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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英语复习资料

一、可数名词与不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本身不能表示复数，常为物质名词或抽象名词），如：milk、meat、
coffee、rice、cheese、soup、bread、hair、fruit、time、Chinese、
English、Japanese

可数名词

单数（如：book、box、boy）单数可数名词可以在它前面用 a/ 如：

a book 一本书 an eraser 一个铅笔檫 an English book 一本英语

书 an American boy 一个美国男孩 an apple/orange 一颗

苹果/桔子 an eye/ear 一只眼睛/耳朵 an old doctor an

uncle an E-mail（a 用在辅音之前，an 用在元音之前）

复数（特殊的：man- men woman -women policeman- policemen child

-children foot- feet this- these that- those）

二、名词复数的构成形式
1、+s book → books pen → pens
2、以 s、x、ch、sh结尾+es watch→watches bus→buses box→boxes

dress→dresses class→
classes peach→peaches

3、以辅音字母+y 结尾的名词，
变“y”为“i”再加 es

story→stories family→families party→
parties country→countries baby→

babies ( boy→boys day→days)
4、以 f或 fe结尾的名词，一
般将 f或 fe变为 v 再加 es

knife→ knives half →halves leaf→
leaves wife →wives

5、以“o”结尾的名词+s 或
es（以辅音+o+es，以元音+o+s）

(photo →photos ) zoo →zoos tomato
→ tomatoes mango→ mangoes

6、不规则变化
child→ children foot→ feet tooth→
teeth policeman→ policemen this →

these that →those
7、单复数一样 Chinese sheep fish Japanese
8、本身表复数 People five people（五个人）

三、主要人称代词、物主代词的基本用法。

1、人称代词的数与格：

单数 复数

主格 宾格 主格 宾格

第一人称 I 我 me 我 we我们 us我们

第二人称 you你 you你 you你们 you你们

第三人称 he他 him他 他们 他们

she她 her她 they 她们 them 她们

it它 it它 它们 它们

数

格人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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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主代词：表示所有关系，分名词性物主代词和形容词性物主代词。

形容词性物主代词

单数 复数

第一人称 my我的 our我们的

第二人称 your你的 your你们的

第三人称 his 他的 他们的

her她的 their她们的

its 它的 它们的

四、表示时间、地点、方位介词的用法：

1、介词 at的用法：

A:用在几点钟之前。 eg:Mr Liu gets up at six o’clock.
B:在“night”前用 at。eg:The monkeys are tired at night.
C:表示空间，在…. eg:Let’s meet at the bus stop at five o’clock.
D:表示地点：at home at school at the bus stop.
2、介词 in 的用法：

A:in the moming/afternoon/evening.
B: “in”在…里面。in the garden in the box.
C: “in”是用的意思，eg:in English… in Chinese

3、介词 on 的用法

A:在时期几前，在星期几的上午、下午、晚上前用 on。eg:Let’s go to the zoo on Sunday. on
Monday monning. B:在…之上，…on the box. on the desk. On the tree.

4、介词 under 的用法：

“under”在…之下，eg:on/under the box. My ball is under the box.

5、about大约，差不多；

We have breakfast at about seven every moming. 我们每天早上大约 7 点钟吃早点。

6、near 在……附近。

7、of……的 teacher o f English the capital of Beijing

五、英语简单句的基本形式和表意功能。

eg:
What’sthis/that(in English)? It’s a/an…
What color is it? It’s…

Who is this/that/she/he? He/She/It/This/That/is…

You/They/We are… I’m…

What’s the time?/What time is it? It’s five o’clock.

There is/are…表示存在，指“在什么地方有什么”

where are you? I’m…

Where ate you from? We are/I’m from…

数

格人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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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many girls/boys/… I like English.

She/He likes English. She/He/It doesn’t like bananas.

Do you/they/we like English?

Yes,I/they/we/you do.(No,I/they/we/you don’t)

Does she/he like apples? Yes,she/he does. (No,she/he doesen’t)

He/She/It/This/That is… You/They/We are(not) …

I’m(not) … There is/are(not) …

Is/Are there…?

六、第三人称单数作主语时谓语动词加“s”的用法,其规则变化与名词复数一样。

a.一般加“s”。like—likes come—comes
b.谓语动词是以“o、s、x、ch、sh”结尾的加“es”。go—goes do—does
c.谓语动词是以“辅音字母+y”结尾的先变“y”为“i”，再加“es”。eg: fly-flies
d.少数动词第三人称单数特殊变化：be-is have-has
eg:1.Everyone is in the classroom. 2.It’s time for class. 3.My farther has breakfast at home
every morning. 4.It’s time to go to school.

七、定冠词与不定冠词的用法：

定冠词“the”①是特指谈话人双方都知道的“某人、某物、某事”。例如：The book
is on the desk. ②前面提到过的人或事。例 1、He has two

冠词 children:a boy and a girl.The boy’s name is Sam.The girl’s name is Amy. 例

2、I have a pen.The pen is in my penceil case.
不定冠词“a”“an”用在单数名词之前，表示的数量是“一个”，a 用在辅音音素

之前，an用在元音音素之前，eg:an egg an apple.
八、数词的基本用法：

基本基数词：1.one 2.two 3.three 4.four 5.five 6.six 7.seven 8.eight 9.nine 10.ten
基本序数词： first=1st second=2nd third=3rd fourth=4th fifth=5th sixth=6th

seventh=7th eighth=8th ninth=9th tenth=10th

九、some any 的用法：

1、它们既可修饰可数名词也可修饰不可数名词。

2、some 用于陈述句肯定句中；any用于陈述句的否定句中和一般疑问句中。

eg:①There is some milk in the glass.

②There are some flowers on the desk.

③There isn’t any milk in the glass.

④Are there any flowers on the desk? Yes,there are

No,there aren’t(any).

3、some 用于委婉语气问句中。

eg:Would you like some coffee? Yes,please./No,thanks,I’d like...

十、功能：

（1） 问候 告别 感谢 致歉 介绍 请求等交际功能的基本表达形式。

1、问候：初次见面问好：

A:How do you do?你好吗？ B:How do you do?你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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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相识见面问候：

A:How are you?你好吗？

B:I’m fine.thank you.and you?/Fine,thanks,and you?我很好，谢谢你。你好吗？

C:I’m fine,too.我也很好。

3、早上见面问候：

A:Good morning! 早上好？ B:Goodmorning! 早上好？

4、下午见面问好：

A: Good afternoon! 下午好！ B :Good afternoon! 下午好！

5、晚上见面问好：

A:Good evening! 晚上好！ B:Good evening! 晚上好!
6、（1）很高兴见到你：

A:Nice/Glad to meet you. B: Nice/Glad to meet you.
（2）告别：

1、A:Good-bye/Bye/Bye-bye!再见！ B:Good-bye/Bye/Bye-bye!再见！

2、A:Good night! 晚安！ B:Good night!晚安！

3、A:See you tomorrow/later!明天见！ B:See you tomorrow/later!明天见！

4、A:See you!再见！ B:See you! 再见！

（3）表示感谢：

1、A:Thank you (very much)/Thanks.谢谢。B:That’s all right./That’s OK.不用谢。

2、A: Thank you (very much)/Thanks.非常感谢。B:You’re welcome.不客气。

（4）表示歉意：

1、A:I’m sorry.非常抱歉。 B: That’s all right./That’s OK.没关系。

2、A:Sorry.对不起。 B:That’s all right./That’s OK. 没关系。

（5）询问别人：

1、A:What’s your name?你叫什么名字？ B:My name’s… 我叫……

2、A:Where are you from?你来自哪儿？B:I’m from… 我来自……

3、A:Who’s this?这是谁？ B:This is Mr/Ms/Miss 这是……先生/小姐

4、A:How do you do? 你好吗？ B: How do you do? 你好吗？

5、A:Nice/Glad to meet you.见到你很高兴。

B:Nice/Glad to meet you, too见到你也很高兴。

（6）请求：

1、A:May I come in?我可以进来吗？B:Yes,please.请进。

或 Sorry,you can’t 对不起，你不能进来。

2、A:Can/Could I use your pen?我可以借一下你的钢笔吗？

B:Yes,please./Yes,you can 是的，可以。或 Here you are.给你。

或 Sorry,you can’t 对不起，你不能。

3、A:Can I help you?我能帮助你吗？

B:Yes,please./No,thanks.是的，可以。/不，谢谢。

（7）介绍：

My name is… I’m…

I’m from… This is Mr/Ms/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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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话题：

理解与表达有关下列话题的简单信息：颜色、家庭、数字、时间。

1、颜色

A:What color is it?

B:It’s red/yellow/blue/white/green/black/pink/purple…

2、家庭

A:Good morning! B: Good morning!

A:What’s your name? B:My name’s… And this is my father(爸爸)

A:Who’s that? B:She’s my mother(妈妈)

A:Nice to meet you. B: Nice to meet you,too.

3、数字

A:How old are you? B:I’m seven.

A:What class are you in? B:I’m in Class Three,Grade Six.

A:What’syour phone number? B:It’s7654321

A:Where are you? B:I’m on the second floor.

4、时间

A:What’s the time? B:It’s eight o’clock.

A:What time is it? B:It’s four o’clock.

A:What time do you go to school? B:I go to school at seven.

十二、语言技能。

英语 26 个字母的大写、小写、标点符号，句首单词第一个字母的正确书写。

1、英语 26 个字母的正确书写。

2、标点符号。

英语要有标点符号，句号是“.”（小黑点）

3、句首单词第一个字母的正确书写。

句首单词第一个字母必须大写。

十三、文化意识：

1、主要英语国家的国名和国旗及重要标志物。

（1）国名：中国 China 英国 England 美国 America(USA)

（2）标志物：英国 大本钟 Big Ben

2、中英文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如果是中文名字有三个字的，后两个字的拼音写在一起。

Amy Sam Tom Lingling Wang Xiaoping ZhangTao Smart Smith

3、缩略词

USA 美国 UK 英国 W.C 厕所 CCTV 中央电视台

WTO 世界贸易组织 TV 电视 CD 光盘 HK 香港

十四、词汇：

1、冠词（art.）：

a(an)一个（一只，把，台……） the 表示特指的人、物、事。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2&tn=baiduimagedetail&word=%D6%D0%B9%FA%B9%FA%C6%EC&in=80&cl=2&cm=1&sc=0&lm=-1&pn=79&rn=1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2&tn=baiduimagedetail&word=%C3%C0%B9%FA%B9%FA%C6%EC&in=14&cl=2&cm=1&sc=0&lm=-1&pn=13&rn=1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1&tn=baiduimagedetail&word=%B9%FA%C6%EC&in=51&cl=2&cm=1&sc=0&lm=-1&pn=50&rn=1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1&tn=baiduimagedetail&word=%B3%A4%B3%C7&in=13&cl=2&cm=1&sc=0&lm=-1&pn=12&rn=1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1&tn=baiduimagedetail&word=%C2%D7%B6%D8&in=6&cl=2&cm=1&sc=0&lm=-1&pn=5&r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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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词（num.）：

基数词：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1 2 3 4 5 6 7 8 9 10

序数词：first second third fourth fifth sixth seventh eighth ninth tenth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3、名词：（n.）

bag 书包 book 书 desk 书桌、课桌 chair 椅子

pen 钢笔 pencil 铅笔 pencil case 文具盒

eraser 铅笔（黑板）擦 class 班级、课、上课 grade 年级 school 学校

go to school 上学 after school 放学 Classb 3/Class Three 3 班

Grade 6/Grade Six6 年级 ball 球 football 足球

basketball 篮球 picture 图片、照片 photo 相片、照片

map 地图 phone 电话（机） kite 风筝 bike 自行车

bus 公共汽车 watch 手表 cup 杯子 play football 踢足球

play basketball 打篮球 bed 床 box 盒子 house 房屋

door 门 floor（室内）地、地板 flower 花 clock 钟

o’clock…点钟（用于正点） colo(u)r 颜色 go to bed 去睡觉

three o’clock 三点整 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time 时间

half 半、一半（复数 halves） day 天、白天、一日 night 夜、夜间

age 年龄 birthday 生日 morning 早上、上午

afternoon 下午、午后 evening 晚上、傍晚、黄昏 fast food 快餐

breakfast 早餐 dinner 晚餐、正餐 Happy birthday!生日快乐!

free time 空闲、业余时间 have breakfast 吃早餐 have dinner 吃晚餐

in the morning/afternoon/evening 在早上、下午、晚上 game 游戏

computer 电脑、计算机 E-mail 电子邮件 capital 首都

work 工作 home 家 China 中国 Chinese 中文、中国人（的）

Beijing 北京 England 英国 English 英语，英国人（的）

London 伦敦 America 美国 American 美国人

Washington D.C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go to work（去）上班

go home 回家 play computer games 玩电子游戏

send an E-mail 发电子邮件 sun 太阳 head 头 face 脸

ear 耳朵 eye 眼睛 nose 鼻子 hand 手 foot 脚（复数 feet）

hair 头发 hat 帽子 cap 帽子 dress 连衣裙、套裙

fruit 水果 apple 苹果 banana 香蕉 orange 橘子、柑

grape 葡萄 bread 面包 cake 蛋糕 hamburger 汉堡包

meat 肉 milk 牛奶 coffee 咖啡 zoo 动物园 bird 鸟

cat 猫 dog 狗 duck 鸭 family 家；家庭

parents 父母亲 father 父亲；爸爸 dad/daddy（非正式用于）爸爸

mother 母亲；妈妈 mom(mum)/mummy（非正式用于）妈妈

uncle 叔叔；叔（舅、姑、伯）父 aunt 阿姨；姨（姑、伯、舅）母

brother 兄、弟 sister 姐、妹 son 儿子 daughter 女儿

people 人们、人民（表复数） friend 朋友 man 男人（复数 men）

woman 女人（复数 women） boys and girls 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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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 孩子(复数 children) boy 男孩 girl 女孩 doctor 医生

teacher 教师 student 学生 driver 司机 name 名字 Miss 小姐

Mr/Mr.先生 Ms/Ms.女士 Amy Sam

Smart Smith Miss/Mr/Ms Smart/Smith

Lingling Wang Xiaoping Miss/Mr/Ms Wang

CCTV 中央电视台 USA 美国 UK 英国 W.C 厕所

WTO 世界贸易组织 TV 电视 CD 光盘 HK 香港 UN 联合国

4、代词：(pron.)

I 我 me 我 we 我们 us 我们

you 你 you 你 you 你们 you 你们

he 他 him 他 他们 他们

she 她 her 她 they 她们 them 她们

It 它 it 它 它们 它们

my 我的 our 我们的 his 他的 their 他们的

your 你的 your 你们的 her 她的 their 她们的

its 它的 their 它们的

this 这，这个 that 那，那个 all 全体、大家、都

everyone 每人、人人 all right 好、行、不错

That’s all right 不用谢、没关系 what 什么 who 谁

5、动词(v.)

am 是 is 是 are 是 I’m=I am 我是 ask 问

answer 回答 do 做、干，行动；aux（构成否定、疑问句的助动词）

does 做、干，行动；（do 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draw 画 write 写，书写

spell 拼写 learn 学 run 跑 read 阅读、看（书）

sing 唱、唱歌 dance 跳舞 come 来 go 去

read a book 看书 work 工作 come in 请进，进来

clean 把…弄干净、擦 close 关 open 打开 watch 观看

watch TV 看电视 find 找到 use 使用 play 玩、玩耍

look 看 look at 看一看… listen 听 Listen to 听…（讲）

like 喜欢 have 有、吃、饮 has 有、吃、饮（have 的第三人称单数）

help 帮助 please 请 know 知道，了解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I see.我明白 I see…我看到… let 允许、让 let’s=let us 让我

excuse me 请原谅 get up 起床 sit down, please 请坐

stand up, please 请起立 thank 谢谢 thanks=thank you 谢谢

can v.aux 能，可以；会 could v.aux 能，可以；会 colo(u)r 着色

6、形容词：（adj.）

black 黑色的 blue 蓝色的 green 绿色的 orange 橘红色的

red 红色的 yellow 黄色的 white 白色的 American 美国的、美国人的

English 英国的，英国人的 Chinese 中国的，中国人的

beautiful 美丽的，漂亮的 nice 好的，令人愉快的 difficult 困难的

favourite 特别喜爱的 good 良好的，令人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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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e 美好的，快乐的，（身体）健康的（天气）晴朗的 happy 快乐的，幸福的

funny 有趣的，好玩的，滑稽的 Happy birthday!生日快乐

big 大的 small 小的 old 旧的，老的 tall 高的

short 矮的 hot 热的 cold 冷的 late 迟的，晚的

sorry 抱歉的，遗憾的 I’m sorry 对不起 sorry 对不起 many 许多的

every 所有的，每一，每 every day 每天 any（否定句或疑问句）一些，任何

some 一些 How nice!多美啊！ How old are you?你几岁？

How many boys/girls are there?有多少个男孩/女孩？

7、介词（prep.）

about 大约 about seven o’clock 大约 7点钟 at 在（点刻）

at seven o’clock 在 7 点钟 for 为了，为（表目的）

from 从，从……起…… I’m late for school.我上学迟到了

Where are you from?你来自哪儿？ I’m from China 我来自中国

in 用（表示）方法、媒介、工具等，在……里面 in English 用英语

in the box 在盒子里 in the morning 在早上、上午

in the afternoon 在下午 in the evening 在晚上、在傍晚

on 在……上面 on the box 在盒上面 under 在……下面

under the box 在盒子下面 to 向、朝、至 from…to 从……到……

8、副词（adv.）

not（构成否定形式）不是 no（No 否定回答）不、不是 yes（Yes 肯定回答）是，是的 now

现在 where 哪里（用于疑问句表示问地点）here 这里 Here you are.给你

9、感叹词（int.）

Bye 再见 Hello 喂 Hi 嗨 OK That’s OK.不用谢、没关系

10、连词（conj.）

and 和，又，而且

十五、基本句型

(一)、陈述句（肯定/否定式）

1、This is an apple. 2、It isn’t an orange. 3、I like English very much.

4、She works in England. 5、He doesn’t play football after school.

6、They aren’t in Class Four. 7、There is book on the desk.

8、There isn’t any milk in the glass. 9、There are some flowers on the table.

（二）、一般疑问句（需要用 Yes 和 No 回答的句子）

特征：句首有 Be 动词（Am/IS/Are）助词 Do/Does 情态动词 Can…?

1、Is this a kite? Yes,it is. No,it isn’t

2、Am I a teacher? Yes,you are. No,you aren’t

3、Are they apples? Yes,they are. No,they aren’t

4、Do you like English? Yes,I do. No,I d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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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oes he know Chinese? Yes,he does. No,he doesn’t

6、Can you spell your name? Yes,Ican. No,I can’t

7、Are there any trees in the park? Yes,there are. No,there aren’t

（三）、特殊疑问句（句首有疑问词 What,Who,How,Where……?）

1、What’s this/that in English?

It’s an apple/orange/English book. It’s a clock.

2、What’s your name? My name’s Amy. I’m Amy.

3、What color is it /the pen? It’s green/white/black…

4、What class/grade are you in? I’m in Class one. Grade Six.

5、What’s the time?/What time is it? It’s one o’clock./half past six.

6、Who’s this/that? It’s my father/mother.

7、Who’s he/she? He’s Sam. She’s Amy.

8、Who are they? They’re my sister and brother.

9、How old are you? I’m nine.

10、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Ba zhong.

11、How many people are there in your family? There are four.

12、How muck is the pen? It’s five yuan.

十六、重要词汇：

（一）名词（n.）

bus stop 公共汽车站 glass 玻璃杯 bedroom 卧室、寝室

blackboard 黑板 classroom 教室 ruler 尺子 room 房间

table 桌子 window 窗 light 灯 tree 树 song 歌曲

ricer 江、河 party 聚会 park 公园 job 工作 office 办公室

post office 邮局 shopping 购物 do some shopping 买东西

lunch 午餐 have lunch 吃午餐 wall（城）墙，墙壁

the Great Wall 长城 year 年 New Year’s Day 元旦

Happy New Year!新年快乐！ May 五月 January/Jan 一月

January lst/1 一月一日 Children’s Day 儿童节 June/Jun 六月

June lst/1 六月一日 September Sep./Sept.九月

September 10th/10 九月十日 Teacher’s Day 教师节

Christmas Day 圣诞节 December 25th/25 十二月二十五日

Monday 星期一 Tuesday 星期二 Wednesday 星期三

Thursday 星期四 Friday 星期五 Saturday 星期六

Sunday 星期日 It’s time for+名词 该做……的时候了

例：It’s time for class.该上课的时候 It’s time to+动词

该做……的时候了 例：It’s time to go home.该回家的时候了

No.=Number No.3 Primary School 第三小学 number 号码，数字

row 排、行 letter 书信、字母 sweater 毛衣 sock 短裤

skirt 女裙 coat 大衣，外套，上衣 shirt（男式）衬衫

T-shirt T 恤衫 mango 芒果 peach 桃子，桃树 pear 梨

noodles 面条 rice 米，米饭 soup 汤 cheese 奶酪

animal 动物 panda 熊猫 tiger 虎、老虎 grandma 奶奶、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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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pa 爷爷、外爷 policeman(pl.policemen)警察 nurse 护士

baby(pl.babies）婴儿 Sir 先生、阁下 Mis 夫人 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代词（pron.）

this 这、这个 复数形式：these 这些 that 那、那个 复数形式：those 那些

where 哪里

（三）动词（verb.）

Write to 给……写信 speak 说（话），讲（语言） tell 告诉

turn on/off 开/关 tidy up 整理，收拾 look after 照看

there is/are 有……（表示某地有某人或某物） have a look 看一看

meet 遇见、见面、会见 love 喜爱 want 想要

I’d like（语气婉转地表示请求）

eg:I’d like some milk 我想要我想要一些牛奶。 must 必须、应当

Let me see 让我看看/让我想想 may 可以

don’t=do not doesn’t=does not 构成否定形式

（四）、形容词（adj.）

purle 紫（红）色（的） brown 棕色（的）

sure 当然，有把握的，肯定的 great（口语）好极了，很好

glad 高兴的,乐意的 useful 有用的 little（幼）小的

How much（价钱）多少 Japan 日本 Japanese 日本人、日语、日本人的

（五）介词（prep.）

with 与……起 I go to work with him every day.每天我与他一起去上班.

near 在……附近 near the tree 在树附近 of……的

the capital of China 中国的首都 very much 非常、许多 today 今天

十七、时态:

(一)现在进行时：

现在进行时通常表示此时此刻或当前一个时期内正在进行的活动，例如：

We are having an English class.（我们在上英语课。）

She is reading today’s newspaper.（她在看今天的报纸。）

She is staying with her sister.（她目前在她姐姐家住。）

现在进行时由“助动词 be+ 现在分词”构成，be 和主语在人称和数上要一致。

现在进行时和一般现在时不同，前者表示正在进行的活动，后者表示经常性的活动，

例如：

They are working on the farm.（他们正在农场劳动。）

They often work on the farm.（他们常常在农场劳动，但此时不一定在农场劳动。）

Is she having supper?（她在吃晚饭吗？）

Does she have supper at six?(她通常是 6点吃晚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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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进行时的肯定式、否定式和疑问式

肯定式 否定式 疑问式

I am reading.

You are reading.

He is reading.

She

We

You are reading

They

I am not reading.

You aren’t reading.

He isn’t reading.

She

We

You aren’t reading.

They

Am I reading?

Are you reading?

Is he reading?

She

We

Are you reading?

they

（二）、现在分词的构成法：

现在分词是由动词原形加词尾-ing 构成的：

1、在一般情形下直接加-ing ，例如：reading,playing.

2、以不读音的 e结尾的词 ，去掉 e，再加-ing，例如：come→coming,have→having.

3、以重读闭音节结尾，最后又只有一个辅音字母的词，双写这一字母，再加-ing，例如：

get→getting,begin→beginning.

（三）、一般现在时：

一般现在时表示：

1、经常性的动作：We get up at six.（指每天如此）

He works in a factory（指他的职业）

2、现在存在的情况或状态：She is a nurse. There is a map on the wall.

这个时态除第三人称单数外，都用动词原形表示。第三人称单数要加词尾-（e）s。词

尾的加法和名词复数词尾的加法 相同，即：

1、一般情况下加-s，例如：live→lives,work→works

2、在 s，sh，ch，o 后面加-es，例如：

dress→dresses wash→washes teach→teaches go→goes

3、以“辅音字母+y”结尾的动词，先变 y为 i，再加-es，例如：

study→studies carry→carries

但以“元音字母+y”收尾的动词却不这样，直接加-s，例如： play→plays

一般动词一般现在时的肯定式、否定式和疑问式

肯定式 否定式 疑问式

I

You work.

He

She works

here.

We

You work

here.

They

I

You don’t work

here.

He

She doesn’t work

here.

We

You don’t work

here.

They

I

Do you work

here?

he

Does she work

here?

we

Do you work

here?

they

动词 be 一般现在时的肯定式、否定式和疑问式

肯定式 否定式 疑问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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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a student.

You are a

student.

He

She is

astudent.

We

You are

students.

They

I am not a student.

You aren’t a student.

He

She isn’t a

student.

We

You aren’t

students.

They

Am I a student?

Are You a student?

he

Is she a student ?

we

Are you students?

they

十八、词性转换

1、名词变形容词，一般在名词后加 y

cloud 云____cloudy 多云的 fog 雾____foggy 有雾的

snow 雪____snowy 下雪的 rain 雨____rainy 下雨的

sun 太阳____sunny 阳光明媚的 wind 风____windy 有风的

fun 趣味____funny 有趣的 China 中国____chinese 中国的

England 英国____English 英国的 France 法国____French 法国的

Germany 德国____German 德国的 Japan 日本____Japanese 日本的

Russia 俄国____Russian 俄国的 America=USA 美国____American 美国的

Canada 加拿大____Canadan 加拿大的

2、反义词：

wet 潮湿的____dry 干燥的 tall 高的____short 矮的

long 长的____short 短的 hot 热的____cold 冷的

thin 瘦的____fat 胖的 big 大的____small 小的

fast 快的____slow 慢的 warm 暖和的____cool 凉爽的

happy 高兴的____sad 悲哀的 go 去____come 来

up 向上____down 向下 left 左____right 右

十九、There be 句型：

There be=There is /are 有，表示某地有某物。即：有某物在某地。

1、There is a girl in the classroom.

有一个女孩在教室里。

2、There are some apples on the table.

有一些苹果在桌子上。

3、There is a chair and two desks in the classroom.

有一把椅子（单数）和两张桌子在教室里。

4、There are two desks and a chair in the classroom

有两张桌子（复数）和一把椅子在教室里。

5、There is some milk in the glass.

有一些牛奶（不可数名词）在杯子里。

二十、 have/has （有）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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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has 有，表示某人有某物，has 用于第三人称单数（he,she,it,单个人名）

1、I have a book.（我有一本书。）

2、He/She has a book.（他有一本书。）

3、Tom has a book.（汤姆有一本书。）

4、They have some books.(他们有一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