)，,DE79,*)，’%-)9 等。

!"



依我看，他们的成功有点玄乎。（! "#$ #%%& 有点玄乎）’ ’

（(）)$ #* + !"#, + %-. *", $- /- *$0,
当形容词说明不定式的性质时，用 %-.。常见的形容词有：#12-.$!3$，3454**!.&，

2-**#"64，#12-**#"64 等。

(!!"#$%&’()*+,-./*0 "#$%#$& 123,-45*+6789
:$; %#’%%&+<=>?@A!"#B %#$ (’)%C 如：

704& 84.4 8-..#4/ -94. !"# $%&! $0!$ &-: 84.4 *#5;, 他们为你生病发愁。

DEF <G ’ =4 0!943’$ *4$$64/ $04 >:4*$#-3 -% ’ ’ ’ #$ #* 3454**!.& %-. 0#1 $- *$:/&
!".-!/,（?@ 年江苏卷）

A, #% B, 804.4 C, 804$04. D, $0!$
DHIG ’ C。该题考查介词后的宾语从句。根据句意宾语从句表示疑问，排除

B、D 选项；介词后的宾语从句不可用 #% 引导，故 C 项正确。

E!!"#$J"’()*+@0JK"LMC N $*)$+%+ ,-% #O7$8PM’
()+QRS8PMT*U %.VWXYZT5[J" /.\+T*8U %.VWXYT5[
J" /.\C

DEF (G ’ F4 0!/ 3- 50-#54 ":$ ’ ’ ’ 0!./,
A, 8-.; B, $- 8-.; C, 8-.;#3G D, $- "4 8-.;#3G
DHIG ’ B。介词 ":$，4H542$，"4*#/4* 后可接不定式作宾语，如果前面有实义动

词 /-，不定式的符号 $- 则可以省略，本题无实义动词 /-，所以该题中的 $- 不可省略。

I!,-*]^K"YT .0$+ ’01+ $’)#+ $2$&1+ 3.4$+ ’55+ %#63+ %#’%+ %.4.&7
&."+ 1$3%$&/’1+ 5’3%+ 0$*%*+YO80!"C 如：

=4’94 /45#/4/ $- 0!94 ! 1!$0* $4*$ !’(’))’* %$!#)+’’+, 我们决定明天下午进行

数学测验。

_‘ (’ a0b"*@cd^/e
<,,-fgd[^b"^Ehijk

（<）她假装生气，却并未生气。

DjG ’ J04 2.4$43/4/ $- "4 !3G.&，"’*#,#) *04 8!* 3-$,
DlG ’ J04 2.4$43/4/ $- "4 !3G.&，-.! *04 8!* 3-$,
DIG ’ ":$ 和 0-8494. 都可表示转折意义。":$ 为等立连词，连接两个并列句或

并列词。0-8494. 不是连词，而是一个连接副词，它语气较弱，常用于附加说明，其后

常有逗号，较为正式，它可放在句首、句中或句末。

（(）虽然天冷，但我还是去游泳了。

DjG ’ /"’.0" $04 84!$04. 8!* 5-6/，-.! ) 843$ *8#11#3G,
DlG ’ /"’.0" $04 84!$04. 8!* 5-6/，) 843$ *8#11#3G,
DIG ’ 在英语中用 $0-:G0 或 !6$0-:G0 引导让步状语从句，主句中就不能用 ":$。

（E）要是没有太阳，世界上什么生物都不能生存。

DjG ’ 1.! $’) $04 *:3，3-$0#3G #3 $04 8-.6/ &%+ 6#94,
DlG ’ 1.! $’) $04 *:3，3-$0#3G #3 $04 8-.6/ &’.23 6#94,

!"



! "#$ %# &’(( )*++ $%# #,*-. !$’+ /0((*1+ $0 "2$$03+.

!"# 4 "2$ 501 意为6要不是⋯⋯6，一般和虚拟语气连用。

7.$%&’()*+,)-./0
/’+82++ 后一般不用 ’5，而用 &%#$%#1；/02"$ 在否定句和疑问句中，后接 $%*$ 从句，

但在肯定句中后接 &%#$%#1 或 ’5 从句。

! %*9#（-:）/02"$+ *"02$ !"#$"#% %# ’+ $%# "#+$ -*3 501 $%# ;0".
我怀疑他是否是做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

<! "#$%#$&123456789:678;<=678>?@ABCD. "#$%#$&E
&"#$"#% $%# 500$"*(( =*-# &’(( "# )(*:#/ /#)#3/+ 03 $%# &#*$%#1. 足球比赛是否举行

将视天气而定。

>. ?%# ;2-)#/ &’$% ;0: 4 4 4 $%# 3#&+ 4 4 4 +%# %*/ )*++#/ $%# #3$1*38#
#,*-’3*$’03.
@. *$；$%*$ A. 501；&%’8% B. *"02$；C D. ":；C

7. !+3’$ 4 4 4 12/# 4 4 4 %’- $0 $*(E $0 %’+ -0$%#1 (’E# $%*$？
@. $%*$；501 A. $%*$；05 B. ’$；501 D. ’$；05

<. —A2$ %0& 8*3 &# =#$ +0 -28% -03#: *3/ +0 -*3: &01E#1+ +003？

—F02 -#*3 $%# )10"(#- 4 4 4 $%# )10;#8$？
@. &’$% A. 501 B. *$ D. *"02$

G. H%# )#1501-*38# 6 $%# >，IIIJ%*3/ K&*3J:’36，*3 232+2*( /*38#，’+ +0 -09’3= *3/ )#1J
5#8$ $%*$ ’$ ’+ *(-0+$ 4 4 4 *(( $%# 9’#&#1+’’-*=’3*$’03.
@. 02$+’/# A. &’$%’3 B. "#+’/#+ D. "#:03/

L. @+ &# %*9# -28% $’-# (#5$，(#$’+ /’+82++ $%# -*$$#1 4 4 4 $#* *3/ 8*E#.
@. 09#1 A. &’$% B. ": D. *$

M. N*3: (*1=# 8’$’#+，+28% *+ O’9#1)00( *3/ P#& F01E，%*9# %*/ #,)#1’-#3$+ 05 $%’+ E’3/，

4 4 4 0(/ 5*8$01’#+ $213#/ ’3$0 +288#++52( *1$ 8#3$#1+.
@. &’$% A. 501 B. *+ D. (’E#

Q. N’8E’+ 3#& DRD )(*:#1 ’+ 03(: *"02$ 7I8- 4 4 4 >L 8- *3/ &#’=%+ 4 4 4 7 E’(0+.
@. &’$%；’3 A. ":；*"02$ B. &’$%；501 D. "#$&##3；09#1

S. H%#: &#1# %23$’3= 501 * )#1+03 4 4 4 %’- 4 4 4 * +$#))’3=J+$03#.
@. (’E#；*+ A. (’E#；(’E# B. *+；(’E# D. *+；*+

T. U0%3 +*9#+ %’+ -03#:，4 4 4 V#01=# +)#3/+ *(( %# =#$+.
@. &%’(# A. 01 B. 301 D. *+

>I. W%*$ %# &*3$+ $0 /0 &’(( +0(9# 30$ 03(: :021 )10"(#-，4 4 4 -’3#.
@. "2$ *(+0 A. "2$ B. +0 D. 501

>>. W#’(( &’((’3=(: =’9# 2) 021 )(*3，4 4 4 &#’(( /0 &%*$#9#1 :02 &*3$ 2+ $0 /0.
@. "2$ A. 521$%#1 -01# B. &%’(# D. :#$

!"



他肯定能通过这次考试，这是十拿九稳的了。（ !"’# $%&&’(# "% )*""%+# 十拿九稳）

,-. /0!# #*112("!12 3%(4 0’# "’*50" 12 ’ &%" ’)%*" 30% 6 ’1 7 7 7 30’" (2’& &!82 !#.
9. ’# 32&& :. )*" ;. ’# 32&& ’# <. "02+

,=. 7 7 7 >0!"2 7 7 7 0!# #!#"2( !# ?%1!+5 "% %*( 02&@. !"#$" #% &’()*？

9. A!"02(；%( :. B2!"02(；+%(
;. B%" %+&C；)*" ’&#% <. :%"0；’+$

,D. 9&"0%*50 02 #"’C2$ %+&C ’ 823 $’C# !+ "02 E!&&’52，7 7 7 02 5%" "% 4+%3 2E2(C)%$C
"02(2.
9. ’+$ :. )*" ;. C2" <. #%

,F. >%*&$ C%* &!42 ’ ?*@ %8 ?%8822 7 7 7 #0’&& 32 52" $%3+ "% )*#!+2## (!50" ’3’C？

9. ’+$ :. "02+ ;. %( <. %"02(3!#2

,. 9。’" 表示G一听到，一看到G；"0’" 引导的是同位语从句。

-. <。该句句型为：G 6"’# H ’$I. H %8 J 8%( H #). "% $% #"0. G。当句中的形容词是用来

形容 #). 的性质或特征，而不是形容不定式的性质，需用介词 %8；否则当形容词用来

说明不定式的情况时，用介词 8%(。
=. 9。@(%)&21 3!"0. . . 为惯常搭配，意为G⋯⋯的问题G。

D. <。)2C%+$ %+2’# !1’5!+’"!%+G 超出某人的想象力G；类似还有，)2C%+$ %+2’# @%32(
意为G超出某人的能力范围G，)2C%+$ %+2’# (2’?0G 超出某人的接触范围或能力

范围G。

F. 9。%E2( 表示G一边⋯⋯一边⋯⋯G，后半句的意思是：我们一边喝茶吃蛋糕，一边

讨论这事。

K. 9。本题中的 "*(+2$ !+"% #*??2##8*& ’(" ?2+"(2# 是修饰 %&$ 8’?"%(!2# 的，所以缺少一个

引导复合结构的词语，故选 9，介词 3!"0 可以构成复合结构。

L. :。此题考查介词的习惯用法。G 长 M 宽G 中的G M G 读作 )C；第二空 ’)%*" 表示G 大

约G。

N. 9。介词 &!42 意为G像⋯⋯，如⋯⋯一样G；’# 作介词意思是G 作为，当作G。本句的

意思是：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像他那样的人当垫脚石。

O. 9。30!&2 表示两种情况的对比，多连接两个句子。

,P. 9。+%" %+&C. . . )*" ’&#% 中的 )*" 常省略，’&#% 不可省略，所以 : 项错误。

,,. :。8*("02( 1%(2 意为G而且G，有追加、递进之意，符合题意。

,-. ;。该题中两个宾语从句并列，’# 32&& ’# Q ’+$。

,=. <。题中的谓语动词是单数，所以 < 项错误，)%"0. . . ’+$. . . 连接主语时，谓语动词

用复数。

,D. ;。’&"0%*50 不能同时与 )*" 连用，但可以和 C2"（#"!&&）连用。

,F. ;。%( 表示选择，符合语意。

!"



!"# $%"&’ (") *"+,-./ -# 0"1.，" 2,"))32 .4"15,. #0 #*.6&3’%- )+22.))7

专题十8 定语从句

定语从句是历年高考的重点考查内容。考题中相对集中地考查了非限制性定

语从句、关系代词和关系副词的选用、定语从句中的一致关系以及9 介词 : 关系代

词9等知识点。

!" ;8 #$%&’()
;!*#$%&+,-&./0123456789:;< "#$%#=>< &#’&?
@AB ;C 8 <%. #(&.6 #0 -%. 23&.1" &.././ -# 1"=. " ,#- #0 3156#*.1.&-) "&/ .1>

5,#? 1#6. 5.#5,. -# =..5 3- 6+&&3&’，8 8 8 1."&- )5.&/3&’ -.&) #0 -%#+)"&/) #0 5#+&/)7
（@A 年江苏卷）

B7 (%# C7 -%"- D7 ") E7 (%32%
@DEC 8 E。(%32% 引导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在从句中作主语。

F! FGHIFJ< &#’&=>J< "#$%#K
（;）先行词为 ",,，1+2%，,3--,.，.*.6?-%3&’，"&?-%3&’，&#-%3&’，&#&.，-%. #&. 等代

词时。如：

G) -%.6. !"#$%&"’ $%!$ G 2"& /# 0#6 ?#+？需要我帮忙吗？

（F）先行词前有 #&,?，"&?，0.(，,3--,.，&#，",,，#&. #0，)"1. 等修饰语时。如：

H#+ 2"& -"=. !"# )."- $%!$ 3) 06..7 任何空位你都可以坐。

（I）先行词是序数词或者先行词受序数词修饰时。如：

<%3) 3) -%. (&)*$ 2#15#)3-3#& $%!$ G %"*. (63--.& 3& J&’,3)%7 这是我用英语写的第一

篇作文。

（K）先行词是最高级形容词或先行词受最高级形容词修饰时。如：

<%3) 3) $%+ ,+*$ (&-. $%!$ %") L..& )%#(& -%3) ?."67 这是今年放映的最好的一

部电影。

（M）先行词为系动词 L. 后面的表语时。如：

G-’) " ,//0 $%!$ (3,, %.,5 ?#+ " ,#-7 这是一本对你很有帮助的书。

（A）主句以 -%.6. L. 开头时。如：

1%+)+ &* " )."- 3& -%. 2#6&.6 $%!$ 3) )-3,, 06..7 房角有个座位仍空着。

（N）先行词为数词时。如：

H.)-.6/"? G 2"+’%- -(# 03)%，&#( ?#+ 2"& ).. $%+ $2/ $%!$ "6. )-3,, ",3*. 3& " L")3& #0
("-.67 昨天我捉了两条鱼，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在水盆中活着的那两条。

!"



老张就是一个一举成名，一夜成功的典型例子。（!" #$%&’"( ’) *$+" 一举成名）

（,）先行词同时包含人和物时。如：

-."/ ’$&0"( $!)%’ !"#$%& ’$( )*+&,$&（ !"’!）’."/ 1"+"+!"1"( 23 ’." 45.))&6 他们谈

起了所记得的在校时的人和事。

7!!"#$%&’()*+(,- "#$./- %#&%0
（8）关系代词在从句中作主语时，多用 9.)。如：

: *12"3( -", ."&;4 /)% 23 ’2+" )* 3""( 24 $ 1"$& *12"3(6 患难见挚友。

（<）先行词为 ’.)4" 和 ;");&" 时多用 9.)。如：

.",&* -", 9"1" "2’."1 *))&4 )1 %3*2’ *)1 ’."21 )**25"4 5)%&( 3)’ 4"" ’." 5&)’.6 那些笨

蛋或不称职的人是看不见这些布的。

（7）先行词为 $&&，$3/)3"，)3"，)3"4 指人时，多用 9.)。如：

/$* -", ()"43’’ 9)10 .$1( 92&& 3"#"1 !" .$;;/6 不努力工作的人是永远不会快乐的。

（=）在以 ’."1" !" 开头的句子中多用 9.)。如：

."*+* #& $ 4’1$3>"1 -", 9$3’4 ’) 4"" /)%6 有个陌生人要见你。

（?）在非限制性定语从句中须用 9.)。如：

@/ 424’"1，-", 24 $ ’"$5."1，5$3 4;"$0 A"1+$3 9"&&6 我姐姐德语讲得很好，她是个

教师。

（B）在被分隔的定语从句中须用 9.)。如：

: 3"9 ’"$5."1 92&& 5)+" ’)+)11)9 -", 92&& ’"$5. /)% A"1+$36 教你们德语的教师明

天来。

（C）一个句子带有两个定语从句，其中的一个从句的关系代词是 9.)，另一个是

’.$’。如：

-." 4’%("3’ -", 9$4 ;1$24"( $’ ’." +""’23> 24 ’." +)32’)1 !"’! 24 #"1/ +)("4’ $3(
4’%(2"4 #"1/ .$1(6 在会上受到表扬的学生是班长，他谦虚好学。

=! "#$’(’12345612&789:;<=> $) "#*+# ? $) "#$, @AB
C&D2EF0G# D $) D "#*+# - "#$,H 如：

E" .$( $ +""’23> ’." )0+),&* ,1 -"#2" 9$4 5)+;&"’"&/ %35&"$16（ 或6 6 6 -",&* )0+3
),&* 9$4 5)+;&"’"&/ %35&"$1）我们开了会，会议的目的完全不清楚。

如果 )* 不表所属关系，则 )* 9.25. F 9.)+ 不可与 9.)4" 转换。

IJK <L G H))0 )%’！I)3’’ >"’ ’)) 5&)4" ’) ’." .)%4" G G G 1))* 24 %3("1 1";$216
:6 9.)4" J6 9.25. K6 )* 9.25. I6 9.$’
IMNL G :。9.)4" 在定语从句中作定语修饰名词 1))*，表所属。

?! %#( "&.OP1234Q&R %#( "&.9STUSV&<=#7- */ "#*+#& %#&%
?WX/-H

IJK 7L G E.$’ 4%1;124"( +" 9$4 3)’ 9.$’ ." 4$2( !%’ G G G ." 4$2( 2’6
:6 ’." 9$/ J6 23 ’." 9$/ ’.$’
K6 23 ’." 9$/ I6 ’." 9$/ 9.25.
IMNL G :。该题即为 9$/ 后省略了关系代词的用法。

!"



!"#$% "& ’(%’)*+,-"’$+ .-/$ 0 *-#$ -"1&"$ .&2# ,.$ 3-4 5&% *$6

!" 78 #$%&’()
关系副词在定语从句中作状语，9.$%$ 表示地点，9.$" 表示时间，9.1 表示原因。

*+, :- 8 ;$’%$ <)+, ,%1("4 ,& %$-’. - =&(", 8 8 8 3&,. +(#$+ 9(22 +(, #&9" ,&4$,.>
$% -"# ,-2?6（@A 年山东卷）

B6 9.$%$ C6 ,.-, D6 9.$" E6 9.(’.
*./- 8 B。引导词 9.$%$ 在定语从句中作状语，表示地点，其先行词表地点，相

当于F介词 G 9.(’.F。

*+, 7- 8 05 - +.&= .-+ ’.-(%+ 8 8 8 9&*$" ’-" =-%? ,.$(% *$"，9&*$" 9(22 +=$"#
*&%$ ,(*$ (" ,.$ +.&=6

B6 ,.-, C6 9.(’. D6 9.$" E6 9.$%$
*./- 8 E。9.$%$ 引导定语从句，在从句中作地点状语。

!" H8 0&1#$&’23()
F介词 G 关系代词F 引导定语从句时，介词的宾语只能用 9.(’.（ 指物）和 9.&*

（指人）。在使用时要注意关系代词前面介词的使用情况：

:6451678&’23#$9:
*+, :- 8 0 9-+ 4(/$" ,.%$$ 3&&?+ &" ’&&?("4，,.$ 5(%+, 8 8 8 0 %$-221 $"<&1$#6
B6 &5 ,.-, C6 &5 9.(’. D6 ,.-, E6 9.(’.
*./- 8 C。该题是非限制性定语从句，修饰名词 3&&?+，,.$ 5(%+, &5 9.(’. 相当于

,.$ 5(%+, &5 ,.$ 3&&?+。
*+, 7- 8 I-%? 9-+ - +,)#$", -, ,.(+ )"(/$%+(,1 5%&* :JJJ ,& 7@@H，8 8 8 ，.$

+,)#($# /$%1 .-%# -"# 9-+ *-#$ D.-(%*-" &5 ,.$ K,)#$",+’!"(&"6
B6 #)%("4 9.(’. ,(*$ C6 5&% 9.(’. ,(*$
D6 #)%("4 9.&+$ ,(*$ E6 31 ,.-, ,(*$
*./- 8 B。先行词是 5%&* :JJJ ,& 7@@H，作限定词用的 9.(’. 在定语从句中也

可与名词连用，这个结构比较正式，而且只有在介词后面才常用，根据句意应该用介

词 #)%("4，表示F在⋯⋯期间F。

7645;<=>?7’@&A0&’23#$9:
*+, H- 8 ;$ +-9 +$/$%-2 "-,(/$+ -#/-"’("4 ,&9-%#+ &)% =-%,1，-"# &"$ &5 ,.$*

’-*$ )= ,& )+，8 8 8 9$ 4-/$ +&*$ 3$22+ -"# 42-++$+6（@A 年湖南卷）

B6 ,& 9.(’. C6 ,& 9.&* D6 9(,. 9.&* E6 9(,. 9.(’.
*./- 8 C。从句谓语动词是 4(/$，需用 4(/$ +,.6 ,& +36 句型，故选 C。

H6BCDEC(F@&A0&’23#$G0&A8&’23#$
*+, L- 8 M.$ +’.&&2+ ,.$*+$2/$+ -#*(, ,.-, "&, -22 ’.(2#%$" 9(22 3$ +)’’$++5)2 (" ,.$

<&3+ 8 8 8 ,.$1 -%$ 3$("4 ,%-("$#6
B6 (" ,.-, C6 5&% ,.-, D6 (" 9.(’. E6 5&% 9.(’.
*./- 8 E。,.-, 前不能用介词引导定语从句，故 B、C 错误；5&% 9.(’. 引导定语

!"



在任何情况下，我从没有让任何人为我背过黑锅。（!"#$ %!& ’() 背黑锅）

从句，在从句中表示目的，即 %*(+, -’. /"* -%!. 。

!"0 !" # #$%&$ $%&’()*+,
1’ !"# #$%&$-./$%0123&’()45678912:;<)*=>4

?@./A5B
CDE 1F 0 0 0 0 2 &34#(+,&$ ", %!& 4!",&，5"6* *&76&-% 8+## ’& 9",-+$&*&$ (% %!&

,&3% :&&%+,).
;. <!&, =. ;/%&* >. ;- ?. @+,9&
CGHF 0 >。(- 位于句首引导非限制性定语从句，代指后面的情况。

CDE AF 0 B+: 4(--&$ %!& $*+C+,) %&-%，0 0 0 -6*4*+-&$ &C&*5’"$5 +, %!& "//+9&.
;. 8!+9! =. %!(% >. %!+- ?. +%
CGHF 0 ;。8!+9! 引导非限制性定语从句，代指前面整个句子。

A’IJKLMJ !"# #$%&$NOA5P
（1）关系代词 (- 既可引导限制性定语从句，也可引导非限制性定语从句，(- 在从

句中作主语、宾语或表语。常用于下列句式：! -69! D 名词 D (-. . . E 像⋯⋯一样

的E E像⋯⋯之类E；%!& -(:& D 名词 D (-. . . E和⋯⋯同样的E。"当先行词被 (-，-"
修饰时，通常用 (- 引导限制性定语从句。#. . . -69! (-. . . 。-69! 为代词，意为E 这样

的人或物E，(- 在从句中担当成分，修饰先行词 -69!。如：

<& !(C& /"6,$ !"#$ %&’()*&+! &! (*& 6-&$ +, %!&+* /(9%"*5.（(- 作主语）

我们已找到了像他们工厂里用的那种材料。

（A）(- 引导的非限制性定语从句，既可在主句前，又可在主句后，有时还可插入

主句中，而 8!+9! 引导的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只能置于主句之后。相同的是两者都可

代指主句整个内容，而不是主句中的某一个词。

CDE FF 0 0 0 0 +- "/%&, %!& 9(-&，8& !(C& 8"*G&$ "6% %!& 4*"$69%+", 4#(,.
;. <!+9! =. <!&, >. <!(% ?. ;-
CGHF 0 ?。(- 引导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可以位于句首，指代后面的情况；8!+9!

也可指代整个句子，但不可放在句首。

（F）当从句和主句语意一致时，用 (-；反之用 8!+9!。如：

@!& !(- :(**+&$ ()(+,，&! 8& &34&9%&$. 她又结婚了，这是预料之中的事。（ 语意

一致）

@!& !(- :(**+&$ ()(+,，,$*#$ 8(- 6,&34&9%&$. 她又结婚了，这是出乎预料的事。

（语意不一致）

（H）当 (- 在从句中作主语时，后面常接行为动词的被动语态。如 ’& G,"8,，’&
-(+$，’& *&4"*%&$，’& (,,"6,9&$ 等。如果从句中行为动词是主动语态，一般用 8!+9!
作主语。如：

@!& !(- ’&&, #(%& ()(+,，&! 8(- &34&9%&$. 她又迟到了，这在预料之中。

!"



!"’# $""% &% ’(" )*+,- ’*+.% ’("#" -"+*#/

（0）+# 常用在 +#（ .’）#""1# 2.3"2-，+#（ .’）&4’"% (+55"%#，+#（ .’）6+# 5&.%’"7 &8’，
+#（ .’）6+# #+.7 "+*2."*，+# 9 *"1"1$"*（ .’），+# 9 8%7"*#’+%7（ .’），+#（ .’）+55"+*# 等结

构中。如：

:+;3 (+# 6&% ’(" 4.*#’ 5*.<"，!"（ .’）&4’"% (+55"%#/ 像往常一样，杰克得了一等奖。

（=）当非限制性定语从句的谓语是一个复合结构时，只用 6(.;( 引导定语从

句。如：

>"’’- +26+-# ’"22# + 2."，#$%&$ ("* 5+*"%’# 4.%7 #’*+%)"/ 贝蒂老是说谎，她父母觉得

这很奇怪。

?/ @(" (81+%# +*" 7"#’*&-.%) %+’8*" 7+- $- 7+-，A A A &4 ;&8*#"，6.22 ;+8#" #","*" 58%B
.#(1"%’ 4*&1 .’ #&&%"* &* 2+’"*/
C/ 6(& >/ 6("% D/ &% 6(.;( E/ 6(.;(

F/ C 6+* .# #& ;*8"2 ’(+’ .’ +26+-# ;+8#"# )*"+’ 2&##"#，A A A (+# (+55"%"7 .% 9*+G +%7
&’("* ;&8%’*."#/
C/ 6(+’ >/ 6(.;( D/ +# E/ &%"

H/ @(" ’.1" .# %&’ 4+* +6+- A A A 1&7"*% ;&118%.;+’.&%# 6.22 $";&1" 6.7"#5*"+7 .% D(.B
%+’# ,+#’ ;&8%’*-#.7"/
C/ +# >/ 6("% D/ 8%’.2 E/ $"4&*"

I/ J"K’ 6.%’"*，A A A -&8 6.22 #5"%7 .% !+*$.%，9’1 #8*"，6.22 $" +%&’("* "K;.’.%) (&2.7+-/
C/ 6(.;( >/ 6("% D/ .% 6(.;( E/ 6(+’

0/ L*#/ >2+;3 ’&&3 ’(" 5&2.;" $+;3 ’& A A A 52+;" A A A #(" 6.’%"##"7 ’(" *&$$"*-/
C/ ’(" #+1"；+# >/ ’(" #+1"；6("*"
D/ ’(" #+1"；’(+’ E/ +# ’(" #+1"；+#

=/ M&1" 5.;’8*"# &4 ’(" *.,"* $*&8)(’ ’(" 7+-# $+;3 ’& ’(" &27 A A A ’("- #6+1 .% .’/
C/ 6("% >/ ’(+’ D/ 6(& E/ 6("*"

N/ @("*" +*" #","*+2 *"#"+*;( ;"%’"*# .% D(.%+ A A A + ;"*’+.% 7.#"+#" ;+22"7 >.*7 O28 .#
$".%) #’87."7/
C/ 6(.;( >/ 6("*" D/ 6("% E/ 6(+’

P/ Q+# .’ .% ?RHS A A A ’(" 4+1&8# #;."%’.#’ ;+1" ’& M(+%)(+.，A A A (" )*"6 85？

C/ 6("%；6("*" >/ ’(+’；6("*" D/ 6("%；’(+’ E/ ’(+’；’(+’
R/ J&’ 4+* 4*&1 ’(" ;28$，’("*" 6+# + )+*7"%，A A A &6%"* 6+# #"+’"7 .% .’ 52+-.%) $*.7)"

6.’( (.# ;(.27*"% ","*- +4’"*%&&%/
C/ .’# >/ 6(&#" D/ 6(.;( E/ &4 6(.;(

?S/ @(" +*’.#’ A A A ’(" T87)" )+," + 5*.<" .# ’(" ’"+;("* A A A 9 (+," $""% ’+8)(’
5+.%’.%) 4&* &,"* ’(*"" -"+*#/
C/ 4*&1 6(&1；$- 6(&1 >/ ’& 6(&1；6(&

!"



这几年他一直很走运。（!" #$ %&" ’()*+ %(),$ 走运）- -

./ 0&#1；0&# 2/ %# 0&#1；!+ 0&#1
33/ 4$ 1+ #5,$,#$，6&" 7)$’% !" %&" ’,(8 - - - 4 )1 0#(9,$’ )% 5("6"$%/

:/ 0&#6" !#66 ;/ <#( 0&#6" !#66 ./ %# 0&#6" !#66 2/ !#66 #< 0&#6"
3=/ >(/ ?)$’ &)6 %&("" @)A’&%"(6，- - - ，8A79,8+ <#( &,1，0#(96 )6 ) @#7%#(/

:/ $#$" #< 0&#1 ;/ #$" #< 0&#1 ./ ",%&"( #< %&"1 2/ )88 #< 0&#1
3B/ —?&" ’A)(@ 9""56 78#6" 0)%7& )% %&" ’)%"/

—C# &" @#"6/ D$8+ %&#6" - - - 9$#06 0"88 7#A8@ !" 8"% ,$/
:/ 0&# ;/ &" ./ %&)% 2/ 0&)%

3E/ F#!"(% )$@ &,6 6#$’6 - - - 0"(" <)1#A6 ,$ %&" G$,%"@ C%)%"6 )(" )86# 5#5A8)( ,$ .&,$)/
:/ 0&,7& ;/ 0&# ./ %&)% 2/ )6

3H/ ?&" (")6#$ - - - &" @,@$’% &)*" !(")9<)6% %&,6 1#($,$’ 0)6 %&)% &" ’#% A5 %## 8)%"/
:/ #$ 0&,7& ;/ 0&+ ./ ,$ 0&,7& 2/ <#( %&)%

3/ 2。此题考查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关系代词 0&,7& 在从句中作主语。

=/ .。此题考查非限制性定语从句，修饰前面整个句子，当从句和主句语意一致时，用

)6；反之用 0&,7&。

B/ ;。此题中的先行词指时间，引导词在从句中作时间状语。

E/ :。此题考查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引导词 0&,7& 在从句中作 65"$@ 的宾语。

H/ ;。先行词为 %&" 6)1" 58)7"，引导词 0&"(" 在从句中作地点状语。

I/ :。先行词 %&" @)+6 和从句分开使问题难度增大了，引导词在从句中作时间状语，

所以选 : 项。

J/ ;。,$ .&,$) 是介词短语修饰先行词 6"*"()8 ("6")(7& 7"$%("6，同时 ("6")(7& 7"$%("6 还

带有一个定语从句，引导词在从句中作地点状语。

K/ ;。此题含有定语从句和强调句式，前一空强调时间状语，后一空用 0&"(" 引导定

语从句。

L/ ;。该句中的定语从句修饰 ’)(@"$，应用关系代词 0&#6"。0&#6" 在从句中作定语，构成

0&#6" #0$"(（ M %&" #0$"( #< 0&,7&；#< 0&,7& %&" #0$"(），该句也可改成 )$@ ,%6 #0$"(/ / / 。

3N/ 2。前面的 %&" )(%,6% 与从句中谓语动词构成的结构为 ’)*" ) 5(,O" %# %&" )(%,6%，故应

选 %# 0&#1；后面的先行词 %&" %")7&"( 与从句中谓语动词构成的结构为 &)*" !""$
%)A’&% 5),$%,$’ !+ %&" %")7&"(，故应选 !+ 0&#1。

33/ ;。定语从句与先行词可以改成：4 )1 0#(9,$’ <#( %&" ’,(8’6 !#66 )% 5("6"$%，因此可

用 <#( 0&#6" !#66 引导定语从句。

3=/ ;。8A79,8+ <#( &,1 为插入语，去掉后可以看出后面是一个非限制性定语从句，故排

除 .；从意义上看可排除 :；从定语从句的谓语形式 0#(96 可以判断不可能是三个

人都做医生，故答案为 ;。

3B/ ;。此题考查 %&#6" 后面的定语从句，可以排除 2。分析结构可以看出，从句中缺

少主语和宾语，如果选 :、. 选项，从句的成分仍不完整，所以选 ; 项，构成省略

!!



!"# $%% &$’( )&( *"+%, -(."+( /"#，-#) /"#’%% 0)1%% 2((, )" *"+3 &$+,4

)&$) 的定语从句。

564 7。先行词同时为人和物时，用 )&$) 引导定语从句。

584 9。定语从句中的主谓宾成分齐全，而先行词 +($0"2 后用 *&/ 引导从句，在从句中

作状语，表示:⋯⋯的原因是⋯⋯:。

专题十一; 名词性从句

名词性从句侧重考查学生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对该类从句的语序、从句连接词

的运用以及主从句时态的呼应等知识点的掌握。

54!"#$%&’()*!"+,-./01%2 !"#$%*3($%
456

!以 )&$) 引导的从句；

!以 *&<疑问词引导的 *&<疑问从句；

!以 *&$) 或 *&<(’(+ 等关系代词引导的名词性关系从句。

下面表格中&号表示这三种从句结构能充当的句子成分：

主语

从句

宾语从句

直接宾语 间接宾语

表语

从句

宾语补

足语

形容词

宾语

同位语

从句

)&$) 从句 & & & & &
*&<疑问从句 & & & & &
名词性从句 & & & & & &

; ; =4!"#$%-78"9:;<=>?@1ABC3D6
!从属连词。只起连接作用，不充当从句中的任何成分，如：)&$)，*&()&(+，1.。
!连接代词。既起连接作用，本身又作从句中的主语、宾语、表语或定语，如：

*&"，*&">，*&"0(，*&1?&，*&$)。
! 连接副词。既起连接作用，本身又作从句的状语，如：*&(2，*&(+(，&"*，*&/。

EF 5; GH$%
主语从句中引导词的正确使用是考查的热点问题。

5!IJ "#$"; %#&"#&’; %#$"2
（5）)&$) 引导主语从句时，只起连接句子的作用，本身没有词义，在从句中也不作

句子成分，但通常不能省略。

（=）*&()&(+ 引导主语从句时，表示主语从句意义的不确定性，在从句中不作句子

成分，但有词义，作:是否:讲。一般来说，已经确定的事情常由 )&$) 引导，没有确定的

!"



你们的前途都很远大，但仍需努力工作。（!"#$ %!$ &’()* +$,’($ ’-$ 前途远大）

事情常由 &!$%!$( 引导。

（.）&!"% 引导主语从句时，意为/⋯⋯的事物/，相当于 %!$ %!0-1（2）%!"%。
!"# 3$ 4 4 4 4 5"6$2 %!02 2!’7 *0,,$($-% 02 %!"% 0% ’,,$(2 5’($ 7$(2’-") 2$(#08$29

（:; 年辽宁卷）

<9 =!"% >9 =!’ ?9 =!"%$#$( @9 =!’$#$(
!%&$ 4 <。分析句子结构可以看出，从句中缺少主语，用 &!"% 引导主语从句符

合句意。

A!’( "#$%&’&() "#)&’&() "#*+#&’&() "#),&’&(*
这些词在从句中不含疑问意义，它们引导主语从句时，&!’$#$( B %!$ 7$(2’- &!’

或 "-C’-$ &!’；&!"%$#$( B "-C%!0-1 %!"%；&!08!$#$( 意为/无论哪一个/。

!"# A$ 4 4 4 4 %$"5 &0-2 ’- D"%E(*"C &0)) 1’ %!(’E1! %’ %!$ -"%0’-") 8!"570’-F
2!0729（:; 年山东卷）

<9 G’ 5"%%$( &!"% >9 G’ 5"%%$( &!08!
?9 =!"%$#$( @9 =!08!$#$(
!%&$ 4 @。&!08!$#$( 可用于名词前，引导主语从句，表示/ 无论其中任何一个

⋯⋯/。

.!’( "#&(&) "#&-) #)") "#.) "#&(&’&(+, #)" ,$-. / #)" ,0+# / #)"
1$( / #)" 2)-3 / #)" 4))--*

这些词或词组本身有词义，并在从句中作状语。如：

!"# $%&’ #()) *")+& $%& *&,("-* .,"/)&0 !"2 -’% +$$- *$80*$*9 他们将怎样解决这

个严重的问题还没有决定。

./ A4 0123
宾语从句主要考查引导词的选用、语序以及主从句时态的一致性等。

!"# 3$ 4 =$ !"#$-’% 2$%%)$* %!$ HE$2%0’- ’, 4 4 4 0% 02 -$8$22"(C ,’( !05 %’ 2%E*C
"+(’"*9（:; 年江苏卷）

<9 0, >9 &!$($ ?9 &!$%!$( @9 %!"%
!%&$ 4 ?。该题考查介词后的宾语从句。根据句意可知，宾语从句表示疑问，

排除 >、@ 选项；介词后的宾语从句不可用 0, 引导，故 ? 项正确。

!"# A$ 4 I!$2$ 2!’$2 )’’6 #$(C 1’’*9 J &’-*$( 4 4 4 9（:; 年上海春季卷）

<9 !’& 5E8! 8’2% %!$C "($ >9 !’& 5E8! *’ %!$C 8’2%
?9 !’& 5E8! %!$C 8’2% @9 !’& 5E8! "($ %!$C 8’2%
!%&$ 4 ?。宾语从句应用陈述句的语序。故选 ?。

!"# .$ 4 —?’E)* C’E *’ 5$ " ,"#’E(？（:; 年北京卷）

—J% *$7$-*2 ’- 4 4 4 0% 029
<9 &!08! >9 &!08!$#$( ?9 &!"% @9 &!"%$#$(
!%&$ 4 ?。根据句意/那要看是什么事了/，用 &!"% 引导宾语从句。

!"



! "#$% &’#()*’% +,(- .%/

!" 01 #$%&
表语从句主要考查引导词 %+2%，3+,%+,4，2$ .5，2$ %+’#6+，3+7 等的选用。

’() 8* 1 9,, %+, 5(26$ ’* %’- ’5 %+, :#.().*6？;+2% 32$ 1 1 1 3, ).) %+.$ <’4*=
.*6/（>? 年全国卷!）

@/ 3+,* A/ 3+.&+ B/ 3+,4, C/ 3+2%
’+,* 1 C。3+2% 引导表语从句，在表语从句中作 ).) 的宾语。

’() D* 1 E*6.*,$ 24, %’ <2&+.*,$ 1 1 1 +,24%$ 24, %’ 2*.<2($/（>? 年山东卷）

@/ 2$ A/ %+2% B/ 3+2% C/ 3+.&+
’+,* 1 B。该题的句型是 :, $%+/ %’ $:/ F对某人的重要性F。空格后应是表语

从句，在表语从句中又缺少表语，所以用 3+2%。句意是F 发动机对机器的重要性就同

心脏对动物的重要性一样F。

’() 0* 1 1 1 1 $+, &’#()*’% #*),4$%2*) 32$ 1 1 1 5,3,4 2*) 5,3,4 $%#),*%$
$+’3,) .*%,4,$% .* +,4 (,$$’*$/

@/ G+2%；3+7 A/ ;+2%；3+2%
B/ G+2%；:,&2#$, C/ G+7；%+2%
’+,* 1 @。%+2%，3+7 和 :,&2#$, 都可引导表语从句。表示原因的名词或从句

作句子主语时，其后的表语从句常用 %+2% 引导，而不能用 :,&2#$,，由此可排除 B 项。

该题中，第一空应该用 3+2%，引导主语从句，在从句中作宾语，故可排除 A、C 两项，正

确答案是 @。（本题后一空也可用 %+2%）

!" H1 -.$%&
同位语从句一般位于某些抽象名词之后，如：52&%，+’-,，),$.4,，%+’#6+%，$#66,$=

%.’*，.),2，*,3$，-4’:(,< 等，对这些名词起补充作用。连词 %+2% 只起引导作用，在从

句中不作任何成分，不能省略；另外也可用 3+,4,，3+,*，+’3 等词引导。

’() 8* 1 @ 324< %+’#6+% $#)),*(7 &2<, %’ <, 1 1 1 ! <.6+% #$, %+, -’&I,% <’*=
,7 %’ :#7 $’<, 5(’3,4$ 5’4 <7 <’%+,4’$ :.4%+)27/（>? 年安徽卷）

@/ .5 A/ 3+,* B/ %+2% C/ 3+.&+
’+,* 1 B。该题考查同位语从句。同位语从句有时不紧跟在它所说明的名词

后面，而是被别的词隔开。在本题中，%+2% 引导的同位语从句是对名词 %+’#6+% 的补充

说明，%+2% 在从句中不作任何成分。

’() D* 1 C’4.$’$#&&,$$ (.,$ .* %+, 52&% 1 1 1 $+, .$ &’=’-,42%.J, 2*) ,26,4 %’
(,24* 54’< ’%+,4$/（>? 年上海春季卷）

@/ 3+.&+ A/ %+2% B/ 3+,* C/ 3+7
’+,* 1 A。从句中不缺少任何成分，所以应该用 %+2% 引导同位语从句，说明

52&% 的内容。

!"



我就是忍不住。! ! !

!"! !"#!#$%&’()*+ !"#!#$%,()*
在同位语从句中，"#$" 是从属连词，在句中只起引导作用，在从句中没有意义，不

作任何成分，不能省略，也不可用 %#&’# 代替；而在定语从句中，"#$" 是关系代词，它在

从句中不但可以起连接作用，还可以在从句中作主语、宾语或表语，作宾语时可以省

略，指物时还可以用 %#&’# 替换，指人时常可以用 %#( 代替。试比较：

)#* +,(+(-$.（ !"#!）#* +/" 0(,%$,1 &- "( 2* 1&-’/--*1 $" "#* 3**"&456 他提出的建议

将在会议上讨论。（ "#$" 在句中作宾语，是定语从句）

)#* +,(+(-$. !"#! %* -#(/.1 &3+(," *7/&+3*4" 0,(3 $2,($1 &- "( 2* 1&-’/--*1 $" "#*
3**"&456 我们应该从国外进口设备的建议将在会上讨论。（ "#$" 引导的从句说明 +,(8
+(-$. 的内容，是同位语从句）

-./0 ! )#*,* &- 3/’# ’#$4’* ! ! ! 9&.. %&.. ,*’(:*, 0,(3 #&- &4;/,< &4 "&3* 0(,
"#* ,$’*6（=> 年天津卷）

?6 "#$" 96 %#&’# @6 /4"&. A6 &0
-120 ! ?。分析结构，空格后的从句不缺少主语或宾语，和名词 ’#$4’* 没有任

何从属关系，说明这不是定语从句，排除 9；从句意上看，从句既不表示时间，也不表

示条件，排除 @、A 选项；"#$" 引导同位语从句，说明 ’#$4’* 的内容。

B6 C$4< 4*%-+$+*,- +,&4"*1 "#* 5(:*,4(,’- -"$"*3*4" ! ! ! #* %(/.1 -/++(," $ "$D ’/"6
?6 $41 96 %$- "#$" @6 %#&’# A6 "#$"

E6 ! ! ! 3$4 3/-" 0*$, %#*4 ",$:*.&45 &4 -+$’* &- ,$1&$"&(4 0,(3 "#* -/46
?6 F#&’# 96 G(% @6 F#$" A6 )#$"

H6 )#* 4*%- ! ! ! &- -+,*$1&45 $,(/41 "#* $&,+(," &- ! ! ! $ #*$:< -"(,3 &- ’(3&456
?6 %#$"；I 96 "#$"；"#$" @6 I ；"#$" A6 "#$"；%#&’#

J6 C/’# "( "#* ’(/+.*’- ’(30(,"，"#*&, &4’(3* &- 4(% 1(/2.* ! ! ! &" %$- 0&:* <*$,- $5(6
?6 "#$" 96 "#$4 @6 %#&’# A6 %#$"

K6 A( <(/ #$:* $4< &1*$ ! ! ! *.*’",&’&"< +.$<- -/’# $4 &3+(,"$4" +$," &4 (/, 1$&.< .&0*？

?6 %#< &- &" "#$" 96 #(% &" &- "#$"
@6 %#< %$- &" A6 %#*4 &" %$- "#$"

>6 L40(,3$"&(4 #$- 2**4 +/" 0(,%$,1 ! ! ! 3(,* 3&11.* -’#((. 5,$1/$"*- %&.. 2* $13&""*1
&4"( /4&:*,-&"&*-6
?6 %#&.* 96 "#$" @6 %#*4 A6 $-

M6 )#* 3$4$5*, ’$3* (:*, $41 $-N*1 "#* ’/-"(3*, #(% ! ! ! 6
?6 1&1 "#* 7/$,,*. ’$3* $2(/" 96 "#* 7/$,,*. #$1 ’(3* $2(/"
@6 "#* 7/$,,*. #$- ’(3* $2(/" A6 #$1 "#* 7/$,,*.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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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0) 1 1 1 $)’ -%2’- .%#%3’* 4"#’$ %$$’#5 $)’ .’’$(#3 $"."**"4？

—6’7’ #" (5’%+
8+ (9 :+ 4)%$ ;+ 4)’# !+ $)%$

<+ 1 1 1 -’’.- -$*%#3’ $" /- (- 1 1 1 $)’ $*"/=2’-".’ ="> (- 3’$$(#3 %2"#3 4’22 4($) %22
)(- $’%0)’*-+
8+ 6$；$)%$ :+ ?)%$；)"4 ;+ 6$；)"4 !+ ?)%$；$)%$

@A+ 1 1 1 4"*5- 6 /-’ 0%# #"$ ’BC*’-- .> %CC*’0(%$("# "9 >"/* $(.’2> )’2C+
8+ ?)%$’7’* :+ D"4 .%#> ;+ E" .%$$’* 4)%$ !+ ?)(0)’7’*

@@+ D/.%# =’(#3- %*’ 5(99’*’#$ 9*". %#(.%2- 1 1 1 $)’> 0%# /-’ 2%#3/%3’ %- % $""2 $"
0"../#(0%$’+
8+ (# $)%$ :+ 9"* $)%$ ;+ (# 4)(0) !+ 9"* 4)(0)

@F+ 1 1 1 -".’$(.’- &’’C- )’* %4%&’ %$ #(3)$ 1 1 1 G". (- 3’$$(#3 ."*’ %#5 ."*’ H/(’$
（郁郁寡欢）%$ )".’+
8+ G)%$；4)(0) :+ 6$；$)%$ ;+ ?)’$)’*；4)%$ !+ ?)%$；$)%$

@I+ —6 *%#3 >"/ %$ %="/$ #(#’，=/$ $)’*’ 4%- #" *’C2>+
—J)，$)%$ 4%- C*"=%=2> 1 1 1 6 4%- -’’(#3 $)’ 5"0$"*+
8+ 4)> :+ 4)’# ;+ 4)%$ !+ $)%$

@K+ D(- ."$)’* 5(5 1 1 1 -)’ 0"/25 1 1 1 $)’ =">+
8+ 4)%$；)’2C :+ $)%$；)’2C
;+ 4)%$；$" )’2C !+ $)%$；$" )’2C

@L+ G)’ *’%-"# 4)> $)’> 4’*’ %24%>- C""* 4%- 1 1 1 $)’> C%(5 2($$2’ %$$’#$("# $" ’5/0%M
$("#+
8+ N :+ =’0%/-’ ;+ $)%$ !+ 4)’$)’*

@+ !。考查由 $)%$ 引导的同位语从句。在本题中，$)%$ 引导同位语从句，说明 -$%$’.’#$
的内容。

F+ ;。此题考查 4)%$ 引导的主语从句的用法。在从句中 4)%$ 作动词 9’%* 的宾语。

I+ :。此题考查同位语从句和表语从句的连接词的运用。同位语从句和表语从句中

的连接词 $)%$ 虽然没有任何意义，也不充当任何成分，但一般不能省略。
K+ !。此题考查表语从句。从句中缺少表语，所以排除 8、: 选项；4)(0) 表示选择，

不合题意；4)%$ 在从句中作表语。

L+ :。此题考查同位语从句。这个从句是用 )"4 引导的强调句式，用陈述句语序。

O+ :。此题的难度在于这是个间隔式同位语从句，先行词 (#9"*.%$("# 与 $)%$ 引导的同

位语从句分开了，我们容易错把同位语从句当作状语从句。
P+ :。名词性从句应用陈述句的语序，排除 8、!；主从句的时态要一致，主句是一般过

去时，宾语从句要用过去的时态，排除 ;。

,+ !。此题考查主语从句。($ 只是形式主语，从句才是真正的主语。由于从句中不缺

!"



别为此而忧虑伤神。! ! !

少任何成分，故应用 "#$" 作引导词。

%& ’。此题是一个含有两个从句的主从复合句。前一个是由 (#$" 引导的主语从句，

(#$" 在从句中作主语；后一个是表语从句，由于从句中成分齐全，故由 "#$" 引导。

)*& +。(#$",-,. 既可引导名词性从句，也可引导让步状语从句；/0 1$"",. (#$" 不可引

导名词性从句，只能引导让步状语从句；本句用 (#$",-,. 引导主语从句。

))& +。此题考查宾语从句。+ 2, 3455,.,/" 5.01 6 4/& & & 7 + 与 6 在某方面不同7，由于

从句中不缺成分，故用 "#$" 引导宾语从句，作介词 4/ 的宾语。

)8& 6。考查主语从句。4" 作形式主语，真正的主语是 "#$" 引导的从句。

)9& 6。根据语境，应用 (#,/ 引导表语从句，在表语从句中作时间状语。

):& ;。343 之后接 (#$" 引导的从句作 343 的宾语；<#, =0>?3（30）省略了 30，在从句中

(#$" 作 30 的宾语，后面的不定式作目的状语。

)@& ;。在 .,$<0/ 作主语时，其表语从句只能用 "#$" 引导，而不能用 2,=$><, 引导。

专题十二! 状语从句

状语从句是每年高考单项选择部分必考的项目之一。考查的重点仍然是容易混

淆的近似连词的用法。纵观近几年高考题我们不难看出：试题的结构越来越复杂，设

问的角度也越来越多样化，呈现出交叉和综合的特点。

!" )! #$%&’(
)! "#) $%&’() $%()*+,-./#$%&’(#)012345

（)）$< 强调主从句的动作同时发生，译为7 一面⋯⋯一面⋯⋯7，（通常能被 (#,/
代替，但 $< 更强调 $" "#, <$1, "41,）；$< 表示7 随着⋯⋯7，常指一个行为是另一个行

为的结果，或一种状态随另一种状态变化（不能同 (#,/ 互换）。

（8）(#,/ 既可以表示时间段（ 可以与 (#4?, 互换），也可以表示瞬间（ 不能与

(#4?, 互换）。

675!当表示瞬间时，从句的动作可以与主句的动作同时发生（ 可用 $< 替换），

也可以先于主句的动作发生（不可用 $< 代替）。

!(#,/ 可作连词用，相当于 $/3 "#,/，前一分句多用进行时，常与 2, $20>" "0 或

2, 0/ "#, A04/" 05 304/B 连用。

（9）(#4?, 只指时间段，从句的动作必须是延续性的，用 (#4?, 时，从句的动作或者

与主句的动作同时发生，或者强调主句的动作在从句的动作进行或持续过程中的某

一时刻发生了（这时可用 (#,/ 和 $< 代替）。

!"



!"#’$ %&’" (#)

!"#从句的谓语动词如表示状态时，通常用 *+(,"。

$%& -’ . /" *&$ &012# +&,%*&3 #+4125+ +($ 6"&, . . . & %&6(,(&4 71(’" ’&6" #1
+($ "&4$)（89 年辽宁卷）

:) *+3 ;) *+"4" <) *+"= >) *+(,"
$()’ . <。*+"= 在此引导时间状语从句，意为?正在⋯⋯时，突然⋯⋯?，句意

为?他正在吃饭时，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到他耳中?。

$%& @’ . A +&B C2$# $#"DD"B 12# 1% #+" 0&#+4116 &=B *&$ 02$(,3 B43(=5 63$",% *(#+ &
#1*", . . . A +"&4B #+" $#"D$)（89 年湖南卷）

:) *+(," ;) *+"= <) $(=’" >) &%#"4
$()’ . ;。*+"= 表示?就在那个时候?，强调动作同时发生。句意为? 我刚走

出浴室，正用毛巾擦干身体，这时我听到脚步声?。

@! "#$ %&%$’"* "#$ ($)&’** "#$ %+’,"$* "#$ "+%$* "#$ %&’"# - .$$/! ! ! * +%%$*+0
1"$23* *+4$)"23* +’("1’"23+,-./01234*567 1( (&&’ 1(8

$%& E’ . —>(B 312 4"6"60"4 #1 5(7" F&43 #+" 61="3 312 1*"B +"4？
—G"$，A 5&7" (# #1 +"4 . . . A $&* +"4)
:) *+(," ;) #+" 616"=#
<) $2BB"=,3 >) 1=’"
$()’ . ;。在该题的四个备选项中，*+(," 不可与短暂性动词连用；$2BB"=,3 不

可引导从句；1=’" 表示? 一旦⋯⋯?，不合题意。所以正确答案是 ;，意为? 一⋯⋯

（就⋯⋯）?。

E! 5$6&4$9 (+’)$+,-./012348 其区别是：

（-）若表达?还未⋯⋯就⋯⋯?，? 不到⋯⋯就⋯⋯?，? ⋯⋯才⋯⋯?，? 趁还没来

得及?时，需用 0"%14"。0"%14" 引导的从句中谓语动词不用否定式。

（@）A# *(,, 0" H 时间段 H 0"%14") ) ) ，意为?多久之后才⋯⋯?。

（E）$(=’" 从句的谓语动词一般是短暂性的，主句的谓语动词是延续性的或者动

作是反复发生的；若 $(=’" 从句的时态是一般过去时，主句的时态应是现在完成时或

现在完成进行时。

（I）在? A# ($ H 时间段 H $(=’") ) ) ?中，时间的计算一律从 $(=’" 从句的动作完成

或状态结束时算起。

$%& I’ . —J+3 B(B=’# 312 #",, +(6 &012# #+" 6""#(=5？（89 年四川卷）

—/" 42$+"B 12# 1% #+" 4116 . . . A ’12,B $&3 & *14B)
:) 0"%14" ;) 2=#(, <) *+"= >) &%#"4
$()’ . :。根据问句?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他那个会议呢? 可知，选 0"%14" 符合

答语语意?我还没有说上话他就跑出房间了?。

$%& K’ . A# ($ &,61$# %(7" 3"&4$ . . . *" $&* "&’+ 1#+"4 ,&$# #(6")
:) 0"%14" ;) $(=’" <) &%#"4 >) *+"=
$()’ . ;。A# ($ H 时间段 H $(=’") ) ) 为固定句型，意为?自从⋯⋯到现在已有

⋯⋯时间了?。

!"



面对现实吧。（常表明说话人不愿意逃避困难）

!! "#$%$&$’ !"#$%&’()*+,-(./01%23 " %) *+,,$’
"#$%4(5

678 #9 $ %&’ ()* +), -&&. -/++ 0* 12 /+3,)’/)*, $ $ $ 2&’ 405+6
76 89+*+:+/ ;6 89+/+:+/ <6 89),+:+/ =6 9&8+:+/
6:;9 $ 7。根据题意空格处应填入一词引导时间状语从句。所以正确答案为

7。< 项不正确的原因是 89),+:+/ 同题干中的 -&&. 意义重合。

>! ,-..+ /%,-.<=>?*%+@*A(BCDEFGHIBC+J)KLMNOP
%QR+ST(NOUU(V<=W?*%+JNOP%PBX(YKL(+ZA(BC
M[F\]I^5

678 ?9 $ @01&* ,9&’A9, 903 (&1B’,+/ 8)3 C/&5+* $ $ $ 903 40,,4+ C/&,9+/ B&0*,+.
&’, ,9), 9+ 9). -&/A&,,+* ,& ,’/* 0, &*6

76 ’*,04 ;6 ’*4+33 <6 )-,+/ =6 C+()’3+
6:;9 $ 7。’*,04 用于肯定句，主句谓语动词是延续性的，表示D 某一动作一直

延续至某时间才停止D。其他选项不合题意。

#! )%0$#$%&’()*+_‘ab,c+,dF(MeUU(5
678 E9 $ $ $ $ +*:0/&*1+*,)4 .)1)A+ 03 .&*+，0, ,)5+3 1)*2 2+)/3 -&/ ,9+ +(&323F

,+1（生态系统）,& /+(&:+/6（G# 年江苏卷）

76 H:+* 0- ;6 I- &*42 <6 J904+ =6 K*(+
6:;9 $ =。&*(+D一旦⋯⋯D引导时间状语从句，符合句意。

fg L$ hi’()*
M! +1#$hi’()*+,-(jk+lm+no(+pqXS(^rsCtuCv

X’(^wCx=*y+zuC{|<}~!C+‘%"!qBC#{5
678 M9 $ $ $ $ ，<)/&40*) (&’4.*’, A+, ,9+ .&&/ &B+*6
76 N/2 )3 39+ 10A9, ;6 73 39+ 10A9, ,/2
<6 @9+ 10A9, )3 ,/2 =6 O0A9, 39+ )3 ,/2
6:;9 $ 7。)3 引导让步状语从句，动词需提前。

678 L9 $ $ $ $ ，9+ ,)453 ) 4&, )C&’, 903 -):&/0,+ 30*A+/3 )-,+/ (4)336
76 7 P’0+, 3,’.+*, )3 9+ 1)2 C+ ;6 Q’0+, 3,’.+*, )3 9+ 1)2 C+
<6 ;+ ) P’0+, 3,’.+*, )3 9+ 1)2 =6 Q’0+, )3 9+ 1)2 C+ ) 3,’.+*,
6:;9 $ ;。)3 引导让步状语从句，作表语的名词提前时不用任何冠词。

L! $&$% -2 3 ,#)/4##$hi’()*+,-(no+jk(+$%o<&’(()*
+((,-.((+Z@*|/< 5/,v 6$,5

678 R9 $ 744&8 (904./+* ,9+ 3B)(+ ,& :&0(+ ,9+0/ &B0*0&*3，$ $ $ ,9+2 )/+ .0--+/+*,
-/&1 2&’/ &8*6

76 ’*,04 ;6 +:+* 0- <6 ’*4+33 =6 )3 ,9&’A9
6:;9 $ ;。+:+* 0- 引导让步状语从句，符合题意D 即使孩子们的意见与你的不

一致，也要允许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D。’*,04D 直到⋯⋯才D；’*4+33D 除非D；)3 ,9&’A9

!"



!"#’$ %"# $#&’#"()

*好像*，均不合题意。

+! "#$%&# ! ’("#$%&# "#$%&’()*+,-./01234 56789
"#$%&#:0#;%<=>?-@/#)A8/5B)CD’("#$%&# E5F4 GH *#+(,
I0&’()*+,-4

JKL ,M - - - - ." .&$ /010#"( #"2.302&/ 4356/"(%"，#." 5/( 65’4"’ .&$ & /5# 57
"89"’0"32")（:; 年全国卷!）

<) =032" >) ?3/"$$ @) <$ A) </#.5B%.
JNOM - A。&/#.5B%. 引导让步状语从句，符合题意* 虽然这位老工人的专业知

识有限，但他有许多经验*。

JKL CM - - - - 15("/03% DB$03"$$ 0$ DE 35 1"&3$ "&$E #5 %"# 03#5，#." %55( 15(F
"/$ 60// &/6&E$ D" 03 ("1&3()

<) G.0/" >) =032" @) <$ A) H7
JNOM - <。6.0/" 可以引导让步状语从句，相当于 &/#.5B%.，但只能位于主句之

前，不能放在句尾。其他选项不合句意*尽管踏入模特行业并非易事，但是对优秀模

特儿的需求量一直是很大的*。

,! -$ .’"",/)5P/5Q)/R,S$%/&’()*+,-/TUVWX #$*/
*#’"/ *#,-/ *#,/,/ *#,"#,/Y$"/Z[? #$*,0,// *#’",0,// *#,-,0,/Y4

JKL ;M - H3 9"&2"，#55，#." I"( @’5$$ 0$ "89"2#"( #5 $"3( ."/9 - - - #."’" 0$ .BF
1&3 $B77"’03%)（:; 年江西卷）

<) 6.5"J"’ >) .56"J"’ @) 6.&#"J"’ A) 6."’"J"’
JNOM - A。6."’"J"’ 引导让步状语从句，意为*无论哪里发生人类灾难*。

JKL KM - L.0$ 0$ & J"’E 03#"’"$#03% D554) H’// DBE 0#，- - - )（:; 年陕西卷）

<) .56 1B2. 1&E 0# 25$# >) 35 1&##"’ .56 0# 1&E 25$#
@) .56"J"’ 1B2. 0# 1&E 25$# A) .56 1&E 0# 25$#
JNOM - @。句意为* 无论书有多贵，我都买*，35 1&##"’ .56 或 .56"J"’ 强调

1B2.，所以 @ 项符合，也可以用 35 1&##"’ .56 1B2. 0# 1&E 25$#。
C! *#,-01&’()*+,-/Z[? ,0,- "#$%&#/\R)]^/_^/^‘)4
JKL MM - N56 2&3 E5B "89"2# #5 /"&’3 &3E#.03% - - - E5B 3"J"’ /0$#"3？（:; 年山

东卷）

<) 03 2&$" >) "J"3 07 @) B3/"$$ A) 6."3
JNOM - A。6."3 意为* 既然*，引导让步状语从句，符合题意* 既然你从来不

听，你怎么能指望学到东西*。

ab +- cd*+,-
引导条件状语从句的从属连词有：07，&$（$5）/53% &$，53 253(0#053 #.&#，B3/"$$，03

2&$"，9’5J0("( O 9’5J0(03% #.&# 等。

JKL PM - G" 653’# 4""9 603303% %&1"$ - - - 6" 4""9 9/&E03% 6"//)（:; 年浙

江卷）

!"



咱们开始干吧。! ! !

"# $%&’()% *# (+,%)) -# ./%+ 0# ./1,%
!"#$ ! *。根据句意2我们不会一直赢得比赛，除非我们打得很好2，应用 (+3

,%)) 引导条件状语从句。

!%& 4$ ! 5+ 617% 89 )%:18() ’&&1;%+6)，! ! ! .% <+8. )87% $’)1& 6/1+=) ’$8(6
91:)6 ’1;，.% &’+ )’>% ,1>%)#（?@ 年重庆卷）

"# ./%6/%: *# (+61, -# 19 0# (+,%))
!"#$ ! -。19 引导条件状语从句，符合题意2 在发生严重事故的时候，如果我

们懂得一些基本的急救知识，我们就可以挽救生命2。

’( A! )(*+,-./0
B!12)(-./0345 "#$%$6
!%& B$ ! 59 C8( ’:% 6:’>%,1+= ! ! ! 6/% &()687) ’:% :%’,,C 98:%1=+ 68 C8(: 8.+，

D,%’)% ;8 ’) 6/% E87’+) ;8#（?@ 年天津卷）

"# 1+ ./1&/ *# ./’6 -# ./%+ 0# ./%:%
!"#$ ! 0。空格后的从句不缺主语或宾语，所以排除 "、* 项；0 项 ./%:% 引导

地点状语从句，符合题意2如果你在一个风俗完全不同的地方旅行，请入乡随俗2。

!%& 4$ ! —F87，./’6 ;1; C8(: ;8&68: )’C？

—G% ’;>1)%; 7% 68 ,1>% ! ! ! 6/% ’1: 1) 9:%)/%:#（?@ 年四川卷）

"# 1+ ./%:% *# 1+ ./1&/
-# 6/% D,’&% ./%:% 0# ./%:%
!"#$ ! 0。,1>% 是不及物动词，后可接表示地点的状语，因此选用 ./%:% 引导

地点状语从句；若把 - 项改为 1+ 6/% D,’&% ./%:%，./%:% 引导的就是定语从句，这时也

正确。

4!12+,-./0789: &$’()*$; +,%; *-.’$; (*; .," /#(/; *$$-.0
/#(/<6

!%& H$ ! G% 98(+; 16 1+&:%’)1+=,C ;1991&(,6 68 :%’;，! ! ! /1) %C%)1=/6 .’) $%=1+3
+1+= 68 9’1,#（?@ 年北京卷）

"# ’+; *# 98: -# $(6 0# 8:
!"#$ ! *。98: 引导原因状语从句，说明他阅读越来越困难的原因。

=( B! >7*?@-./0
B!12>7-./0789: *, /#(/; -. ’(*$; 1$*/; +,% +$(% /#(/; -. ,%2$% /#(/<6

（B）)8 6/’6 为从属连词，引导目的或结果状语从句，从句中有 &’+，7’C，71=/6，
)/8(,; 等情态动词时，往往表示虚拟语气；若从句用过去时，则谓语动词前一般用

)/8(,;，&8(,;，.8(,;；在口语中有时可省略 )8。

（4）1+ &’)%，,%)6，98: 9%’: 6/’6 都可以引导目的状语从句。,%)6 和 1+ &’)% 具有否定

!"



!’" #$%&&’ ($%()

意义，意为*以免，以防*，&$+, 从句常用 +-./&(，0./&(，"12-, 等虚拟式，只用于书面

语，在日常生活中常以 3.# 3$%#（ ,-%,），14 5%+$ 从句代之（常不用虚拟式）。

（6）14 .#($# ,-%, 意为*为了，以便*，为从属连词，引导目的状语从句，可放在句首

或句子的后面。从句中通常带有 5./&(，5%4，01&&，0./&(，"%’，"12-, 等情态动词。

!"#+. ,-%, 作*为了，以便，结果* 讲，引导目的和结果状语从句。它与 14 .#($#
,-%, 引导目的状语的区别是：

!位置不同。14 .#($# ,-%, 可放在句首或句后，而 +. ,-%, 一般只能放在句子的

后面。

!情态动词不同。在 14 .#($# ,-%, 引导的从句中，多用 "%’，"12-,，而在 +. ,-%, 所

引导的从句中，多用 5%4，5./&(。

$%& 7’ 8 !’( &19$ ,. %##1:$ ;< "14/,$+ $%#&’ 8 8 8 ! 5%4 -%:$ ,1"$ 3.# % 5/=
.3 ,$%)

>) %+ +..4 %+ ?) %+ % #$+/&, @) 14 5%+$ A) +. ,-%,
$()’ 8 A。%+ +..4 %+* 一⋯⋯就*；%+ % #$+/&,* 结果*；14 5%+$* 万一*。+. ,-%,

*为了*，表目的，符合句意*我喜欢提前二十分钟到，以便有时间喝茶*。答案为 A。

$%& ;’ 8 ! +-%&& +,%’ 14 ,-$ -.,$& %&& (%’ 8 8 8 ,-$#$ 1+ 4$0+ 3.# ,-$ "1++142
5-1&()

>) 14 5%+$ ?) 4. "%,,$#
@) 14 %4’ 5%+$ A) $:$# +145$
$()’ 8 >。在该题中 4. "%,,$# 不可单独使用来引导从句；14 %4’ 5%+$ 不可引导

从句；$:$# +145$ 引导时间状语从句。所以答案为 >。

;! "#! ! ! $%&$* "’(%! ! ! $%&$+,-./0123"4)56778977): 使

用时要注意：

（7）+.) ) ) ,-%,) ) ) 与 +/5-) ) ) ,-%,) ) ) 的用法区别：

!+. B !"#$ % !"&$ B ,-%,) ) )
"+/5- B %（4） B（!"#$ ） B ’)（单数） B ,-%,) ) )
#+. B "%4’（"/5- C 3$0 C &1,,&$） B（!"#$ ） B ’) B ,-%,) ) )
$+/5- B（!"#$ ） B ’)（复数） B ,-%,) ) )
%+/5- B（!"#$ ） B ’)（不可数） B ,-%,) ) )

（;）从句一般位于主句之后，* +. B 形容词*可以提至句首，以示强调，这时主句

要倒装。如：

!" -%#( (1( -$ 0.#9 #$%# -$ -%( 5%/2-, /= 01,- /+ 14 % 0$$9) 他工作如此努力，以

致在一周内赶上我们了。

（6）在非正式场合下，,-%, 可以省略，有时用逗号隔开主从句，有时连逗号都省

略了。如：

D$ &$3, 14 +/5- % -/##’（，）（ #$%#）0$ 3.#2., ,. &.59 ,-$ (..#) 我们离开得如此匆

忙，以致门都忘了锁。

!!



我真要累死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01#$()*+,

#$*+234567+8
9:; #< ! ! ! ! $ %&’ ())，*+),) -( .’/0 .’) 1.((-2/) 3&0 *. 4))1 &3&0 5,.6 *+)

7&’8),9
:9 :( /.’8 &( ;9 :( 5&, &( <9 =>(* &( ?9 @A)’ -5
9=>< ! ;。&( B (. 5&, &( 表示程度或范围，在否定句中多用 (.，后接从句，表示

C就⋯⋯C。在此，&( 5&, &( .’) %&’ ()) 意为C就⋯⋯所能判断C，为固定结构。

9:; "< ! :( 5&, &( $ &6 %.’%),’)7，)7>%&*-.’ -( &2.>* /)&,’-’8 &’7 *+) 6.,) 0.>
/)&,’，! ! ! 9

:9 *+) 6.,) 5., /-5) &,) 0.> )D>-11)7 ;9 *+) 6.,) )D>-11)7 5., /-5) 0.> &,)
<9 *+) 6.,) /-5) 0.> &,) )D>-11)7 5., ?9 0.> &,) )D>-11)7 *+) 6.,) 5., /-5)
9=>< ! ;。根据所提供的语境 *+) 6.,) 0.> /)&,’，并结合所给的选项可以确定

这是C *+) 6.,)9 9 9 *+) 6.,)9 9 9 C句型，表示C 越⋯⋯越⋯⋯C。句意为：我认为，教育是

有关学习的事，你学得越多，你对生活准备得就越充分。*+) 6.,) )D>-11)7 5., /-5) 意

为C对生活准备得越充分C。

"! "#./01&’()*+,?@A’)B,+,-( C./DE "#8 FG "# ,. /
$%’01%C.01&’()*+,HIJKLMNOPQ,*+RS)TUVWX
)Y8

9:; E< ! F&,0 3&( 2)+&A-’8 ! ! ! (+) +&7’’* 8,.3’ >19
:9 &( ;9 (. *+&* <9 *+.>8+ ?9 &( -5
9=>< ! ?。用 &( -5 引导方式状语从句，符合句意C 玛丽的表现（ 给人的感觉）

像是她还没有长大C。

#9 G) 3),) H>(* ! ! ! %&//-’8 0.> >1 ! ! ! 0.> %&6) -’9
:9 &2.>*；3+)’ ;9 .’ *+) 1.-’* .5；3+-/)
<9 .’ *+) 1.-’* .5；3+)’ ?9 .’ *+) 1.-’* .5；&(

"9 I) ’)A), *+.>8+* *+&* +-( (>%%)(( %&6) ! ! ! +) /)&(* 3&’*)7 -*9
:9 3+-/) ;9 3+)’ <9 >’*-/ ?9 (-’%)

E9 ! ! ! & %&, ,)&%+)( *+) )’7 .5 -*( /-5)，-* -( *&4)’ &1&,* &’7 &’0 1&,* *+&* %&’ 2) ,)>()7
-( (./7 .559
:9 :( ;9 G-*+ <9 J’%) ?9 G+-/)

K9 L%-)’*-(*( 8)’),&//0 &8,)) *+&* @&,*+’( %/-6&*) 3-// 3&,6 >1 .A), *+) ’)M* NO *. #OO 0)&,(
! ! ! -* +&( 3&,6)7 -’ *+) "O，OOO 0)&,( (-’%) *+) $%) :8)9
:9 (. /.’8 &( ;9 &( 6>%+ &( <9 &( /.’8 &( ?9 &( 3)// &(

N9 P.> %&’ +&A) *+) 6&8&Q-’) ! ! ! $ 5-’-(+ ,)&7-’8 -*9

!!"



!" #$%# "&？

’( )* #$+ ,&,+*# -( #$+ ,&,+*#
.( #$+ ,&,+*# %" /( )* #$+ ,&,+*# 0$+*

1( 2&3 ,%4 5+ %66&0+7 #& 0%#8$ 9: ; ; ; 4&3 ; ; ; 4&3< $&,+0&<=(
’( +>+* )?；?)*)"$ -( &* 8&*7)#)&* #$%#；$%>+ ?)*)"$+7
.( )* 8%"+；?)*)"$ /( )* &<7+< #$%#；0)66 ?)*)"$

@( ; ; ; A&&7 3"+ 4&3’>+ ,%7+ &? 4&3< #),+ #& "#374，#$+<+’" "#)66 <&&, ?&< ),B<&>+,+*#(
’( C$%#+>+< -( D&0+>+< .( 9$&3A$ /( 9$%#

E( ! 0%" %7>)"+7 #& %<<%*A+ ?&< )*"3<%*8+ ; ; ; ! *++7+7 ,+7)8%6 #<+%#,+*#(
’( )* 8%"+ -( "& #$%# .( %6#$&3A$ /( )?

F( ; ; ; #),+ 0+*# &*，&3< #+%8$+<’" 0&<7" B<&>+7 #<3+(
’( ’" -( C$)6+ .( 0)#$ /( C$+*

GH( ; ; ; !’>+ A&# ,4 &0* 8%<，! 7&*’# A+# %" ,38$ +I+<8)"+ %" ! 3"+7 #&(
’( J>+* )? -( JI8+B# #$%# .( K&0 #$%# /( K&0 %*7 #$+*

GG( C+ 8%**&# 3*7+<"#%*7 7)"+%"+ ; ; ; 0+ 3*7+<"#%*7 #$+ B+<"&* 0$& $%" #$+ 7)"+%"+(
’( #$&3A$ -( 0$+#$+< .( 3*6+"" /( &#$+<0)"+

GL( !? 4&3 0%*# #& 7& #$+ +IB+<),+*# %A%)*，4&3’7 5+##+< 5+ ,&<+ 8%<+?36 ; ; ; 4&3 ,%7+
% ,)"#%=+(
’( 0$+* -( 0$4 .( 0$+<+ /( #$%#

GM( C+ %<+ A&)*A #& 7)"83"" #$+ 0%4 &? <+%7)*A 0&<=" ; ; ; )# )" 3"+7 ?&< <+%6 6)?+ B3<B&N
"+"，%*7 #$)" "$&367 A)>+ 4&3 % 5+##+< 3*7+<"#%*7)*A &? )#(
’( #$%# -( 0$)8$ .( 0$+<+ /( 0$+*

GO( /+#+<,)*+7 #& "#%*7 3B %*7 ,%=+ % 6)>)*A 54 $+<"+6?，P<)7% 5+A%* #& 6+%<* #& B%)*# ; ; ;
"$+ 0%" 6),)#+7 #& 5+7 %*7 0$++68$%)<(
’( 5+8%3"+ -( +>+* #$&3A$ .( 3*6+"" /( )* 8%"+

GQ( ; ; ; ，$+ ,%*%A+7 #& ?)*)"$ )# )* #),+(
’( 9$+ R&5 0%" $%<7 -( D%<7 %" 0%" #$+ R&5
.( D%<7 %" #$+ R&5 0%" /( D%<7 0%" #$+ R&5

G( .。第一空考查 5+ %5&3# #& 与 5+ &* #$+ B&)*# &? 的用法区别，由S 8%66)*AS可知应用 5+
&* #$+ B&)*# &? 7&)*A "#$( ，可排除 ’ 项；8%,+ )* 是在某时间点发生的动作，故排除
-、/ 两项，不用 0$)6+ 和 %"，而用 0$+* 来引导时间状语从句。答案为 -。

L( -。根据句意S他从未想到成功在他最不想得到的时候到来了，S应选 0$+* 来引导
时间状语从句；3*#)6 或 ")*8+ 放在此处意思不妥；0$)6+ 引导的从句的谓语动词必须
是延续性动词。

M( .。综合前后分句可知，前句是后句的前提条件，所以要用能引导条件从句的引导
词 &*8+。

O( -。这是一个表示同级比较的状语从句，因比较的对象是上升的温度，所以 - 项

!"!



真是那样吗？（常用在一个人听了一件事后表示惊讶、怀疑时）

最佳。

!" #。$%& ’(’&)$ 在 这 里 作 从 属 连 词，引 导 时 间 状 语 从 句，意 思 是* 一 ⋯⋯（ 就

⋯⋯）*，相当于 +, ,(() +,。
-" #。根据句意*你被允许看电视的前提条件是先完成作业*，所以选 #。

." /。此题易误选 #。引导词 0%+$&1&2 引导状语从句并在此从句中作定语修饰名词

3,&，而不是修饰形容词 4((5。只要是* !"#$ 6 %" *结构，一般都用 0%+$，,37% 修饰，

如 0%+$ 42&+$ 82(42&,,，,37% 9:)& ,$35&)$,。当然也有例外，如 %(0 ’+); 8&(8<&。

=" /。根据句意*别人劝我买保险，以防治病之需* 可知，所填选项应该表示目的，故

先排除 >、? 两项。:) 7+,& 引导目的状语从句，意为*以防，万一，惟恐*，符合题意；

,( $%+$ 也引导目的状语从句，但意为*为了*，不合题意。

@" /。+, 引 导 的 时 间 状 语 从 句 强 调 主 句 和 从 句 的 动 作 都 在 发 展 变 化，意

为*随着⋯⋯*。

AB" >。)(0 $%+$*既然，由于*，引导原因状语从句，符合句意。

AA" >。3)<&,, 引导条件状语从句，意为*除非，如果不*。

AC" >。0%&2& 引导地点状语从句。本题的意思是* 如果你想再次做这个试验的话，最

好在你出过错的地方加倍小心*。

AD" ?。本题主要考查对句子结构、逻辑关系的理解及引导词的应用。根据句子结

构" " " 2&+5:)4 0(2E, F F F :$ :, 3,&5 9(2 2&+< <:9& 8328(,&, 作定语修饰前面的 $%&
0+;，根据他们的逻辑关系，空后面的句子为状语从句，从而排除 /、#；根据前半句

句意*我们将要讨论的是，当现实生活需要时，我们应该如何去阅读文学作品* 可

以确定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

AG" #。根据句意和前后句的逻辑关系，应用 &1&) $%(34% 表示让步关系。

A!" >。+, 引导让步状语从句，本题中倒装句可转化为*/<$%(34% $%& H(I 0+, %+25*。

专题十三F 特殊句式

特殊句式是高考的要点之一，主要考查强调句、祈使句、倒装句、反意疑问句、省

略与替代等。

!" AF #$%
强调句的基本结构是：J$ 6 :, K 0+, 6 被强调部分 6 $%+$ K 0%( K 0%(’ 6 句子的剩

余部分。

被强调的部分可以是单词、短语，也可以是从句，但整个句子的结构必须完整。

!"#



!"#’$ %&’( )’*+, -.$/ *+！

被强调的成分可以是主语、宾语或状语，但不能是定语或谓语。

!"# 0$ 1 2 34,$ -"#5+6 1 1 1 $/’$ *’7+, /.* ," +89.$+5:（;< 年山东卷）

=: -/( .$ 5"+, >: -/’$ /+ 5"+, ?: /"- .$ ., !: -/’$ .$ .,
!%&$ 1 !。-"#5+6 后是宾语从句，如果还原为正常句式，就是 -/’$ *’7+, /.*

," +89.$+5，-/’$ 在从句中作主语，所以排除 =、? 项；宾语从句中强调疑问词 -/’$，所以

> 选项结构错误。句意：我只想知道是什么使他如此兴奋。

!"# @$ 1 !’A.5 ,’.5 $/’$ .$ -’, B+9’4,+ "C /., ,$6"#) .#$+6+,$ .# &.$+6’$46+ 1 1 1
/+ 9/",+ $/+ 9"46,+:（;< 年上海春季卷）

=: $/’$ >: -/’$ ?: -/( !: /"-
!%&$ 1 =。如果将 ,’.5 后的宾语从句还原为正常句式，则为 $/’$ /+ 9/",+ $/+

9"46,+ B+9’4,+ "C /., ,$6"#): : : ，宾语从句是个强调句，强调 B+9’4,+ "C 短语。句意为：

大卫说正是因为对文学的浓厚的兴趣，他才选择了这一课程。

!"# D$ 1 2$ -’, #"$ 4#$.& ,/+ )"$ /"*+ 1 1 1 E+##.C+6 6+’&.F+5 ,/+ /’5 &",$ /+6
7+(,:（;< 年全国卷!）

=: -/+# >: $/’$ ?: -/+6+ !: B+C"6+
!%&$ 1 >。对否定形式的 4#$.& 从句或 4#$.& 短语进行强调时，要把否定词 #"$

放在 4#$.& 之前，实际上就是把强调句型变成否定式，即：2$ ., G -’, #"$ 4#$.& H 被强调

部分 H $/’$ H 其他部分。

’( @1 )*+,-
反意疑问部分的主语与时态要和前面陈述部分的主语与时态保持一致，并且要

用人称代词（ $/+6+ B+ 除外）；反意疑问部分的否定形式必须缩写；当主语是第一人称，

谓语动词是 $/.#7，B+&.+A+，,4%%",+，.*’).#+，+8%+9$，)4+,, 等词时，要注意否定转移，

同时反意疑问部分要与从句保持一致；如果主语是其他人称，反意疑问部分的主语和

时态要与主句保持一致。

.*/B+ ,46+ 后接从句时，反意疑问部分的主语与时态也要与从句保持一致。

!"# 0$1 2’* ,46+ ("4’5 6’$/+6 ,/+ -+#$ $" ,9/""& B( B4,，1 1 1 ？（;< 年福建卷）

=: /’5#’$ ("4 >: -"4&5#’$ ("4 ?: ’6+#’$ 2 !: 5.5#’$ ,/+
!%&$ 1 !。在I 2’* ,46+ ("4’5 6’$/+6 H 宾语从句I中，反意疑问句应与宾语从

句的主语与时态保持一致，所以选 !。

!"# @$ 1 J+ C"6)"$ $" B6.#) "46 $.97+$,，B4$ %&+’,+ &+$ 4, +#$+6，1 1 1 :（;< 年

全国卷!）

=: 5" ("4 >: 9’# -+ ?: -.&& ("4 !: ,/’&& -+
!%&$ 1 ?。B4$ 后的分句是祈使句。用 &+$ 4, 构成的祈使句，其反意疑问句用

-.&& ("4；而 &+$’, 构成的祈使句，其反意疑问句用 ,/’&& -+。

!"# D$ 1 K/+6+ -’, ’ &"45 ,96+’* C6"* $/+ B’97,$’)+ .**+5.’$+&( ’C$+6 $/+ 9"#9+6$
+#5+5，1 1 1 ？

=: -’,#’$ $/+6+ >: -’, $/+6+ ?: 5.5#’$ .$ !: 5.5 .$

!"#



别跟我耍花招！! ! !

!"#$ ! "。当陈述部分是主从复合句时，反意疑问部分与主句保持一致。本

题中，主句部分为# $%&’& (&#句型的肯定式，所以反意疑问部分用 )*+,’$ $%&’&。

!%& -$ ! .%&’& /+ ,0 1/2%$ /, $%& 30’4/$0’56 .%&5 47+$ %*8& 20,& $0 $%& 1&9$7’&，!
! ! ？

"6 3/3,’$ $%&5 :6 30,’$ $%&5 ;6 47+$,’$ $%&5 <6 %*8&,’$ $%&5
!"#$ ! <。若陈述部分含有的 47+$ 表示推测，则反意疑问句的形式一般参照

时间状语确定。此处隐含的时间状语：（他们肯定）已经（去听报告了），因为#现在寝

室的灯还没亮#，强调现在，所以用完成时。

’( =! )*+,-.+
>!)*+/0123")*+ ? #$% & ’( & )*+$ ?45+"+6
!%& >$ ! @*’5，! ! ! %&’& — &8&’5(035 &1+&，+$*5 )%&’& 507 *’&6（AB 年全国

卷!）

"6 904& :6 904&+ ;6 $0 904& <6 904/,2
!"#$ ! "。该题中 @*’5 和 &8&’5(035 &1+& 分别与后面的动词部分用逗号隔开，

说明是两个#呼语#。根据后半句的语意，可以看出该题是一个祈使句。

!%& C$ ! D$*’$ 07$ ’/2%$ *)*5，! ! ! 507’11 4/++ $%& E/’+$ $’*/,6（AB 年四川卷）

"6 *,3 :6 (7$ ;6 0’ <6 )%/1&
!"#$ ! ;。该题是#祈使句 ? 0’ ? 从句# 句型。意为# 马上出发，否则你就会

错过第一班火车#。

!%& =$ ! ! ! ! *,3 F’11 2&$ $%& )0’G E/,/+%&36（AB 年重庆卷）

"6 H*8& 0,& 40’& %07’ :6 I,& 40’& %07’
;6 J/8&, 0,& 40’& %07’ <6 FE F %*8& 0,& 40’& %07’
!"#$ ! :。*,3 前面的祈使句有时可用一个名词性短语代替。将该题补充完

整是#J/8& 4& 0,& 40’& %07’ *,3 F’11 2&$ $%& )0’G E/,/+%&3#。

C! -.+/789: ,*#); *’,01
（>）在 )%*$ 构成的感叹句中，)%*$ 修饰的中心词是名词，其结构是：

"K%*$ * L *, ?（!"#6 ） ? 可数名词单数 ?（主语 ? 谓语）

#K%*$ ?（!"#6 ） ? 可数名词复数 ?（主语 ? 谓语）

$K%*$ ?（!"#6 ） ? 不可数名词 ?（主语 ? 谓语）

（C）在 %0) 构成的感叹句中，%0) 修饰的中心词是形容词或副词，其结构是：

"H0) ? 主语 ? 谓语（省略了形容词或副词）

#H0) ? !"#6 ? * L *, ? 可数名词单数 ? 主语 ? 谓语

$H0) ? !"#$ % !"&6 ? 主语 ? 谓语

!%& -$ ! I%，M0%,6 ! ! ! 507 2*8& 7+！
"6 H0) * N1&*+*,$ +7’N’/+& :6 H0) N1&*+*,$ +7’N’/+&
;6 K%*$ * N1&*+*,$ +7’N’/+& <6 K%*$ N1&*+*,$ +7’N’/+&
!"#$ ! ;。在本题中主语 507 之前有名词 +7’N’/+&，所以要用 )%*$ 构成感叹句，

!"#



!’" #$% &$’#& %$ (’) *$+,

排除 -、. 项；/+010’/2 本是不可数名词，但此句中包含 &’32 /4, 5 /+010’/2 这一短语，在

构成感叹句时，不定冠词 5 不能丢。故正确答案为 6。

!" 78 #$%
倒装主要有两种形式：全部倒装，即把整个谓语部分放在主语之前；部分倒装，即

把助动词或情态动词置于主语之前。

&’( 7) 8 8 8 8 9$"2:$0( )’) :2 9532 %$ )$ %95% :2 95) #$ %’"2 %$ %5(2 5 02/%,
（;< 年福建卷）

-, =$ "+>9 ., ?$$ "+>9 6, ?$$ @’%%@2 A, =$ @’%%@2
&*+) 8 -。在 /$, , , %95%, , , 结构中，如果 /$ 置于句首，通常需要倒装。

&’( B) 8 -% %92 C$$% $C %92 "$+#%5’# 8 8 8 ,（;< 年四川卷）

-, 5 3’@@5&2 @’2 ., @’2/ 5 3’@@5&2
6, )$2/ 5 3’@@5&2 @’2 A, @*’#& 5 3’@@5&2
&*+) 8 .。当谓语动词是 /’%，@’2，/%5#) 等不及物动词，而且地点状语提至句

首时，或当主系表结构中的表语提前时，都要倒装。另外当句首是 9202，%9202，#$:，

%92#，5:5*，’#，+1，)$:#，$CC，$C%2#，5@:5*/，$+%，45>(，$320 等表示方式或方向的副

词，而谓语动词是 0+/9，0+#，>$"2，C@*，2D’/%，&$ 等不及物动词时，用全部倒装结构，

此时的谓语动词不需要助动词。

&’( E) 8 !’32 %0’2) 320* 950) %$ ’"10$32 "* F#&@’/9, .+% 4* #$ "25#/ 8 8 8
:’%9 "* 10$&02//,（;< 年重庆卷）

-, %92 %25>920 ’/ #$% /5%’/C’2) ., ’/ %92 %25>920 #$% /5%’/C’2)
6, %92 %25>920 ’/ /5%’/C’2) A, ’/ %92 %25>920 /5%’/C’2)
&*+) 8 A。否定或半否定意义的副词或连词置于句首时，句子要部分倒装，常

见的有 #2320，950)@*，/2@)$"，@’%%@2，#$%，#$% $#@*，#$% +#%’@，#$:9202，#$ /$$#20, , ,
%95#，’# #$ :5*（决不），’# #$ %’"2（立刻），’# #$ >5/2，4* #$ "25#/ 等。

!" B8 ,-./0
省略与替代是近年来高考试题考查的重要内容。现对高考所涉及到的考点进行

归纳。

&’( 7) 8 8 8 8 :’%9 %92 /’G2 $C %92 :9$@2 250%9，%92 4’&&2/% $>25# )$2/ #$% /22"
4’& 5% 5@@,

-, 6$"1502 ., H92# >$"150’#&
6, 6$"150’#& A, H92# >$"1502)
&*+) 8 A。当状语从句的主语和主句的主语一致时，可以省略状语从句中的

主语和系动词 42，这时从句中可出现如下结构：!5/ I 5/ ’C I $#>2 J 名词；" %9$+&9 I
:92%920 I :92# J 形容词；#:92%920 I 5/ ’C I :9’@2 J 介词短语；$:92# I :9’@2 I %9$+&9 J

!"#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 !

现在分词；!"#$% & ’( & $)$% ’( & *%+$,, & -%.$ & *%/’+ & /#0% & 0, 1 过去分词；"0, ’( & 0, /#-*2#
1 不定式。

!"# 3$ ! —456 7-58-% 0,9$8 :$ /- 5$:’%8 ;-* -( /#$ :$$/’%2 /#’, 0(/$5%--%6
<-%’/ ;-* (-52$/ ’/！

—=>，? ! ! ! 6（@A 年重庆卷）

B6 "-%’/ C6 8-%’/ D6 "’++ <6 8-
!%&$ ! B。对于祈使句，简略回答常用 ? "’++ 表示E乐于去做某事E；用 ? "-%’/

许诺E将不会发生某事E。

!"# F$ ! —G’++ ;-* H$ 0H+$ /- (’%’,# ;-*5 5$I-5/ /-80;？

—! ! ! 6（@A 年全国卷#）

B6 ? +’9$ ’/ C6 ? #-I$ ,-
D6 ?’++ 8- ,- <6 ?’8 +-)$ ’/
!%&$ ! C。在 ?’: 0(50’8，? H$+’$)$，? $JI$./，? /#’%9，? #-I$，? ,*II-,$ 等之后

的 ,- 相当于一个肯定的宾语从句，%-/ 相当于一个否定的宾语从句（ 但 /#’%9 常用 ?
8-%’/ /#’%9 ,-）。这种用法常见的还有：#-" ,-，"#; ,-，’, /#0/ ,-，#$ ,0’8 ,- 等。

!"# K$ ! —? 5$:’%8$8 ;-* %-/ /- (-52$/ /#$ 0II-’%/:$%/6
—! ! ! 6（@A 年江西卷）

B6 L- ;-* 8’8 C6 L- ? 8- %-/ D6 L- 8’8 ;-* <6 L- 8- ?
!%&$ ! B。8-，8’8，8-$, 可以代替前面的动词，以避免重复。8- 常与 ,- 等组

成复合替代形式：$E ,- 1 主语 1 H$ & 助动词 & 情态动词E。表示对上一句的肯定或

赞同，意为E的确如此E，上下文的主语是相同的人或物。%E ,- 1 H$ & 助动词 & 情态动

词 1 主语E。表示该主语与上一句的动作一致，E⋯⋯也一样E。

!"# M$ ! —4’.#0$+ "0, +0/$ (-5 456 L:’/#’, -50+ .+0,, /#’, :-5%’%26
—! ! ! ？B, (05 0, ? 9%-"，#$ %$)$5 .0:$ +0/$ /- .+0,,6（@A 年江西卷）

B6 N-" .-:$ C6 L- "#0/ D6 G#; %-/ <6 G#0/ (-5
!%&$ ! B。在特殊疑问句中，为了避免信息的重复，在回答时往往省略重复的

信息，只保留新的信息。B 项符合该题语境E 他怎么会迟到呢？据我所知，他上课从

不迟到E。N-" .-:$ O N-" 8’8 ’/ #0II$% /#0/ #$ "0, +0/$。

!"# A$ ! —? "0, "-%8$5’%2 ’( "$ .-*+8 2- ,90/’%2 -% /#$ "$$9$%86
—! ! ! 2--86（@A 年湖北卷）

B6 L-*%8 C6 L-*%8$8 D6 L-*%8’%2 <6 L-*%8,
!%&$ ! <。在陈述自己的意见或在感叹句中都可以省略与前面相同的成分。

该句的答语省略了主语E P#0/E。

Q6 C$ /-*2#R:’%8$8，H*/ /$%8$5R#$05/$8，! ! ! ？

B6 "’++ ;-* C6 ’,%’/ ’/ D6 05$%’/ ;-* <6 05$ ;-*

!"#



!" #"$ %&’((# )&’* +,？

-. / / / 0+1,$%& +, +2！
3. 4"5 5"*6&%7$( ’ 8. 9:’, 5"*6&%7$(
;. 9:’, 5"*6&%7$( ’ !. 4"5 ’ 5"*6&%7$(

<. = 5+2: ," >" :")& *"5，/ / / ？

3. 5+(( = 8. 5"*’, = ;. 6" = !. )’# =
?. / / / ，= ,:+*@，’*6 ,:& 0%"A(&)2 1"$(6 A& 2&,,(&6.

3. =7 #"$ 6"$A(& #"$% &77"%,2 8. B" ("*> ’2 #"$ @&&0 $0 #"$% 20+%+,2
;. C’@+*> >%&’,&% &77"%,2 !. 3 A+, )"%& &77"%,2

D. E*& "7 ,:& 2+6&2 "7 ,:& A"’%6 2:"$(6 A& 0’+*,&6 #&(("5，’*6 / / / .
3. ,:& ",:&% +2 5:+,& 8. ’*",:&% 5:+,&
;. ,:& ",:&% 5:+,& !. ’*",:&% +2 5:+,&

F. G:& %&2&’%1: +2 2" 6&2+>*&6 ,:’, "*1& / / / *",:+*> 1’* A& 6"*& ," 1:’*>& +,.
3. A&>+*2 8. :’H+*> A&>$* ;. A&>+**+*> !. A&>$*

I. —!" #"$ ,:+*@ +,’2 >"+*> ," %’+* "H&% ,:& 5&&@&*6？

—/ / / .
3. = 6"*’, A&(+&H& 8. = 6"*’, A&(+&H& +,
;. = A&(+&H& *", 2" !. = A&(+&H& *",

J. —C$)，#"$ ’%& / / / "* ,:& 0:"*&.
—/ / / .
3. ’*25&%&6；;")& 8. ,:"$>:,；;")&2
;. 5’*,&6；;")+*> !. ’2@&6；;’)&

K. —3%&*’, #"$ ,:& )’*’>&%？
—L"，’*6 = / / / .
3. 6"*’, 5’*, ," 8. 6"*’, 5’*, ," A&
;. 6"*’, 5’*, A& !. 6"*’, 5’*,

MN. 4’%6(# / / / 5:&* ,:& A$2 2$66&*(# 0$((&6 ’5’#.
3. ,:&# :’6 >", ," ,:& A$2 2,"0 8. ,:&# >", ," ,:& A$2 2,"0
;. 6+6 ,:&# >&, ," ,:& A$2 2,"0 !. :’6 ,:&# >", ," ,:& A$2 2,"0

MM. —= :&’% !’H+6 :’2 5"* ,:& 7+%2, 0%+O& +* ,:& P*>(+2: (&1,$%& 1")0&,+,+"*，C%. Q%&&*.
—/ / / ，’*6 / / / .
3. B" :& :’2；2" #"$ :’H& 8. B" :& :’2；2" :’H& #"$
;. B" :’2 :&；2" :’H& #"$ !. B" :’2 :&；2" #"$ :’H&

M-. = :’H& A&&* 5"%@+*> 7"% "H&% ,5&*,# #&’%2 ’*6 2&(6") / / / 2" ,+%&6 ’2 *"5.
3. = :’H& 7&(, 8. = :’6 7&(, ;. :’H& = 7&(, !. :’6 = 7&(,

M<. =, +2 A&1’$2& P*>(+2: +2 A&+*> 5+6&(# $2&6 ’, 0%&2&*, / / / .
3. 5:# 5& (&’%* +, :’%6 8. ,:’, 5& (&’%* +, :’%6
;. 5:+1: 5& )$2, (&’%* !. 5:&* 5& 2:"$(6 (&’%*

M?. =, +2 / / / )# )",:&% ,’$>:, / / / = 2,$6# *"5.

!"#



此话当真？! ! !

"# $%&’&；$%&’& (# $%&’&；)%*)
+# )%&’&；$%&’& ,# )%*)；$%&’&

-.# /) $*0 ! ! ! 0%& 12320%&4 %&’ 5678602)263#
"# 93)2: :*0) $&&; )%*) (# 36) 93)2: :*0) $&&; )%*)
+# 93)2: :*0) $&&; $%&3 ,# 36) 93)2: :*0) $&&; $%&3

-# "。祈使句的反意疑问句是 $2:: < $63’) =69。该句的意思是：意志刚强，但心地善

良，你能做到吗？

># "。?@6$ A !"#$ A * < *3 A 单数可数名词 A（主语 A谓语）?是感叹句的基本句型之一。

B# ,。当陈述部分的谓语动词为表示愿望的 $20% 时，在反意疑问句中用 7*=。

C# ,。本题考查了?祈使句 A *34 < 6’ < )%&3 A 陈述句? 句型。在这里祈使句相当于一个

条件句，用一个名词短语表示，即? * D2) 76’& &116’)0?。

.# +。该题同时考查了省略以及 *36)%&’ 与 )%& 6)%&’ 之间的区别。由于该句为由 *34
连接的并列句，为了避免与前面分句的重复，后面的分句省略了 0%69:4 D& 8*23)&4
而换用 20。另外，因为一块板有两面，另一面应称作? )%& 6)%&’?。

E# ,。此处实际上是? 635& 2) 20 D&F93?的省略形式。" 项缺少主语；(、+ 两项都为现

在分词的主动形式，句子结构错误，故排除。

G# ,。英语中为了避免重复，可用 06 来代替某些动词后面的宾语从句。这些动词常

用的有 )%23;，D&:2&H&，%68&，&I8&5)，098860&，27*F23&，F9&00，0*=，46 以及短语 D&
*1’*24 等。其否定形式有两种：动词的否定结构；36) 代替 06。

J# +。电话里有人找用 D& $*3)&4；+6723F 是 /’7 56723F 的省略形式。

K# (。当不定式后面是 D& A !"#$ % &# 时，往往省略形容词或名词，但 D& 不可省略。

-L# ,。%*’4:= 位于句首，句子要倒装；根据句意可知? F&) )6 )%& D90 0)68? 发生在? 89::
*$*=?之前，表示过去的过去，故用过去完成时。

--# (。以 06 开头的句子，表示前面一句话所说明的情况也适用于说明另一个人或另

一种情况时，06 引导的句子要求部分倒装；但是，以 06 开头的句子，如果只是重复

前面一句话的意思，表示对别人所说的情况加以肯定，强调情况确实如此，则语序

不能倒装。本题考查的正是 06 的这两种用法。

-># +。*34 后的并列分句中，否定副词 0&:467 置于句首，后一分句要倒装。

-B# (。该题是强调句型，强调 D&5*90& 引导的原因状语从句。

-C# (。此题考查强调句式的变化。该句还原后为? M6$ / 0)94=（ 23 )%& 05%66:）$%&’&
7= 76)%&’ )*9F%)（ D&16’&）?，说明该题是强调句型，强 调 从 句? $%&’& 7= 76)%&’
)*9F%)?，故答案为 (。

-.# (。这是 36) 93)2: 的固定强调句式。

!"#



!"# $%& $ ’%&$( )&*+,

专题十四- 情景交际

交际用语在历年高考试题中为必考内容，每年都有 .—/ 题，主要以单项选择形

式出现，命题者通过设置特定的语言环境来考查考生的日常交际能力。考点主要集

中在：互相介绍、打电话、表达欣赏之情、征询意见、看法、猜测和劝说等。

!" .- #$%&’()
.,# 0*$%&’()+
1&**"！23 4"5 67？喂，汤姆在家吗？

8$9 0 :"#*; 2 3+&$< (", , , ？请让⋯⋯接电话，好吗？

23 ()$(, , ,（3+&$<67’）？你是⋯⋯吗？

1&**"，()63 63, , , 3+&$<67’, 喂，我是⋯⋯

/,,-./&’()+
=#3( $ 5"5&7(，+*&$3&, 请等一会儿。

1"*; "7，+*&$3&, 请别挂断电话。

>,01-2345&’()+
?"%%9，@#( )& 0 3)& 637’( )&%& %6’)( 7"A, 对不起，他 0 她现在不在。

B,,6789&’()+
:$7 2 ($<& $ 5&33$’& C"% 9"#？我能为你带个口信吗？

D"#*; 9"# +*&$3& *&$E& $ 5&33$’&？请留个言，好吗？

:;<= - —:$7 2 3+&$< (" 8%, D$7’，+*&$3&？

—- - -
F, D)" $%& 9"#？ G, 2’5 D$7’, :, ?+&$<67’, H, F%& 9"# =")7？

:>?= - :。3+&$<67’ 意为I我就是I，其他选项不符合英语国家打电话的习惯。

- - !" /- @ABCDEF&’()
.,@ABC&’()+
:$7 0 :"#*; 0 ?)$** 2 )&*+ 9"#？我能帮助你吗？

D)$( J$7 2 ;" C"% 9"#？我能为你做什么吗？

D"#*; 9"# *6<& 5& (", , , ？你要我⋯⋯吗？

23 ()&%& $79()67’（&*3&）2 J$7 ;" C"% 9"#？（还）有什么事我可以为你做的吗？

K&( 5& ;" , , ,（ C"% 9"#）, 让我帮你做⋯⋯吧。

K&( 5& ’6E& 9"# $ )$7;, 让我帮你吧。

!"#



你帮了大忙。! ! !

"#!"#$%&’()
$%&’()# $%&* +,-./ 01 ’231 4 52’1# 谢谢，太好了。

$%&*’) 6178 (2’/ ,5 8,-# 你真是太好了。

$%&’( 8,- 5,7 8,-7 %1.9# 谢谢你的帮助。

:1)，9.1&)1# 好的，请帮忙。

;#*+#$%&’()
<,，*%&’()# 不用了，谢谢你。

<,，*%&’()# = 3&’ >&’&?1 2* >8)1.5# 不了，谢谢你，我自己能行。

$%&’( 8,- &.. *%1 )&>1# 还是要谢谢你。

$%&*’) 6178 (2’/ ,5 8,-，0-*# # # 谢谢，可是⋯⋯

,-. @/ ! —A,+ &71 8,- ?1**2’? ,’ +2*% 8,-7 3.1&’2’?？B, 8,- ’11/ >8 %1.9？

—! ! ! ，0-* = *%2’( =’> &.. 72?%*#（CD 年安徽卷）

E# <,，*%&’() F# $%&*’) GH
I# :,- &71 %1.95-. B# $%&*’) 6178 (2’/ ,5 8,-
,01/ ! B。从答语 0-* = *%2’( =’> &.. 72?%* 可以看出答话人谢绝了对方的帮

助。如果用 E，则答语的前半句和后半句均表示拒绝，无需再用J 0-*J 来表示转折。

正确答案为 B，意为J你真是太好了，但是我想我能行J。

,-. "/ ! —K,-./ 8,- .2(1 ),>1 >,71 ),-9？

—! ! ! # =* 2) /1.232,-)，0-* =’61 %&/ 1’,-?%#（CD 年重庆卷）

E# :1)，9.1&)1 F# <,，*%&’( 8,- I# <,*%2’? >,71 B# =’/ .2(1 ),>1
,01/ ! F。从最后一句可以看出这里是拒绝别人的帮助，应用J <,，*%&’(

8,-J。

23 ;! 4*5&’%67(
@#894*%67()
$%&’( 8,-（6178 >-3%）# 非常感谢。

$%&’() & .,*# 4 L&’8 *%&’()# 多谢了。

$%&’() 5,7# # # 多谢⋯⋯

"#&’7()
=*’) 6178 (2’/ 4 ’231 ,5 8,- *, )&8 ),# 你真是太客气了。

<,* &* &..# 4 $%&*’) &.. 72?%*# 4 :,-’71 +1.3,>1# 4 B,’’* >1’*2,’ 2*# 不用谢 4 请不必

客气。

L8 9.1&)-71# 不用谢 4 乐意效劳。

,-./ ! —$%&’( 8,- ), >-3% 5,7 *%1 0,,( 8,- )1’* >1#
—! ! ! #
E# <, *%&’() F# =’> ?.&/ 8,- .2(1 2*
I# M.1&)1 /,’’* )&8 ), B# <,，2*’) ’,* ), ?,,/
,01/ ! F。根据英美国家的习惯，对别人赠送的礼物，不论轻重，都要表示感

!""



! "#$%&’’( )* +#,* -$,*.

谢，表达自己的愉快心情。回答时，要用/我非常高兴你喜欢它（指礼物）/来表达。

!" 01 #$%#&’()*+,-
2../#$+,-*0
3##& %$"4（ (# 5#$）！祝你好运！

! 67-8 5#$ 9##& %$"4 : -$""*--！祝你好运（成功）！

3##& ;#$,’*5（ (# 5#$）！: <=>* = 9##& (,7?！祝你旅途愉快！

<=>* = ’7"* : 9##& (7+*！祝你玩得愉快！

@%% (8* )*-(！祝你万事如意！

A5 )*-( 67-8*- (# 5#$！向你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B7-8 5#$ *>*,5 -$""*-- =( 5#$, ’*6 ?#-(！祝你在新的岗位上一切顺利！

C../#&+,-*0
!’& %74* (# "#’9,=($%=(* 5#$ #’. . . 祝贺你⋯⋯

D#’9,=($%=(7#’-！祝贺你！

D#’9,=($%=(7#’- #’ 5#$, -$""*--！祝贺你成功！

E.,-+()*0
F8=’4 5#$. 谢谢。

F8* -=+* (# 5#$. 你也如此。

1234 1 F#+：A74*，#$, (*=+ 67%% ?%=5 =9=7’-( (8* G#"4*(- (87- 6**4*’&. !’+ -$,*
6* 67%% 67’.

A74*：1 1 1 ！

@. D#’9,=($%=(7#’- H. D8**,- D. H*-( 67-8*- I. 3##& %$"4
1564 1 I。F#+ 说本周末将和火箭队比赛并且有把握赢，于是 A74* 祝他好

运，I 项符合要求；@ 项是取得好成绩后表示祝贺；H 项是举杯或敬酒时的用语；D 项

是写信结尾时的祝福语。

!" J1 78%9:;()+,-*
2.789:+,-*0
A=5 !. . . ？我可以⋯⋯吗？

D=’ : D#$%& !. . . ？我能⋯⋯吗？

! 6#’&*, 7K ! "#$%&. . . 我不知道我能否⋯⋯

B#$%& : I# 5#$ +7’& 7K ! #?*’ (8* 67’&#6？我打开窗户可以吗？

（<=)*0/同意打开/ 要用/ L#/ 或/ L#( =( =%%. : MK "#$,-* ’#(. : D*,(=7’%5 ’#(. :
L#，9# =8*=&. : L#，?%*=-* &#/等，表示不介意；/不同意打开/要用/N*-/，表示介意。）

C.9:>+()*0
N*-. : O$,*. : D*,(=7’%5. 当然可以。

N*-，（&#）?%*=-*. 是的，请吧。

3# =8*=&，?%*=-*. 请吧。

!!!



我再肯定不过了。! ! !

"#$%’& ’( ) $** +,-#%. 好的。

/01 2$3 %$45 %#$%，,6 701 *,45.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拿去吧。

"$45 ,%，87 $** 95$3&. 拿去吧，完全没有问题。

:.!"#$%&’()
;’9 &0++7 701 2$3’%. 很抱歉，不行。

;’9 &0++7，81% %#$%’& 30% <0&&,8*5. 对不起，但这是不可能的。

/01’= 85%%5+ 30%. 你最好不（这样）。

;’9 &0++7，,%’& 30% $**0>5=. 很抱歉，这不允许。

?0++7，,%’& 01% 06 0+=5+. 很抱歉，它坏了。

/5&，; =0. 是的，我介意。

*+,- ! —@A21&5 95，2$3 701 %5** 95 >#5+5 %#5 35$+5&% 8$34 ,&，<*5$&5？

—! ! ! ’# 75&！;%’& <$&% %#5 <0&% 066,25，35A% %0 $ 8,- 9$+45%.（BC 年全国卷!）

D. E9，*5% 95 %#,34. F. ’#，; 85- 701+ <$+=03？

G. /01’+5 >5*2095. H. I#$% =0 701 95$3？

*./- ! D。问句是请求帮助，回答时应表明自己的态度，而 F 项是在没有听清

对方的话时的用语；G 项是回答别人表示感谢时的用语；H 项是询问对方是什么意

思。只有 D 项符合语境。

01 J! 23456%78(
J.9:23%78()
/01’= 85%%5+（30%）. . . 你最好（不）⋯⋯

/01 &#01*= ) 01-#% %0. . . 你应该⋯⋯

/01 355=（ %0）. . . 你需要⋯⋯

K.9:56%78()
?#$** >5. . . ？我们⋯⋯，好吗？

L5%’&. . . 咱们⋯⋯吧。

I#$% ) M0> $801%. . . ？⋯⋯怎么样？

I#7 30%. . . ？为什么不⋯⋯呢？

I#7 =03’% 701. . . ？你为什么不⋯⋯呢？

:.;<23=56%&’()
"#$%’& $** +,-#%. 好的。

G5+%$,3*7. 当然。

N00= ,=5$. 好主意。

O.!;<23=56%&’()
;’9 &0++7，81%. . . 很抱歉，但是⋯⋯

;’9 $6+$,= %#$%. . . 我恐怕⋯⋯

!""



! "# $%&’() *+,-

!’) .’/% 0 .+1% 2+，$,2- - - 我想去，但是⋯⋯

3-!"#$%&’()*
!2 ".. )%4%()5- 0 6&"2 )%4%()5- 这很难说，得看情况。

+,- 7. 8 —9%’) .’/% *+, 2+ 52":2 ;+:/ 2+#+::+; ’< 4+55’$.%-
—!’# 5+::*，$,2 ! ="(’2 4+55’$.* 52":2 ,(2’. >+()"*- 8 8 8 ？

?- @+ *+, "A:%% ;’2& #% B- !5 2&"2 " A++) ’)%"
C- @+ *+, 2&’(/ !’# :’A&2 @- 9’.. 2&"2 $% ".. :’A&2
+/0. 8 @。对话者一方对对方提出的建议没有同意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用

@ 项表示征询对方的意见D那样可以吗D。其他选项不合语境。

+,- E. 8 —F%2’5 A+ 5;’##’(A，5&".. ;%？

—8 8 8 -
?- !2’5 #* 4.%"5,:% B- !2 )+%5(’2 #"22%:
C- G%5，.%2’5 A+ @- ! "A:%% ;’2& *+,
+/0. 8 C。该题考查建议及应答。用D F%2’5 - - - D 征求建议时，？用D G%5，

.%2’5- - - D或DH+，.%2’5 (+2- - - D回答。

12 E8 345678’(&9:)
7-!"34&9:)*
I+::*- 0 !’# 5+::*- 对不起。

!’# 5+::* <+: 0 "$+,2- - - 对⋯⋯我很抱歉。

!’# 5+::* 2+ &"1% )+(%- - - 我很抱歉做了⋯⋯

J":)+( #%- 0 ! $%A *+,: 4":)+(- 请原谅。

J.%"5% <+:A’1% #% <+:- - - 请宽恕我⋯⋯

! #,52 "4+.+A’K%- 我得向你道歉。

E-!"67&9:)*
9&"2 " 4’2* 0 5&"#%！真可惜！

!2’5 " 4’2* 2&"2- - - 真是遗憾，⋯⋯

L-;34&’()*
6&"2’5 ".. :’A&2- 0 6&"2’5 (+2&’(A- 0 !2 )+%5(’2 #"22%:- 没关系。

@+(’2 2&’(/ "(* #+:% "$+,2 ’2- 别再去想它了。

H%1%: #’() "$+,2 ’2- 别介意。

+,- 7. 8 —!’# 2%::’$.* 5+::* 2&"2 ! #")% *+,: 2"$.% =.+2& )’:2*-
—8 8 8 -（MN 年陕西卷）

?- H%1%: #’() B- @+(’2 #%(2’+( ’2
C- 6&"2’5 :’A&2 @- I+::*
+/0. 8 ?。对于道歉应用DH%1%: #’()D回答。其他三项均不合语境。

+,- E. 8 —!’# 5+::* !’# ."2%- ! A+2 &%.) ,4 ’( 2&% 2:"<<’= +( #* ;"* &%:%-
—8 8 8 -（MN 年辽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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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支持你。! ! ! !

"# $%&’’ () *+’) &),’ ’-.) /# 0%1 23%1*4 () (*+.)4
5# 6’ 4%)2&’’ .+’’)7，6’. +*2% *+’) $# 8)9)7 .-&4# 5%.) +&4 2-’ 4%:&
!"#$ ! $。对于道歉应用; 6’ 4%)2&’’ .+’’)7;或;8)9)7 .-&4;回答，5 项回答不

够得体；而 $ 项回答礼貌、自然。

<# —=3->3 ?-*. 23+** :) @% +&4 2)) ’3-2 :))A)&4？

—! ! ! #
"# 6’’2 1B ’% C%1 ’% 4)>-4) /# 6’. +?7+-4 &%’
5# 6 4%&’’ +@7)) :-’3 C%1 $# 0)2，6 ’3-&A 2%

D# —6 3+4 ())& 2% 217) %17 ’)+. :%1*4 ()+’ ’3) E+FF +&4 :-& ’3) @+.) (1’ :) *%2’ (C ’:%
B%-&’2 -& ’3) *+2’ D .-&1’)2#
—! ! ! ，(1’ 4%&’’ @-9) 1B#
"# G-&4 %1’ ’3) 7)+2%& /# 6’. 2%77C ’% 3)+7 ’3+’
5# 53))7 1B $# 8)9)7 .-&4

H# —6 23%1*4 3+9) @%&) ’% ’3) :%&4)7?1* >%&>)7’ :-’3 C%1 C)2’)74+C#
—! ! ! # 6? B%22-(*)，6 :-23 C%1 :%1*4 3+9) +&%’3)7 >3+&>)#
"# 0)2，C%1 23%1*4 /# I+A) -’ )+2C 5# =3+’ + 23+.) $# $%&’’ :%77C

J# —6’. +:?1**C 2%77C 6 >+&’’ @% :-’3 C%1#
—! ! ! ？K+9)&’’ C%1 +@7))4？

"# K%: -2 -’ /# =3+’ -2 -’
5# =3C 4%&’’ C%1 $# =3+’ 4% C%1 ’3-&A

L# —M%，8+&>C，C%1 3+4 &% 4-??->1*’C ?-&4-&@ C%17 :+C 3)7)？

—! ! ! #
"# 0)2，&% 4-??->1*’C +’ +** /# 8%，&%&) +’ +**
5# 0)2，&% B7%(*). $# 8%&2)&2)

N# —5%&@7+’1*+’-%&2 ’% C%1！6 3)+74 C%1 @%’ ’3) ?-72’ -& ’3) O&@*-23 MB))>3 5%&’)2’#
—! ! ! #
"# $%&’’ .)&’-%& -’# 6 ’3-&A ’3+’’2 %&*C .) B+2’
/# I3+&A2# /1’ 6 ’3-&A 6 >%1*4 3+9) 4%&) ()’’)7
5# I3)7)’2 &%’3-&@ ’% >3))7 ?%7
$# 8%，&%# 6’’2 + B-)>) %? >+A)

P# —=%1*4 C%1 .-&4 -? 6 ’17&)4 ’3) IQ 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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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0) 1"，2" 3(24’ %4+%.
5) !+,，67+%,+ ’#3&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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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尽管相信好了。! ! !

"#$ —%&’ ()(*’+ ,-+ .’/+ 0+ 011 )* +.- +/022)3 033)(-*+？
—! ! ! $ 4 506 0 1’378 (&,$
9$ :& ;/&<1-= >$ 4 (&*’+ +.)*7 6&
?$ 4’= 02/0)( *&+ @$ A&&( .-0B-*6 *&

"$ 9。4+’6 ’; +& 6<$ +& (& 6+.$ 意为C由某人来决定做某事C。

D$ >。听到对方不开心的事时用 > 项回答，含有为对方担忧之意，上下文衔接起来表

示C我也为此事难过，但别放弃C。

E$ ?。从上下文看，没有去很令人遗憾，C我C希望C你C下次有机会去。

F$ 9。CG&5 )6 )+ H +.0+C表示C怎么会那样呢C；? 项若改为CI.8 30*’+ 8&’C 也可以作为

答语。

#$ >。8-6 后接肯定形式，*& 后接否定形式；在本题中 8-6 表示有困难，*& 表示没有困

难；*&*- J *& K 前述名词，即 *& ()22)3’1+8。

L$ >。按照英美国家的语言习惯，对别人的祝贺应表示感谢，所以 > 项正确。其他选

项均是中国式的回答。

M$ >。根据英美国家的语言习惯，对C I&’1( 8&’ =)*($ $ $ C 的肯定回答是C :&$ A& 0N
.-0(C或C ?-/+0)*18 *&+C，否定回答是C 4’= 6&//8$ $ $ C。

O$ ?。常见的拒绝请求或邀请的应答用语有：P&//8，<’+$ $ $ H 4’( /0+.-/ 8&’$ $ $ H Q.0*7
8&’，<’+$ $ $ $ H :& 508 等。

R$ ?。上句说明C我正要参加 "SS 米赛跑C，根据习惯应回答CA&&( 1’37C；9、@ 都是赛

后对取得优异成绩的祝贺；> 项不符合语境。

"S$ >。由下文可知 T0’1 没有听清对方的话，> 项正确。

""$ 9。这是打电话用语，因为接线员不知道 U/$ P=)+. 的 -=0)1，要在系统内查找，所

以要对方C稍等C。

"D$ 9。一方说C VW3’6- =-C，没有说明什么事情，另一方就会反问，C %-6？C意为C 什么

事C，其他选项均不合语境。

"E$ ?。9 项是打电话用语；> 项是咖啡厅用语；@ 项是提供帮助的用语，三项均不合

语境。? 项表现出答话者感觉上的突然、意外，不知如何作答。

"F$ @。由答语中的CI&/7 ;/-66-6C可知由于工作压力太大了没办法去，故答案为 @。

"#$ @。A&&( .-0B-*6 意为C天啊C，常用于表示惊讶，谴责或宽慰，*& 相当于C 4 ()(*’+
,-+ .’/+C；:& ;/&<1-= 意为C没关系，没问题C，用于安慰对方或表示同意；4 (&*’+
+.)*7 6& 意为C我不这么认为C，当不同意对方的观点或看法时，使用本句；4’= 0N
2/0)( *&+ 也具有相近的表达意味，但语气比 4 (&*’+ +.)*7 6& 更为委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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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一直不太喜欢这东西。（当朋友或同事不小心摔坏了你的东西时就可以

用这句话给他 " 她一个台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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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很小气的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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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句意，空格中缺少一个表示O如果O并能引导条件状语从句的连词。F4.3;5&5 作

连词时，表示假定的条件，意为O如果O。/<=&11O除非O；$%./>%O尽管O；/<$;=O直到O。

A# "。表示后者与前者的情况相同时，常用O 1. P 系动词 ( 助动词 ( 情态动词 P 主语O。

但如果句子结构中既出现了系动词，又出现了行为动词或者其他不同的形式，通常

用O 1. ;$ ;1 :;$% 16# ( 1$%# O或O ;$ ;1 ( :21 $%& 120& :;$% 16# ( 1$%# O。

E# )。表示增加或下降的程度用介词 6?；$%2$ 代替前面出现的 </06&4。
I# )。该题考查不定代词用法。根据句意O除了老人和妇女，这个村庄几乎所有的男

人都到城里去挣钱了O可推知，) 项符合语境。<.<& 6/$ O除了⋯⋯，没有⋯⋯O。

N# *。此题考查O名词 P 动名词O作修饰语的表达方式。答案为 *。

H# ’。该句的主语是 4&21.<，其表语从句用 $%2$ 引导。

Q# "。B.0& 26./$O（ 尤指难以防止的情况）发生O；B.0& ./$O 出现，开花O；B.0& /F
O长出，出现O；B.0& 2B4.11O偶然遇见O。本句句意为：我很纳闷，那人怎么又遇到麻

烦了。

R# *。%.:&3&4 0/B% 引导让步状语从句，相当于 <. 02$$&4 %.: 0/B%，意为O无论我给他

多少建议O。

S# "。由信息句O ;$ :21，;< D2B$，42$%&4 ;<1F;4;<> 2<5 ;<$&4&1$;<>O可看出总统的演说并非

单调、乏味，给人的是除 6.4;<> 以外的其他的某种感觉，故 " 项最佳。

+,# ’。此题在语境中考查语态及时态。由对话可知O 我O 是被服务的对象，排除 "、)
选项；句意为：我已经点过菜了，正在等候上菜。

++# ’。本题考查交际英语在具体语境中的运用。对O祝你一切如愿O 的回答用O 你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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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符合英语表达习惯。
/0- 1。2$34)($3" 是不可数名词，表示量时用 ’ 5)"%" 62，(+6 7 (&3"" 7 #68" 7 8’49 5)"%"# 62

来表达。
/:- ;。考查冠词。题中的两个名词都是不可数名词，第一空说到了一个新的文化，表

泛指，所以用不定冠词；第二空名词后有定语从句修饰，表示特指，用定冠词。
/<- =。分析句子可知，加入某个组织常用 >6)4；’(("4, 指参加会议；(’?" 5’3( )4 指参加

活动。由后一空的语意可知为中国提供一个新的平台的是 @AB，而逻辑主语
@AB 与 622"3 之间为主动关系，故用现在分词作伴随状语。

/C- =。分析该句可看出是强调句结构. D( %’4 E" )4 (&" 3"#(’$3’4(- - - (&’( 96$ F"2( 96$3
+’FF"(.，强调介词短语。3"#(’$3’4( 后接定语从句，定语从句中不缺少主语或宾语，
故排除 ;；用 +&"3" 引导定语从句，在从句中作地点状语。

!"#
/- =。考查名词短语的特殊用法。名词短语直接作状语，不需要加介词，意为. 另一

种方式.。若 1 项改为 )4 ’46(&"3 +’9，也符合语法要求。
0- G。从语境可看出所选动作表示将来，所以用不定式作定语；句子的主语 96$ 不是

不定式的逻辑主语，所以用被动式。
:- G。+&)%& 引导非限制性定语从句，D (&)4? 是插入语。考生应注意各词的顺序。
<- 1。答语中已经告诉对方.她不喜欢甜食.，说明现在已经知道此事，所以本句话的

时态应用一般过去时，表示在说话之前的情况。
C- G。若从句的主语与主句的主语一致，且从句的谓语含有助动词 E"，这时可省略从

句中的主语和谓语部分。
H- =。根据句意，#$**"#( 在此意为.表明.，不是. 建议.，所以其宾语从句不用虚拟语

气，此句中用过去完成时，强调.过去的过去.。
I- G。96$ 3"2"33", (6 是定语从句，修饰主语名词，第一空是谓语动词；第二空是 ’3"

F66?)4* 263+’3, (6 的宾语，(6 是介词，后面需用动名词作宾语。
J- G。由句意可知说话人并不能肯定许可证是否掉了，8)*&( 表推测，语气最不肯定。
K- ;。此题考查在具体语境中的词义辨析。由句意可知说话人对 &" 是否能来表示

怀疑。
/L- 1。本题考查 (&" #’8"- - - ’# 结构及 $#", (6 E" 的用法。(&" #’8" 与 ’# 是固定搭

配，排除 G、= 两项；+&’( &" $#", (6 E" 作介词 ’# 的宾语，其中 +&’( 是 $#", (6 E" 的
表语，不能省略。

//- 1。因 +&9 引导的疑问句不可以用 9"# 7 46 来回答，故排除 G、= 两项；; 项与题意
不符；答语. =$( D ,),.是对事情的解释，,), 代替 (6F, &"3 (&" (3$(&，意为.我已告诉
过她真相了.。

/0- 1。536*3"## 是不可数名词，’# 7 #6- - - ’#. 像⋯⋯一样.。句意为. 我没有取得我该
取得的那么大的进步.。

/:- =。该题考查. +)(& M 宾语 M 不定式.结构。因主句是. +" ’33)N", ’( (&" #(’()64.，所
以前一句应为状语，可排除 G、1、; 选项，因这三个选项均无任何连词连接状语
从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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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真是个小气鬼。! ! !

"#$ %。根据语意，&要咖啡还是茶&，用 ’( 表选择；&咖啡加糖& 用 )*+ 连接；& 不加奶&
表达转折含义，用 ,-.。

"/$ %。0.122 表示动作的静止，即& 不动&；3-14. 指周围环境的& 静&；5)26 表示情绪上
的&平静&；0124*. 表示&不出声&。-*),24 .’ 074)8 是动词短语作状语。

!"#
"$ 9。04). 是及物动词，常用过去分词作表语或补足语，意为&（ 使）就座，向⋯⋯提供

座位&；:1; 是及物动词，:1; ’*4’0 )..4*.1’* ’* 0.<$ & 把注意力集中在⋯⋯&，:1; 与 ).=
.4*.1’* 之间是动宾关系，所以用过去分词作介词 >1.< 的补足语。

?$ @。根据句意，第一空表示过去曾经，所以用 +1+*’. 或 -04+*’. .’；第二空表示现在，
应用现在时，用 +’ 代替 2184 5’::44。

A$ 9。& 5)**’.$ $ $ .’’$ $ $ &意为&怎么⋯⋯也不过分&。
#$ B。0<’-2+ <)C4 +’*4 表示&过去应该做却没有做&。
/$ B。B 项表示肯定的答复，意指&没问题，当然可以&。
D$ %。该题考查名词的复数及冠词。名词 0.’6)5< 是以［8］读音结尾，所以复数形式

是直接加=0；)*. 前用不定冠词表示类别。
E$ 9。从信息词 ,-. 可看出她答应过要来的，7(’6104 这一动作发生在过去，所以用一

般过去时。
F$ 9。% 项在语法上正确，但不符合语境。事情太多做不完，先做重要的，不太重要的

放到明天去做。
G$ %。>’(8 ’-. 作不及物动词词组，意为&（ 情况）发展、进行情况良好&；.(H ’-. 试验；

I’ ’* 继续；5)((H ’* 进行下去，进行。
"J$ %。分析可知该句是强调句。9、B 两项都表示并列意义，@ 项 ,-. )20’ 应与 *’. ’*=

2H 搭配；% 项 ().<4( .<)*&而不是，并非&，符合语境&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勇
气而不是他的技巧&。

""$ B。句中 <10 是名词性物主代词，后面省略了 (42).1C40，因此谓语动词用复数，排除
9、@ 选项；第二空为& K<4(4 10 *’ *44+ :’( 0,$ .’ +’ 0.<$ &句型，在 ,4 前加了 04460。

"?$ 9。该题是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可排除 %、@ 选项；介词 ’: 后接抽象名词，相当于形
容词，此题中 ’: 167’(.)*54 L 167’(.)*.；0’64 ’: ><15< 相当于 )*+ 0’64 ’: .<4 +105’C=
4(140。

"A$ 9。.<). 引导宾语从句，1: 引导条件状语从句。
"#$ 9。,H *’ 64)*0&决不&，置于句首时，句子要倒装。
"/$ 9。0’ 2’*I )0&只要⋯⋯就&；1* .<).& 在⋯⋯方面&；1* 5)04& 一旦，万一&；)0 :)( )0

&就⋯⋯而言&。
!"$
"$ B。(4541C4+ ). .<4 0.’(4 作定语修饰名词 5<)*I4，与 5<)*I4 之间是被动关系；(4.-(*4+

与动词 :’(I’..4* 并列；其他选项中 7)1+，(4646,4(4+，0<)(4+ 不符合题意。
?$ 9。,(1*I +’>* .<4 <’-04& 使全场轰动，博得全场喝彩&；7-22 +’>*& 摧毁，推翻&；

,(4)8 +’>*&倒塌，分解&；,(4)8 -7&打碎，驱散&。
A$ B。考查情态动词表示推测时的用法。根据语境可知，& 云在聚集& 与& 下大雨&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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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可能，所以选 0。
1/ 0。四个选项都是表示将来时态，2$ ."-#. +" 3 2$ ’2"4+ +" 3 2$ +" 表示计划要做某事，

但 2$ ’2"4+ +" 不能与将来的时间状语连用；5-66 用于将来时，通常表示临时决定或
打算要做的事。根据句意可知7我去寄信7是临时决定，所以选 0。

8/ 0。本题考查连词及7 疑问词 9 :" %"4 +,-#; 9 主语 9 谓语动词7 结构。先排除 <
项，因其不符合句意及常理；= 项与 > 项结构错误。0 项中 (-#?$ 用作连词引导原
因状语从句，常在主句前，表示已知的原因；5," 在主句中作主语，后接插入语 :"
%"4 +,-#;。

@/ 0。第一空意为7位于7；第二空为7放置7。
A/ <。6’+$*7后来7；6’+$(+7最近的7。
B/ >。本题考查交际英语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对方感到焦虑时应给予安慰。
C/ =。’( 引导让步状语从句时，将表语、状语提前。
DE/ =。此题考查 5-+, 的独立结构。"F$# 在此为形容词；5-:$ 作副词时意为7 宽广地，

敞开地7；5-:$6% 是副词，意为7 广泛地7；6’&F 与动词 24*# 在逻辑上是主动关系，
所以用 24*#-#.。

DD/ >。分析题干可知，主语从句中缺少主语，+,’+ 引导名词性从句时不担当任何成
分，-+ 不可作连词用，只有 5,’+ 能够引导主语从句；第二空为表语从句，不缺少主
语或宾语，所以用 +,’+ 引导。

DG/ =。H’66 -# 6")$ 为短暂性动作，不能与表示时间段的时间状语连用；2$ -# 6")$ 表状
态，是动作的延续。

DI/ <。+,’+ 引导同位语从句时不能省略；(4..$(+-"# 后接同位语从句时，谓语动词要
用7（(,"46:） 9 动词原形7。

D1/ <。7 "# 9 !J-#.7表示7一⋯⋯就7。强调分词表示的动作与谓语动词表示的动作同
时或几乎同时发生。

D8/ =。’:)’#+’.$7优势，有利条件7，符合题意7当你找工作时，能够流利地说一门外语是个
很有的利条件7。?,’#?$7机遇7；’((-(+’#+7助手，助理7；-&F"*+’#?$7重要性7。

!"#
D/ 0。5"": 在此为可数名词，意为7树林，森林7，所以第一空用不定冠词表示类指；第

三空用定冠词 +,$ 表示特指；6-.,+ ’ H-*$7生火，点火7；’++*’?+ ’++$#+-"#7引起注意7。
G/ >。-# (4*F*-($ 是介词短语结构，在这里起副词作用，意思是7惊奇地7。
I/ 0。从问句可看出7我7的自行车还没有修好，强调现在，所以用现在完成时。
1/ =。:-: 代指前面出现的动词 (F$#+，:-: 5*-+-#. 相当于 (F$#+ +-&$ -# 5*-+-#.。
8/ >。上句说7恐怕我不知道怎么做7，回答7我也不知道，但我可以试试7。其他选项

不符合语境。
@/ 0。从问句和回答可知7我不知道父亲是否已经完成论文7，0 项用过去进行时强

调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一直在进行的动作，不强调完成；= 项表示在过去发生，可能
完成；< 项强调7过去的过去7。

A/ <。比较级用于否定句中，表示肯定意义，用不定冠词表示泛指。
B/ =。根据句意用 5,-6$ 表示转折，意为7而7。答句句意为：我应该卖掉它，可是它还

!"#



她视钱如命。! ! ! !

能跑。
"# $。%&’ 指代前面的名词 ()*+),&，作 ()*+),& 的同位语，后接 -.% 引导的定语从句。
/0# 1。2+ ,3 &’(’33)45 6 &)+74)8 6 3+4)&9’ 6 ) *,+5 6 3799’3+’: 6 4’;7’3+’:# # # 后接 +.)+ 从句时，

从句的谓语动词用<（3.%78:）= 动词原形<。
//# >。-.’& 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对应上句的 3%?’ +,?’。答句句意为：你想什么时间

来都行。
/@# 1。-%78:&’+ 表示<拒绝做⋯⋯<，其他选项无此用法。
/A# $。9,B’ )-)5<泄露，出卖<；9,B’ %CC<发出，放出（光、热、气味等）<；9,B’ 7*<放弃<；

9,B’ %7+<用完，耗尽<。根据句意可知答案为 $。
/D# E。(%78: .)B’ :%&’<过去本该做某事而没做<，有< 责备< 之意；后句应用一般过去

时，动词 -)3+’ 与主语之间是被动关系，所以要用被动语态。
/F# 1。该题是<祈使句 = )&: 6 %4 = 陈述句< 句型。句意为：下定决心，否则你会错失

良机。
!"#
/# $。本题考查交际用语。根据后面的答语<电脑坏了<可看出设空处应表示否定。
@# >。该题考查分隔式定语从句，-.’& 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先行词 ?%?’&+。
A# 1。%CC’4 后可接双宾语；)((’*+ 后不接双宾语；37**85 的用法为：37**85 3+.# +% 3G# 或

37**85 3G# -,+. 3+.# ；*4%B,:’ 的用法同 37**85 相似：*4%B,:’ 3+.# C%4 3G# 或 *4%B,:’
3G# -,+. 3+.# 。

D# 1。该题容易受问句时态的影响而错选 > 项；根据答语的后半句 .)B’ H73+ 4’+74&’:，
说明<去上海旅行<是过去的事情，所以用一般过去时。

F# E。’,+.’4 表示两者中的任何一个。
I# E。+)J’ 7*<占据<符合题意；+)J’ %CC<起飞，拿掉<；+)J’ :%-&<记下<；+)J’ )-)5<带走<。
K# >。强调句式< 2+ ,3# # # +.)+# # # <。句意为：正是为了观察地球，卫星才携带电视到遥

远的太空。
L# E。< &%+ 3% ?7(. 1 )3 $<，意为<与其说 1 倒不如说 $<。此题赘余成分较多，考生应

抓住句子主干作答。
"# $。名词 ?)+’4,)8 后有介词短语限制，表示特指；?’+)8 )&: 3+%&’ 是不可数名词，不用

冠词表示类指。
/0# 1。?73+ 在此表示推测，因为句中有具体的表示过去的时间状语 8%&9 )9%，可知

?73+ 是对过去某一时间发生的事情的推测，反意疑问句用一般过去时。
//# >。根据前后句意，表示转折；G7+ 应在 3+,88 前，G7+ 3+,88 意为<但是仍然⋯⋯<。
/@# $。-%78: 4)+.’4 后接从句用虚拟语气，谓语动词用过去时。
/A# E。%4:’4，*8)&，3799’3+,%& 等名词后的表语从句或同位语从句的谓语用<（ 3.%78:）

= 动词原形<。
/D# E。9’+ 后接过去分词，表示被动。
/F# $。,C 后省略了 ,+ ,3，选项动词与句子主语 ,+ 之间是被动关系，所以用过去分词作

状语。

!"#



!"’# $"%& ’()*’+(#’",-

拓展阅读
【!"#$%&’ .】

"()*+),-. /0123-( 45+*6 -6 7-8*-+,

文前导读/ 六年前，01 岁的贝克汉姆从英格兰队临时主教练皮特·泰勒手

中接过了队长袖标；六年后，英格兰队在世界杯 . 2 3 决赛中点球负于葡萄牙队，赛后，

4. 岁的贝克汉姆宣布辞去英格兰足球队队长一职⋯⋯在新闻发布会上，贝克汉姆流

下了泪水。

!"#$%&’()*+,-./0123456
5*" 67)897, :(,+("8,"%，;7 ’*" 90:;0 ;+ ’"9%#，%"9, 9 #’9’":"7’ 977;<7=(7) *" >;<8,

6*08 <)=, >(’* ’*" =*97)" ;+ :979)"%，9# ?$"7@A;%97 6%(B##;7 *97,# ;$"% ’; ?’"$" C=@
D89%"7-

E"=B*9: #9(, +;%:"% 1-:0*-20: 67)897, :979)"% F"’"% 59&8;% *9, )($"7 *(: G ’*"
)%"9’"#’ *;7;% ;+ :& =9%""% - - - 97, +<8+(88", :& =*(8,*;;, ,%"9:G H& 9II;(7’(7) *(: 9#
=9I’9(7 (7 J;$":H"% 0KKK +;% 9 >:+0,<.? >(’* L’98& (7 5<%(7-

E<’ *" =;7’(7<",：G L +""8 ’*" ’(:" (# %()*’ ’; I9## ;7 ’*" -:(@-,<- G
G M# >" "7’"% 9 7"> "%9 <7,"% ?’"$" C=D89%"7，(’ *9# H""7 97 *;7;% 97, 9 I%($(8")" ’;

*9$" =9I’9(7", ;<% =;<7’%& 97, L >97’ ’; #’%"## ’*9’ L >(#* ’; =;7’(7<" ’; I89& +;% 67)897,- G
GM7, L 8;;B +;%>9%, ’; *"8I(7) H;’* ’*" 7"> =9I’9(7 97, ?’"$" C=D89%"7 (7 97& >9& L

=97- G
G L =9:" ’; ’*(# ,"=(#(;7 #;:" ’(:" 9); H<’ L *9, *;I", ’; 977;<7=" (’ ;7 ’*" H9=B ;+

9 #<=="##+<8 N;%8, D<I- ?9,8&，’*9’ >9#7’’ ’; H"- G
E"=B*9: *9, H""7 (7 ’"9%# 9+’"% H"(7) #<H#’(’<’", ,<" ’; (7O<%& "9%8& (7 ’*" #"=;7,

!"#



他很吝啬。! ! ! !

"#$% &% ’#()*+#,’- #.&/010/. +2%2#( 3, 4&*().#$ 0/ # !"#$%&’ ()**&*+&5
6( %&$$&72+ # 8*&)9 : ;#<9#0./ #/+ # -2;&/+=*&)/+ >0;(&*, &>2* ?;)#+&*（ 厄瓜多

尔），-2;)*2+ 70(" # :2;@"#< ,-"" ./0.，0/ 7"0;" ?/.$#/+ "#+ /2>2* *2#$$, .&( 0/(& .2#*
（进入状态）5

A B)* 92*%&*<#/;2 +)*0/. ("0- C&*$+ D)9 "#- /&( 322/ 2/&)." (& 9*&.*2-- %)*("2* #/+
3&(" <,-2$% #/+ #$$ ("2 9$#,2*- *2.*2( ("#( — #/+ #*2 ")*( 3, ("#( <&*2 ("#/ 92&9$2 *2#$=
012，A -#0+ ("2 EF=,2#*=&$+5

:2;@"#< ("#/@2+ ("2 9$#,2*-，G#,$&*，?*0@--&/ #/+ ("2 ;&#;"0/. -(#%% %&* ("20* -)9=
9&*( +)*0/. "0- (0<2 #- ;#9(#0/，#$&/. 70(" ("2 <2+0# #/+ ("2 ?/.$#/+ %#/-5

A H&* <2 0( "#- 322/ #/ #3-&$)(2 "&/&*5 A
A H0/#$$,，6 "#>2 $0>2+ ("2 +*2#<，A :2;@"#< -#0+，70(" "0- >&0;2

,$%&"-/#1 70(" ("2 2<&(0&/5
A 6 #< 2I(*2<2$, 9*&)+ (& "#>2 7&*/ ("2 #*<3#/+ #/+ (& "#>2 322/

;#9(#0/ &% ?/.$#/+5 J/+ %&* ("#( 6 70$$ #$7#,- 32 .*#(2%)$5 A
:2;@"#<，72#*0/. # /#>, 3$)2 ?/.$#/+ -)0( ("2/ .&( )9 #/+ $2%( ("2

<2+0# ;2/(2* #( ?/.$#/+’- (*#0/0/. .*&)/+ #( :)"$2*(#$，/2#* ("20* :#+2/
"&(2$5

!"#$

F5 ’(2>2 K;D$#*2/ 0- ! ! ! 5
J5 &/2 &% ("2 %&&(3#$$ 9$#,2*- 0/ ?/.$#/+
:5 :2;@"#<’- %*02/+
D5 ("2 /27 ;#9(#0/ &% ("2 ?/.$#/+ -&;;2* (2#<
L5 ("2 /27 ;&#;" &% ("2 ?/.$#/+ -&;;2* (2#<

M5 C"#( 0- :2;@"#< 9$#//0/. (& +& #%(2* "2 -(29- +&7/ 70(" ("2 ;"#/.2 &% <#/#.2*？
J5 N2 70$$ #;( #- # ;&#;"5
:5 N2 70$$ ;&/(0/)2 (& 9$#, %&&(3#$$ 0/ #/&("2* ;&)/(*,5
D5 N2 70$$ ;&/(0/)2 (& 9$#, 0/ ?/.$#/+ (2#<5
L5 N2 70$$ +& -&<2 *2-2#*;" 0/ %&&(3#$$5

2*&"(
>2*.2 !5 边缘! ! ! ! ! -(29 +&7/ 辞职，下台! ! ! ;#*2(#@2* !5 管理者

%*02/+$, !5 友谊比赛 #*<3#/+ !5 臂章 92/#$(, -"&&(&)( 点球大战

%*22 @0;@ 任意球 %#$(2* "5（声音）颤抖，支支吾吾

3"’(：F5 L! M5 D

!"#



!"# $%&& ’& ( &)’*+,’*-.

【!"#$%&’ /】

())*+’",-+ ./0*1)1 23 4/0*1

文前导读0 科学家说：马上调低音量，尽量别用耳机，青少年长时间听 123

会对听力造成永久性伤害。

4"+%#" 5%6 ,’&-"* -% ( 5/-6,27) 76&’8 9,(5"#，
,’&-"* -% -:" ";9"#-&’(<=’8" +’#&-：>6#* ’- <%?*！

@ #"8"*- 5/77 ’* -:" AB +%6*< -:(- CD 9"# 8"*-
%+ :’E: &8:%%, &-6<"*-& (*< 3F 9"# 8"*- %+ (<6,-&
:(=" ";9"#’"*8"< (- ,"(&- %*" +3856/8 %+ :"(#’*E
,%&&.

>""*& (#" ,’&-"*’*E -% 9%#-($," 123 76&’8 9,(5"#&，&68: (& @99," ’2%<&，,%6<"# (*<
,%*E"#. >:"5 9#%$($,5 <%*’- #"(,’G" -:(- -:" &%6*< %+ -:" 9%#-($," 9,(5"# 8(* $" (& <(7(H
E’*E -% -:"’# "(#& (& -:" *%’&" %+ ( I"- "*E’*"！

>:" 9%,, ?(& 8%*<68-"< +%# -:" @7"#’8(* B9""8:HJ(*E6(E"H!"(#’*E @&&%8’(-’%*
（@B!@）. K"&6,-& &:%?"< -:(- /L 9"# 8"*- %+ :’E: &8:%%, &-6<"*-& (*< /M 9"# 8"*- %+ (<6,-&
:(=" :(< -% -6#* 69 -:" 9/708) %* -:"’# -","=’&’%*&.

>:" 9%,, (,&% +%6*< -:(- /N 9"# 8"*- %+ &-6<"*-& #"9%#-"< &(5’*E O ?:(-O %# O :6:O <6#H
’*E 8%*="#&(-’%*& $"8(6&" -:"5 8%6,<*’- :"(# -:’*E& 8,"(#,5 "*%6E:. P6#-:"#，DF 9"# 8"*- %+
&-6<"*-& (*< D/ 9"# 8"*- %+ (<6,-& &(’< -:"5 :(=" :"(#< #’*E’*E ’* -:"’# "(#&.

1%&- &-6<"*-& &(’< -:"5 6&"< -:"’# 9%#-($," 76&’8 9,(5"#& +%# ,"&& -:(* (* :%6# (- (
-’7". @*< CN 9"# 8"*- %+ &-6<"*-& &(’< -:"5 9,(5"< 76&’8 (- ( :’E: =%,67".

Q;9"#-& &(5 7%#" #"&"(#8: ’& *""<"< -% 9#%=" ( <’#"8- ,’*) $"-?""* 9%#-($," 76&’8 (*<
:"(#’*E ,%&&. >:"5 -:’*)，:%?"="#，-:(- -:"&" 9,(5"#& (#" ,"(<’*E -% :"(#’*E 9#%$,"7&.

O1(*5 )’<& ?:% (#" 6&’*E -:’& -59" %+ -"8:*%,%E5 (#" 9,6EE’*E *%’&5 #%8) 8%*8"#-& ’*-%
-:"’# "(#&，O &(’< 2(7 1(&%* %+ -:" @B!@.

!%? 8(* 5%6 9#%-"8- 5%6# :"(#’*E？Q;9"#-& &6EE"&- -6#*’*E <%?* -:" =%,67" (*< #"H
<68’*E -:" (7%6*- %+ -’7" 5%6 &9"*< ,’&-"*’*E -% 76&’8 %* ( 9%#-($," 9,(5"#. >:"5 (,&% &6EH
E"&- 8:(*E’*E +#%7 "(#9:%*"& -% ,(#E"# &9"()"#&. 4’E -#(<’-’%*(, :),1+)6+ (#" (,&% :"(,-:’"#
-:(* 7%<"#* "(#9:%*"&. R*&-"(< %+ 8(##5’*E &%6*< <’#"8-,5 ’*-% 5%6# "(#&，-#(<’-’%*(, :"(<H
9:%*"& (,,%? -:" &%6*< -% &9#"(< %6-，(88%#<’*E -% -:" AB S(-’%*(, R*&-’-6-" %+ !"(,-:.

!"#$

D. T:’8: %+ -:" +%,,%?’*E ’& !"##$!%？
@. @<6,-& ,’)" ,’&-"*’*E -% 123 76&’8 9,(5"#& ,%6<"# (*< ,%*E"#.
4. /L 9"# 8"*- %+ :’E: &8:%%, &-6<"*-& :(=" -% ?(-8: >U ?’-: ( ,%?"# =%,67".
V. @$%6- D W 3 &-6<"*-& 8(*’- :"(# 8,"(#,5 "*%6E: <6#’*E 8%*="#&(-’%*&.

!"!



她老板是个一毛不拔的人。! ! !

"# $%&’ &’()*+’& ,-&’*+ ’% ’.*-/ 0%/’12,* 3(&-4 0,15*/& 6%/ ,*&& ’.1+ 1+ .%(/ -+ 1 )15#
7# 8+ %/)*/ ’% 0/%’*4’ %(/ .*1/-+9，:* 41+ ! ! ! #

;# ’(/+ )%:+ ’.* <%,(3*! ! ! ! ! ! =# (&* ,1/9*/ &0*1>*/&
?# *+@%5 3(&-4 :-’. .*1)&*’& "# 1,, 12%<*

!"#$%
0%/’12,* !"## 便携的! ! ! ! 0%,, $# 调查! ! ! ! ! ! ! &530’%3 $# 症状

<%,(3* $# 音量 .*1)&*’ $# 头戴式耳机

&$’%：A# ?! 7# "
【()*+,!- B】

./0/12 /1 3$45

文前导读! 透过战火下伊拉克孩子们的眼睛，人们看到的是恐惧、绝望和无

助的泪水。受伤的伊拉克小女孩，她在期待着什么？

; 6%(/C5*1/C%,) 9-/, -& ,5-+9 -+ ’.* 1/3& %6 1 )%4’%/# D.* .1& @(&’ 2*4%3* 3%’.*/,*&&#
E*/ 0-+> 4,%’.*& 1/* 2,%%)-*) 1+) .*/ *5*& &’1/* 1’ &%3*’.-+9 %+,5 &.* 41+ &**# D.* .1&
&(66*/*) 6/%3 1 6"76/12 +*1/ .*/ .%3* -+ &%(’.*/+ 8/1F#

G<*/5 )15 :* &** -319*& ,->* ’.-& %+ %(/ ’*,*<-&-%+&# H* &** 5%(+9 8/1F- 4.-,)/*+ 2*9C
9-+9 6%/ 6%%) 1+) :1’*/ 6/%3 ;3*/-41+ 1+) =/-’-&. &%,)-*/& 1& ’.*5 3%<* ’./%(9. ’%:+& 1+)
4-’-*& ’%:1/)& ’.* 410-’1,，=19.)1)# H* &** ’.*&* 4.-,)/*+ 6%,,%:-+9 9/%:+C(0&，41//5-+9
219& %6 2*,%+9-+9& 1,3%&’ ’.* &13* &-I* 1& ’.*-/ &31,, 2%)-*& 1& ’.*5 6,** ’.*-/ .%3*& -+
=19.)1)#

J.*5 /*0/*&*+’ @(&’ &%3* %6 ’.* 5%(+9 ,-<*& ’.1’ .1<* 2**+ ’(/+*) (0&-)* )%:+ 25 ’.*
%+9%-+9 :1/# ;+) ’.*5 &.%: ’.* ’*//-2,* 0/-4* 2*-+9 01-) 25 8/1F- 4.-,)/*+#

K"1)，:.5 1/* ’.* ;3*/-41+& &’/->-+9 (&？;/* :* 9%-+9 ’% 2* >-,,*)？K 1&>& ’.* &%+ %6
;2( D-+1/，1+ 8/1F- *+9-+**/# ;2( 6-+)& -’ .1/) ’% *L0,1-+ ’.-& :1/ ’% .-& *-9.’C5*1/C%,) &%+#

E* ’/-*& ’% 4%36%/’ .-3 25 &15-+9：K J.* 2%32& 1/* 61/ 1:15 6/%3 (&# J.* ;3*/-41+&
1/* 6-9.’-+9 ’.* &%,)-*/&# H*’/* 9%-+9 ’% 2* 1,, /-9.’# K G<*+ ’.%(9. ;2( >+%:& ’.-& -&+’’
1,:15& ’.* ’/(’.#

8+ &%(’.*/+ 01/’& %6 ’.* 4%(+’/5，,->* 8/1F’& &*4%+) ,1/9*&’ 4-’5，=1&/1，’.* M+-’*)
N1’-%+& 8+’*/+1’-%+1, ?.-,)/*+’& G3*/9*+45 O(+)（MN8?GO）-& :%/>-+9 ’% /*01-/ ’.* )13C
19* 41(&*) 25 6-9.’-+9# K J.* %/91+-I1’-%+ -& :%/>-+9 ’% 0/%<-)* 4,*1+ :1’*/ 1+) /*&’%/*
*,*4’/-41, 0%:*/，K &1-) P*%66/*5 Q**,*，1 MN8?GO &0%>*&31+#

!"#



!"# $#%#& ’($)* )+ *,-(*" )"# .(*"/

01) -2))-# #-*# .($ 3# 4+$#/ 5$ 0(6"4(4，,(&#$)* 62%# )"#2& ."2-4&#$ !"##$%&’ $%""! )+
)&7 ($4 -#) )"#8 #*.(,# )"# *+1$4 +9 #:,-+42$6 3+83*/ ;$4 (-- )"# *."++-* (&# .-+*#4/

< ;-- )"#7 .($ 4+ 2* -2*)#$ )+ ($4 "#(& )"# ’(&，< *(24 =##-#/ < >"#&# 2* *199#&2$6 2$
0(6"4(4/ 5) 2* .-#(& )"() )"# 3+832$6 2* (99#.)2$6 )"# (#&)*" +#"",-#%&’ +9 )"# ."2-4&#$/ <
?#*,2)# @A5BCD’* #99+&)*，42&)7 ’()#& 2* 3#2$6 3-(8#4 9+& ./0"#1* +1)3&#(E* 2$ *+1)"#&$
5&(F/ 2%*11/#* 2* *,&#(42$6 (8+$6 )"# ."2-4&#$，*+8#)28#* -#(42$6 )+ 4#()"/

A#(&-7 GH ,#& .#$) +9 5&(F’* ,+,1-()2+$ 2* 1$4#& IG 7#(&* +-4/ ;$4 JH ,#& .#$) +9
)"#8 (-&#(47 *199#&#4 3#9+&# )"# ’(& 9&+8 (*"&3)1%)%0& ，(..+&42$6 )+ 2$)#&$()2+$(- (24 +&K
6($2L()2+$*/ A+’ )"# *2)1()2+$ 2* ’+&*#，31) .+$)2$1(- 926")2$6 8(E#* 2) 28,+**23-# )+ .+1$)
)"# $183#& ’"+ (&# "1$6&7，*2.E，2$M1&#4 +& #%#$ 4#(4/

!"#$

I/ >"# +&6($2L()2+$ +9 @A5BCD 2$ 5&(F "(* 4+$# *+8#)"2$6 -2E# !"#!$% N N N /
;/ *)&2E2$6 )"# ;8#&2.($* 2$ *)&##)
0/ &#,(2&2$6 )"# 4(8(6# .(1*#4 37 926")2$6
B/ ,&+%242$6 .-#($ ’()#& )+ 5&(F2 ."2-4&#$
?/ &#*)+&2$6 #-#.)&2.(- ,+’#& 2$ 0(*&(

O/ P"2." *)()#8#$) 2* %&’! (..+&42$6 )+ )"# ,(**(6#？

;/ Q+1$6 5&(F2 ."2-4&#$ "(4 +$.# &#91*#4 )"# +99#& +9 9++4 ($4 ’()#& 9&+8 ;8#&2.($ ($4
0&2)2*" *+-42#&* 2$ 0(6"4(4/

0/ >+ 3# 9&($E，5&(F2 ."2-4&#$ ’#&# *(9# #$+16" 41&2$6 )"# ’(& 3#.(1*# +9 @A5BCD’* "#-,/
B/ R($7 5&(F2 ."2-4&#$ ’#&# 9+&.#4 )+ )(E# *)##,2$6 ,2--* )+ #*.(,# )"# *+1$4 +9 #:,-+K

42$6 3+83*/
?/ R+&# )"($ "(-9 +9 )"# ,+,1-()2+$ 2$ 5&(F 2* 1$4#& IG 7#(&* +-4/

40)#!
3+832$6 !" 轰炸N N N *-##,2$6 ,2-- 安眠药N N N 8#$)(- ’#--K3#2$6 心理健康

."+-#&( !" 霍乱 42(&&"#( !" 腹泻 8(-$1)&2)2+$ !" 营养不良

5#6!：I/ ;N O/ B

!!"



她出手从不大方。! ! !

双语天地
【!"#$%&’ "】

()* "+*,*- (./0)1-2 "34*51*-0*6 1- 718*

文前导读 ! 年华似水，生命中的每一次感动就好像夜空中的星星，璀璨夺

目，指引着我们一路前行。在那条未知的旅途上，我们还将被未知的人和未知的事在

未知的时间感动着。

! ! （"）#$ %&’$( $) *)+, ()-,)., /.0 .)$ 1, *)+,0
2. ’,$&’.3 4&$ 5%/$ 2( -)’, 6/2.7&* 2( $) *)+,
()-,)., /.0 .,+,’ 72.0 $%, 8)&’/9, $) *,$ $%/$ 6,’:
(). ;.)5 %)5 <)& 7,,*3

（=）> (/0 $%2.9 2. *27, 2( 5%,. <)& -,,$
()-,)., 5%) -,/.( / *)$ $) <)&，).*< $) 72.0 )&$ 2.
$%, ,.0 $%/$ 2$ 2( .,+,’ -,/.$ $) 1, /.0 <)& ?&($
%/+, $) *,$ 9)3

（@）A%, 1,($ ;2.0 )7 7’2,.0 2( $%, ;2.0 <)&
8/. (2$ ). / 6)’8% (52.9 52$%，.,+,’ (/< / 5)’0，

/.0 $%,. 5/*; /5/< 7,,*2.9 *2;, 2$ 5/( $%, 1,($
8).+,’(/$2). <)&’+, ,+,’ %/03

（B）#$’( $’&, $%/$ 5, 0).’$ ;.)5 5%/$ 5,’+,
9)$ &.$2* 5, *)(, 2$，1&$ 2$’( /*() $’&, $%/$ 5,
0).’$ ;.)5 5%/$ 5,’+, 1,,. -2((2.9 &.$2* 2$ /’:
’2+,(3

（C）#$ $/;,( ).*< / -2.&$, $) 2*9 : 05/6) .-
()-,).,，/. %)&’ $) *2;, ()-,).,，/.0 / 0/< $)
*)+, ()-,)., — 1&$ 2$ $/;,( / *27,$2-, $) 7)’9,$
()-,).,3

（D）E).’$ 9) 7)’ *));(；$%,< 8/. 0,8,2+,3
E).’$ 9) 7)’ 5,/*$%；,+,. $%/$ 7/0,( /5/<3 F) 7)’
()-,)., 5%) -/;,( <)& (-2*, 1,8/&(, 2$ $/;,( ).:
*< / (-2*, $) -/;, / 0/’; 0/< (,,- 1’29%$3

（G）E’,/- 5%/$ <)& 5/.$ $) 0’,/-；9) 5%,’,
<)& 5/.$ $) 9)；1, 5%/$ <)& 5/.$ $) 1,，1,8/&(,
<)& %/+, ).*< )., *27, /.0 )., 8%/.8, $) 0) /** $%,
$%2.9( <)& 5/.$ $) 0)3

（H）>*5/<( 6&$ <)&’(,*7 2. $%, )$%,’’( (%),(3

! ! （"）只有付出的爱是痛苦的，

但比这更痛苦的是爱一个人却没有

勇气让那人知道。

（=）生命中令人悲伤的一件事

是你遇到了一个对你来说很重要的

人，但却最终发现你们有缘无分，因

此你不得不放手。

（@）最好的朋友就是那种能和

你促膝而坐，彼此不说只字片语，分

别时却感到这是你有过的最好的一

次交流。

（B）的确只有当我们失去时才

知道曾拥有的是什么，同样，只有当

我们 拥 有 时 才 知 道 曾 经 失 去 了

什么。

（C）迷上一个人只需一分钟，

喜欢上一个人需要一小时，爱上一

个人则需要一天，然而，忘记一个人

却是一辈子的事情。

（D）别倾心于容貌，因为它具

有欺骗性；别倾心于财富，因为它会

消散。倾心于那个能带给你笑容的

人吧，因为一个笑容便能使漫漫长

夜如白昼般明亮。

（G）做你想做的梦，去你想去

的地方，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因为你

只有一次生命，也只有一次机会去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情。

（H）要 设 身 处 地 地 为 别 人 着

!"#



!"’# $ %"$& ’(%))*"+

,- .)/ -""& 01$0 20 1/%0# .)/，20 3%)4$4&. 1/%0# 01"
3"%#)5 0))+

（6）7 ($%"&"## 8)%9 :$. !"#$%& #0%2-"；$ (%/"&
8)%9 :$. 8%"(; $ &2-"；$ 02:"&. 8)%9 :$. &"<"&
#0%"##；$ &)<25* 8)%9 :$. 1"$& 01" 8)/59+

（=>）?1" 1$332"#0 )- 3")3&" 9)5’0 5"("##$%2@
&. 1$<" 01" 4"#0 )- "<"%.0125*；01". A/#0 :$;" 01"
:)#0 )- "<"%.0125* 01$0 ():"# $&)5* 01"2% 8$.+

（==）B)<" 4"*25# 8201 $ #:2&"，*%)8# 8201 $
;2##，"59# 8201 $ 0"$%+ C1"5 .)/ 8"%" 4)%5，.)/
8"%" (%.25* $59 "<"%.)5" $%)/59 .)/ 8$# #:2&25*+
B2<" .)/% &2-" #) 01$0 81"5 .)/ 92"，.)/’%" 01" )5"
#:2&25* $59 "<"%.)5" $%)/59 .)/ 2# (%.25*+

想。如果一双鞋你穿着夹脚，别人

的感觉可能也一样。

（6）无心话语可能引发争执，

无情之词可能折损生命，适时温语

可能消释压力，而关爱之声可能抚

平心灵创伤。

（=>）幸福之人并非拥有一切，

只是尽力享受生活的赐予。

（==）爱 情 以 笑 开 始，以 吻 转

浓，以泪结束。当你哭着降临人世

时，身边的 每 个 人 都 在 为 此 欢 笑。

好好生活吧，这样你就能含笑离开

人世，而 身 边 的 每 个 人 都 在 为 你

哭泣。

’()&*
*"0 $ (%/#1 )5 迷恋⋯⋯D D D ;259&" !" 点燃，点火

【+,-./’0 E】

- 1(2 3#$ 3# -44%& 56&&

文前导读D 有一棵大树，春天倚着她幻想；夏天倚着她繁茂；秋天倚着她成

熟；冬天倚着她沉思。这棵大树就是爸爸妈妈。F) :$00"% 1)8 4/#. .)/ $%"，#1$%"
#):" 02:" 8201 .)/% 3$%"50#！

D D （=）7 &)5* 02:" $*)，01"%" 8$# $ 1/*" $33&"
0%""+ 7 &200&" 4). &)<"9 0) ():" $59 3&$. $%)/59 20
"<"%. 9$.+ !" (&2:4"9 0) 01" 0%"" 0)3，$0" 01" $3@
3&"#，0)); $ 5$3 /59"% 01" #1$9)8+ + + !" &)<"9 01"
0%"" $59 01" 0%"" &)<"9 0) 3&$. 8201 12:+

（E）7# 02:" 8"50 4. 01" &200&" 4). 1$9 *%)85
/3 $59 1" 5) &)5*"% 3&$."9 $%)/59 01" 0%""+ G5"
9$.，01" 4). ($:" 4$(; 0) 01" 0%"" $59 &));"9
#$9+ H I):" $59 3&$. 8201 :"，H 01" 0%"" $#;"9

D D （=）很久以前有一棵苹果树。

一个小男孩每天都喜欢来到树旁玩

耍。他爬到树顶，吃苹果，在树阴里

打盹⋯⋯他爱这棵树，树也爱和他

一起玩。

（E）随着时间的流逝，小男孩

长大了。他不再到树旁玩耍了。一

天，男孩回到树旁，看起来很悲伤。

H来和我玩吧！H树说。

!"#



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 !

"#$ %&’(
（)）* + ,- .& /&.0$1 , 234，+ 5&.’" 6/,’

,1&7.4 "1$$8 ,.’-&1$，* "#$ %&’ 1$6/3$4( * + 5,."
"&’8( + .$$4 -&.$’ "& %7’ "#$-( *

（9）* :&11’，%7" + 4&.’" #,;$ -&.$’( ( ( %7"
’&7 <,. 63<2 ,// -’ ,66/$8 ,.4 8$// "#$-( :&，’&7
53// #,;$ -&.$’( * =#$ %&’ 5,8 8& $><3"$4( ?$
63<2$4 ,// "#$ ,66/$8 &. "#$ "1$$ ,.4 /$@" #,663/’(
=#$ %&’ 434.’" <&-$ %,<2 ,@"$1 #$ 63<2$4 "#$ ,6A
6/$8( =#$ "1$$ 5,8 8,4(

（B）C.$ 4,’，"#$ %&’ 1$"71.$4 ,.4 "#$ "1$$
5,8 8& $><3"$4( * D&-$ ,.4 6/,’ 53"# -$，* "#$
"1$$ 8,34( * + 4&.’" #,;$ "3-$ "& 6/,’( + #,;$ "&
5&12 @&1 -’ @,-3/’( E$ .$$4 , #&78$ @&1 8#$/"$1(
D,. ’&7 #$/6 -$？* * :&11’，+ 4&.’" #,;$ ,
#&78$( F7" ’&7 <,. <7" &@@ -’ %1,.<#$8 "& %73/4
’&71 #&78$( * :& "#$ %&’ <7" ,// "#$ %1,.<#$8 &@
"#$ "1$$ ,.4 /$@" #,663/’(

（G）=#$ "1$$ 5,8 0/,4 "& 8$$ #3- #,66’ %7"
"#$ %&’ 434.’" ,66$,1 83.<$ "#$.( =#$ "1$$ 5,8
,0,3. /&.$/’ ,.4 8,4( C.$ #&" 87--$1 4,’，"#$
%&’ 1$"71.$4 ,.4 "#$ "1$$ 5,8 4$/30#"$4( * D&-$
,.4 6/,’ 53"# -$，* "#$ "1$$ 8,34(

（H）* + ,- 8,4 ,.4 0$""3.0 &/4( + 5,." "& 0&
8,3/3.0 "& 1$/,> -’8$/@( D,. ’&7 03;$ -$ , %&,"？*
"#$ %&’ ,82$4( * I8$ -’ "17.2 "& %73/4 "#$ %&,"(
J&7 <,. 8,3/ ,.4 %$ #,66’( * :& "#$ %&’ <7" "#$
"1$$ "17.2 "& -,2$ , %&,"( ?$ 5$." 8,3/3.0 ,.4 434
.&" 8#&5 76 @&1 , /&.0 "3-$(

（K）L3.,//’，"#$ %&’ 1$"71.$4 ,@"$1 #$ /$@" @&1
-,.’ ’$,18( * :&11’，-’ %&’( F7" + 4&.’" #,;$
,.’"#3.0 @&1 ’&7 ,.’-&1$( M& -&1$ ,66/$8 @&1
’&7，* "#$ "1$$ 8,34( * + 4&.’" #,;$ "$$"# "&
%3"$，* "#$ %&’ 1$6/3$4( * M& -&1$ "17.2 @&1 ’&7 "&
</3-% &.( * * + ,- "&& &/4 @&1 "#," .&5，* "#$ %&’

（)）*我不再是小孩了，我不会

再到树旁玩耍了。* 男孩答到，* 我

想要玩具，我需要钱来买。*
（9）*很遗憾，我没有钱⋯⋯但

是你可以采摘我所有的苹果拿去

卖。这样 你 就 有 钱 了。* 男 孩 很 兴

奋。他摘掉树上所有的苹果，然后

高兴地离开了。从那以后男孩很久

都没有再来。树很伤心。

（B）一天，男孩回来了，树非常

兴奋。*来和我玩吧。* 树说。* 我没

有时间玩，我 得 为 我 的 家 庭 工 作。

我们需要一个房子来遮风挡雨，你

能帮我吗？* * 很遗憾，我没有房子。

但是，你可以砍下我的树枝来建房

子。*于是，男孩砍下所有的树枝，高

高兴兴地离开了。

（G）看到他高兴，树也很高兴。

但是，男孩很长时间都没再出现，树

又开始孤独，伤心了。一个炎热的

夏日，男孩回来了，树很高兴。*来和

我玩吧！*树说。

（H）*我很伤心，也正在渐渐变老。

我想去航海放松自己。你能不能给我

一条船？*男孩问。*砍下我的树干去造

船吧！这样你就可以远航，你就会快

乐。*于是，男孩砍倒树干去造船。他航

海去了，很长一段时间未露面。

（K）许 多 年 后 男 孩 终 于 回 来

了。*很遗憾，我的孩子，我再也没有

任何东西可以给你了。没有苹果给

你。*树说。* 我没有牙齿啃。* 男孩

答到。* 没有树干供你爬。* * 现在我

老了，爬不上去了。* 男孩说。* 我真

的想把一切都给你⋯⋯我仅剩下的

8,34( * + 1$,//’ 5,." "& 03;$ ’&7 ,//( ( ( "#$ &./’
"#3.0 /$@" 38 -’ 4’3.0 1&&"，* "#$ "1$$ 8,34 53"# "$,18(

东西是快要死去的树根。* 树含着

眼泪说。*现在，我不再需要什么东西

!"#



!"#’$ $%&" ’ (#))* (+)&"#,- 她真是个守财奴。

./ 01)’2 )##0 3%&" )14，5%$2 ’ (6’&# 2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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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13# "#,#，(6#’$# $+2 014) 4+2" 3# ’)0
"’<# ’ ,#$2- . ="# 81* $’2 014) ’)0 2"# 2,## 4’$
>6’0 ’)0 $3+6#0 4+2" 2#’,$- - -

（?）="+$ +$ ’ $21,* 17 #<#,*1)#- ="# 2,##
$2’)0$ 71, 1%, (’,#)2$- @"#) 4# 4#,# *1%)>，4#
61<#0 21 (6’* 4+2" 2"#3- - - @"#) 4# >,14 %(，4#
6#’<# 2"#3，’)0 &13# 21 2"#3 1)6* 4"#) 4# )##0
$13#2"+)> 1, 4"#) 4# ’,# +) 2,1%86#- A1 3’22#,
4"’2 "’((#)#0，1%, (’,#)2$ 4+66 ’64’*$ 8# 2"#,#
’)0 >+<# #<#,*2"+)> 2"#* "’<# 21 3’B# %$ "’((*-
C1% 3’* 2"+)B 2"’2 2"# 81* +$ &,%#6 21 2"# 2,## 8%2
2"’2’$ "14 ’66 17 %$ ’,# 2,#’2+)> 1%, (’,#)2$-

了，只需要一个地方来休息。经过了

这些年我太累了。.男孩答到。.太好

了！老树根就是倚着休息的最好地

方。过来，和我一起坐下休息吧。.男

孩坐下了，树很高兴，含泪而笑⋯⋯

（?）这是一个发生在每一个人

身上的故事。那棵树就像我们的父

母。我们小的时候，喜欢和爸爸妈

妈玩⋯⋯长大后，便离开他们，只有

在我们需要父母亲，或是遇到了困

难的时候，才会回去找他们。尽管

如此，父母却总是有求必应，为了我

们的幸福，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

你也许觉得那个男孩很残忍，但我

们何尝不是这样呢？

【!"#$%&’ D】

()*+ ,-./ 012 3)4)5+
!"!#$%&

文前导读E E 你想象过像古代帝王那样整天待在紫禁城里吗？紫禁城虚拟

网络之旅在新科技的帮助下即将于 FGGH 年开通，到时候你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探索

紫禁城的奥秘⋯⋯

E E （I）/3’>+)# 8#+)> 2"# 1)6* (#,$1) +) 2"# J1,K
8+00#) ;+2*- C1% &1%60 $2’* 2"#,# ’66 0’* 4+2"1%2
61)/76 17 (#1(6# &,140+)> ’,1%)0- C1%’0 8#
’86# 21 611B ’2 2"# ’)&+#)2 2,#’$%,#$ 4+2"1%2 41,K
,*+)> ’81%2 12"#, <+$+21,$ (%$"+)> *1% 71, ’ 8#22#,
<+#4-

（F）@#66，+) 241 *#’,$’2+3# *1%’66 8# ’86#
21 "’<# $%&" ’) #L(#,+#)&#，5%$2 6+B# 2"# 71,3#,
#3(#,1,$ %$#0 21- ="# 1)6* 0+77#,#)&# +$ 2"’2 *1%,
J1,8+00#) ;+2* 7%) 4+66 8# 1)6+)#-

E E （I）想象一下紫禁城里只有你

一个人的情景吧。你可以一整天都

待在里面，身边再也不会挤满蜂拥

的游人。你也可以尽情欣赏古迹珍

宝，不用担心别人为了抢占观赏的

有利位置，把你推来搡去。

（F）在两年的时间里，你就能

实现这个愿望了，就像古代帝王那

样。不过，惟一的区别就是紫禁城

带给你的乐趣来自于网络之中。

!"#



! ! " 语丝" 来自我的声音。用简洁的语句、诗一样的语言传递你我的心声，#$
字以内（含姓名、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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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虚拟网络之旅在新

科技的帮助下即将于 <$$= 年开通。

此项目由故宫和 EFC 电脑公司联

合发起，旨在吸引世界各地的青少

年能更多地了解中华文化。

（H）这个项目会提供紫禁城的

互动三维景观。虚拟之旅将包括面

积达 I= 万平方米的紫禁城的各幅

图像。

（#）"故宫是本厚书，总有些地

方是你读不到的。"紫禁城的胡锤先

生这样说道。为保护文物起见，有

很多房间是不开放的。但是这个虚

拟平台就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游客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L）胡锤还说：" 这种虚拟之旅

中的互动和游戏部分还会吸引更多

的年轻人，使他们理解、喜爱我们的

民族文化遗产。"
（I）在虚拟之旅中，历史人物

还会和游客对话，回答他们的问题。

大家还可以听到有关古迹建筑和奇

珍异宝的历史轶事。

（=）EFC 的高级职员詹姆士·

叶说："这种网络环境是中英文双语

式的，中外游客都可以从中体会紫

禁城的丰富文化和故事传说。"
31$)0
+/(5D !> 一大群! ! ! ! ! A95,4(1 "#$> 虚拟的! ! ! ! ! (A(91(81. "#$> 可用的

9),.5(0,9A. "#$> 交互式的 ,’5..G:9D.)+9-)(1 "#$> 三维的 9D(2. !> 图像，画面

8-4):(53 !> 界限 ’.59,(2. !> 遗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