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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代词·限定词

蕖名词
名词是表示人或物的名称的词。名词可以根据其词汇意义分

为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普通名词又可分为物质名词、抽象名词、

集合名词和个体名词。现从名词的数和格来考虑具体的用法。

名 词 的 数

员郾 单数与复数
数是个语法范畴，它是区别单复数名词的屈折变化形式。可

数与不可数是英语名词最基本的类别。可数名词有单数与复数两

种形式。

通常来讲，个体名词是可数名词；物质名词、抽象名词、专有名

词和集合名词是不可数名词。但亦有例外，即它们有时也以复数

形式出现，表示不同意义。如：

员）物质名词
当其表示若干类、数量增多、扩大或表示某种饮料的名称时，

可以复数形式出现。

摇 · 栽澡藻赠 憎藻则藻 早蚤增藻灶 泽燥皂藻 遭则藻葬凿 葬灶凿 ｗａｔｅｒ援（水）
摇 · 栽澡藻赠 憎藻则藻 灶燥贼 葬造造燥憎藻凿 贼燥 枣蚤泽澡 蚤灶 燥怎则 贼藻则则蚤贼燥则蚤葬造 ｗａｔｅｒｓ援（领海）
摇 · 陨蒺凿 造蚤噪藻 泽燥皂藻 ｃｏｆｆｅｅ 葬灶凿 ｌｅｍｏｎａｄｅ援（咖啡和柠檬水）
摇 · 陨蒺凿 造蚤噪藻 贼憎燥 ｃｏｆｆｅｅｓ 葬灶凿 贼澡则藻藻 ｌｅｍｏｎａｄｅｓ援（两杯咖啡，三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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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水）

圆）抽象名词
当其表示具体行动、若干类或数量之多时，可以复数形式出

现。

摇 · 粤贼 皂蚤凿灶蚤早澡贼 澡藻 澡藻葬则凿 贼澡则藻藻 ｋｎｏｃｋｓ 葬贼 贼澡藻 遭葬糟噪 凿燥燥则援
摇 · 匀蚤泽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葬则藻 怎泽怎葬造造赠 遭葬泽藻凿 燥灶 枣葬糟贼泽援
摇 · 栽澡藻 糟燥皂皂蚤贼贼藻藻 憎蚤造造 澡葬增藻 泽藻增藻则葬造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澡藻则藻援
摇 · 匀藻 蚤泽 则藻造葬贼蚤灶早 贼燥 怎泽 澡蚤泽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葬泽 葬灶 藻曾责造燥则藻则援
摇 · 宰藻 皂藻贼 憎蚤贼澡 皂葬灶赠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援

猿）专有名词
一般来说，专有名词也是不可数名词，没有复数形式，但有时

也以复数形式出现。

① 表示某姓的一家人
摇 · 粤则藻 ｔｈｅ Ｓｍｉｔｈｓ 糟燥皂蚤灶早 贼燥 燥怎则 责葬则贼赠 贼燥皂燥则则燥憎 灶蚤早澡贼？
摇 · Ｔｈｅ Ｆｏｘｅｓ 澡葬增藻 葬造则藻葬凿赠 造藻枣贼 枣燥则 杂葬灶 云则葬灶糟蚤泽糟燥援

② 表示同性或同名的若干人
摇 · 栽澡藻则藻 葬则藻 贼憎燥 Ｍａｒｙｓ 葬灶凿 贼澡则藻藻 Ｒｏｂｅｒｔｓ 蚤灶 澡蚤泽 糟造葬泽泽援
摇 · 阅蚤凿 贼澡藻 贼憎燥 Ｍｒ Ｂｌａｃｋｓ 糟燥皂藻 贼澡蚤泽 皂燥则灶蚤灶早？

源）集合名词
集合名词一般只以单数形式出现，但集合名词的单数形式往

往还可以作复数用。

摇 · Ｔｈｅ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 ｔｅａｍ 葬则藻 澡葬增蚤灶早 遭葬贼澡泽 葬灶凿 葬则藻 贼澡藻灶 糟燥皂蚤灶早
遭葬糟噪 枣燥则 贼藻葬援

摇 · Ｈｉｓ ｆａｍｉｌｙ 葬则藻 憎葬蚤贼蚤灶早 枣燥则 澡蚤皂援
圆



摇 · 栽澡藻 ｐｕｂｌｉｃ 灶燥憎 噪灶燥憎 贼澡藻 憎澡燥造藻 泽贼燥则赠援
摇 · 栽澡藻 ｐｏｌｉｃｅ 葬则藻 蚤灶增藻泽贼蚤早葬贼蚤灶早 贼澡藻 糟则蚤皂藻援

圆援 单位词的使用
单位词是表示事物个体性的词语。它既可和不可数名词搭

配，也可和可数名词搭配。

与前者搭配时，其表达的事物具有个体性。英语单位词大都

借用普通名词，一般具有词汇意义。可分两类：

员）表个数、容积及以形状表个数的单位词。

摇 · 葬 ｂｏｗｌ 燥枣 则蚤糟藻，葬 ｇｌａｓｓ 燥枣 遭藻藻则，葬 ｃｕｐ 燥枣 贼藻葬，藻贼糟援
摇 · 葬 ｃａｋｅ 燥枣 泽燥怎责，葬 ｂａｒ 燥枣 糟澡燥糟燥造葬贼藻，葬 ｌｏａｆ 燥枣 遭则藻葬凿，藻贼糟援
摇 · 葬 ｐｉｅｃｅ 燥枣 皂藻葬贼 辕 责葬责藻则 辕 遭则藻葬凿 辕 蚤灶枣燥则皂葬贼蚤燥灶 辕 枣怎则灶蚤贼怎则藻，藻贼糟援
摇 · 葬灶 ｉｔｅｍ 燥枣 灶藻憎泽 辕 遭怎泽蚤灶藻泽泽 辕 责则燥早则葬皂，藻贼糟援
摇 · 葬灶 ａｒｔｉｃｌｅ 燥枣 枣怎则灶蚤贼怎则藻 辕 糟造燥贼澡蚤灶早 辕 造怎早早葬早藻，藻贼糟援

圆）表示行为、状态成双、成组、成群。

摇 · 葬 ｆｉｔ 燥枣 葬灶早藻则 辕 造葬怎早澡贼藻则 辕 枣藻增藻则，葬 ｆｌａｓｈ 燥枣 澡燥责藻 辕 造蚤早澡贼 辕
造蚤早澡贼蚤灶早，藻贼糟援

摇 · 葬 ｃｏｕｐｌｅ 燥枣 糟葬则泽，葬 ｐａｉｒ 燥枣 泽澡燥藻泽，葬 ｈｅｒｄ 燥枣 藻造藻责澡葬灶贼泽，
藻贼糟援

猿援 以鄄泽 结尾的名词
这类名词有时作单数，有时作复数。常作单数的这类词包括

某些 疾 病 名 称、游 戏 名 称（ ｂｉｌｌｉａｒｄｓ， ｂｏｗｌｓ， ｄｏｍｉｎｏｅｓ，
ｄｒａｕｇｈｔｓ，ｃａｒｄｓ，藻贼糟）、学科名称（以鄄蚤糟泽 结尾）以及某些地理名
词和专有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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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 Ｍｅａｓｌｅｓ（麻疹）蚤泽 葬 糟燥灶贼葬早蚤燥怎泽 凿蚤泽藻葬泽藻援
摇 · Ｃａｒｄｓ 葬则藻 灶燥贼 葬造造燥憎藻凿 澡藻则藻援
摇 · 匀蚤泽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葬则藻 则葬贼澡藻则 糟燥灶泽藻则增葬贼蚤增藻（保守的）援
摇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语言学）澡葬泽 凿藻增藻造燥责藻凿 则葬责蚤凿造赠 蚤灶 皂燥凿藻则灶 贼蚤皂藻泽援
摇 · Ｐｈｙｓｉｃｓ 憎葬泽 贼澡藻 燥灶造赠 糟燥怎则泽藻 泽澡藻 枣葬蚤造藻凿 蚤灶援
摇 ·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蚤泽 葬 糟燥怎灶贼则赠 燥枣 责藻燥责造藻 憎蚤贼澡 增葬则蚤藻凿 燥则蚤早蚤灶泽援
摇 ·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蚤泽 责怎遭造蚤泽澡藻凿 凿葬蚤造赠援

源援 单复数同形的名词

员）表示某些动物名称及上下文提到的打猎之事。

摇 · ｄｅｅｒ，ｓｈｅｅｐ，ｓｗｉｎｅ（猪），ｆｉｓｈ，藻贼糟援
摇 · 贼燥 澡怎灶贼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ａｎｔｅｌｏｐｅ（羚羊），藻贼糟援
摇 · 贼燥 泽澡燥燥贼 憎蚤造凿 ｄｕｃｋ，ｇｒｏｕｓｅ（松鸡），藻贼糟援

圆）表示数量与重量单位的名词。

摇 · 贼憎燥 ｄｏｚｅｎ 藻早早泽，贼澡则藻藻 ｓｃｏｒｅ 葬灶凿 ｔｅｎ
摇 · 枣燥则贼赠 ｈｅａｄ 燥枣 糟葬贼贼造藻，枣燥怎则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责藻燥责造藻

缘援 无复数形式的不可数名词常见的有
· ａｄｖｉｃｅ（忠告） · ｂａｇｇａｇｅ（行李） · ｂｒｅａｄ（面包）
· ｃｈａｌｋ（粉笔） ·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衣物） ·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设备）
·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家具）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情报）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机械）
· ｎｅｗｓ（消息） ·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演出） · ｐｏｅｔｒｙ（诗歌）
· ｇｒａｓｓ（草） · ｒｉｃｅ（大米） · ｓｃｅｎｅｒｙ（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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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词 的 格

名词的格是个语法范畴，表示名词与其他词在句中的关系。

现代英语名词有两个格：通格（悦燥皂皂燥灶 悦葬泽藻）和属格（郧藻灶蚤贼蚤增藻
悦葬泽藻）。当名词在句中充当主语、宾语或补语时，名词词形无变化，
也就是说，采取通格的形式。当名词在句中表示所有或其他某些

关系时，名词采用属格的形式。名词的属格又分两种：鄄’泽 属格或
所有格；燥枣属格。

员援 鄄’泽 属格可用于

员）人名，有生命或被视为有生命的东西的名词。

摇 ·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ｓ 责燥藻皂泽；ｗｏｒｋｅｒｓ 枣葬皂蚤造蚤藻泽；贼澡藻 Ｐａｒｔｙｓ 责燥造蚤糟赠；
贼澡藻 ｍｅｎｓ 则燥燥皂

圆）天体和时间名称的名词。

摇 · 贼澡藻 ｍｏｏｎｓ 燥则遭蚤贼；贼澡藻 ｓｕｎｓ 则燥贼葬贼蚤燥灶；ｔｏｄａｙｓ 皂葬早葬扎蚤灶藻；
葬灶 ｈｏｕｒｓ 凿则蚤增藻

猿）工业、科技、交通、电讯、文化艺术活动等名称的名词。

摇 · 贼澡藻 ｐｌａｎｔｓ 贼藻糟澡灶蚤糟葬造 枣燥则糟藻；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ｓ 糟燥灶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贼澡藻
ｂｏｏｋｓ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糟藻

源）鄄蒺泽 属格所修饰名词的省略。
（员）鄄蒺泽属格所修饰的名词，如前已出现，则可以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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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 Ｔｈ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蚤泽 灶燥贼 皂蚤灶藻，遭怎贼 悦燥皂则葬凿藻 宰葬灶早蒺泽援
摇 · 栽澡藻泽藻 葬则藻 Ｊｏｈｎｓ ｂｏｏｋｓ 葬灶凿 贼澡燥泽藻 葬则藻 Ｍａｒｙｓ援
（圆）鄄蒺泽属格后的名词如指商店、家宅等地点，该名词亦常省

略。

摇 · 葬贼 贼澡藻 ｄｏｃｔｏｒｓ；灶藻葬则 贼澡藻 ｇｒｏｃｅｒｓ；贼燥 皂赠 ｕｎｃｌｅｓ

圆援 燥枣 属格可用于

员）名词后面，跟后置修饰语或同位语时

摇 · 栽澡藻 糟蚤贼赠 燥枣 晕藻憎糟葬泽贼造藻 造蚤藻泽 葬贼 贼澡藻 皂燥怎贼澡 ｏｆ 贼澡藻 晕藻憎糟葬泽贼造藻 砸蚤增藻则援
摇 · 酝则 杂皂蚤贼澡 蚤泽 葬 枣燥则藻蚤早灶 贼藻葬糟澡藻则 ｏｆ 葬 怎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蚤灶 悦澡蚤灶葬援

圆）以定冠词加分词或形容词表示一类人时

摇 · 贼澡藻 泽贼则怎早早造藻 ｏｆ 贼澡藻 燥责责则藻泽泽藻凿（被压迫人民的斗争）
摇 · 贼澡藻 造蚤增藻造蚤澡燥燥凿 ｏｆ 贼澡藻 责燥燥则（穷人的生计）

猿援 鄄蒺泽 属格与燥枣 属格在用法上的区别
员）当鄄蒺泽 属格表示事物类别或属性时，不用燥枣 属格代替

摇 ·“儿童画报”应是 糟澡蚤造凿则藻灶蒺泽 责蚤糟贼燥则蚤葬造，而不是 责蚤糟贼燥则蚤葬造 燥枣 糟澡蚤造鄄
凿则藻灶；“男式服装”应为皂藻灶蒺泽 糟造燥贼澡蚤灶早 而不是 糟造燥贼澡蚤灶早 燥枣 皂藻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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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在某些习语中只能用鄄蒺泽 属格，有些结构中只能用燥枣 属
格

摇 · 葬贼 ｏｎｅｓ 憎蚤贼泽 藻灶凿；葬 憎燥造枣 蚤灶 ｓｈｅｅｐｓ 糟造燥贼澡蚤灶早；贼澡藻 蚤灶糟燥皂藻
ｏｆ 贼澡藻 则蚤糟澡；贼澡藻 泽怎早早藻泽贼蚤燥灶 ｏｆ 贼澡燥泽藻 责则藻泽藻灶贼 葬贼 贼澡藻 皂藻藻贼蚤灶早

猿）燥枣 属格可表示同位关系；而鄄蒺泽 属格通常不这样用

摇 · 贼澡藻 糟蚤贼赠 ｏｆ 晕藻憎 再燥则噪（纽约市）；贼澡藻 贼藻灶 ｏｆ 怎泽（我们十个人）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１
栽澡藻则藻 葬则藻 圆园 蚤贼藻皂泽 蚤灶 贼澡蚤泽 藻曾藻则糟蚤泽藻援 栽澡藻则藻 葬则藻 枣燥怎则 憎燥则凿泽 燥则 责澡则葬泽藻泽
皂葬则噪藻凿 粤，月，悦 葬灶凿 阅 遭藻灶藻葬贼澡 藻葬糟澡 泽藻灶贼藻灶糟藻援 悦澡燥燥泽藻 贼澡藻 憎燥则凿 燥则
责澡则葬泽藻 贼澡葬贼 遭藻泽贼 糟燥皂责造藻贼藻泽 贼澡藻 泽藻灶贼藻灶糟藻援

员援 杂燥皂藻 圆园园 憎藻则藻 责则藻泽藻灶贼藻凿 葬贼 贼澡藻 糟燥灶枣藻则藻灶糟藻援
粤援 责葬责藻则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月援 责蚤藻糟藻泽 燥枣 责葬责藻则
悦援 责葬责藻则泽 阅援 责蚤藻糟藻泽 燥枣 责葬责藻则泽

圆援 陨 憎葬灶贼 贼澡则藻藻 援
粤援 凿燥扎藻灶泽 藻早早泽 月援 凿燥扎藻灶泽 燥枣 藻早早
悦援 凿燥扎藻灶 燥枣 藻早早 阅援 凿燥扎藻灶 燥枣 藻早早泽

猿援 栽澡藻 则藻泽贼 燥枣 贼澡藻 糟则藻憎 燥枣 贼澡藻 泽澡蚤责 早燥蚤灶早 贼燥 糟燥皂藻 遭葬糟噪
澡燥皂藻援
粤援 葬则藻 灶燥贼 月援 澡葬泽 灶燥贼 遭藻藻灶
悦援 蚤泽 灶燥贼 阅援 澡葬增藻 灶燥贼 遭藻藻灶

源援 孕造藻葬泽藻 泽怎责责造赠 蚤贼 贼燥 贼澡燥泽藻 则怎灶灶蚤灶早 泽澡燥则贼援
粤援 枣燥燥凿 蚤泽 月援 憎澡燥泽藻 枣燥燥凿 蚤泽
悦援 枣燥燥凿泽 葬则藻 阅援 憎澡燥泽藻 枣燥燥凿泽 葬则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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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援 栽澡藻 灶藻憎泽 蚤泽 遭葬凿援 粤造造 葬则藻 贼燥 糟燥泽贼 皂燥则藻，藻泽责藻糟蚤葬造造赠
枣蚤泽澡 葬灶凿 枣则怎蚤贼援
粤援 枣燥燥凿 月援 枣燥燥贼
悦援 枣燥燥凿泽 阅援 枣燥燥贼泽

远援 杂藻增藻灶贼赠 责藻则糟藻灶贼 憎藻造造鄄藻凿怎糟葬贼藻凿 蚤灶 贼澡蚤泽 葬则藻葬援
粤援 蚤泽 月援 葬则藻
悦援 澡葬泽 阅援 澡葬增藻

苑援 韵怎则 糟燥皂皂蚤贼贼藻藻 糟燥灶泽蚤凿藻则藻凿 赠燥怎则 则藻择怎藻泽贼援
粤援 澡葬增藻 月援 澡葬泽
悦援 澡葬增蚤灶早 阅援 澡葬增蚤灶早 遭藻藻灶

愿援 阅燥皂藻泽贼蚤糟 糟葬贼贼造藻 怎泽 憎蚤贼澡 皂蚤造噪，遭藻藻枣 葬灶凿 澡蚤凿藻泽援
粤援 责则燥增蚤凿藻 月援 责则燥增蚤凿藻泽
悦援 蚤泽 责则燥增蚤凿蚤灶早 阅援 辕

怨援 匀藻 憎葬泽 贼燥造凿 贼燥 遭怎赠 燥灶 澡蚤泽 憎葬赠 澡燥皂藻援
粤援 贼澡则藻藻 遭则藻葬凿泽 月援 贼澡则藻藻 造燥葬枣 燥枣 遭则藻葬凿泽
悦援 贼澡则藻藻 造燥葬增藻泽 燥枣 遭则藻葬凿泽 阅援 贼澡则藻藻 造燥葬增藻泽 燥枣 遭则藻葬凿

员园援 匀燥憎 凿燥 赠燥怎 澡葬增藻？
粤援 皂葬灶赠 造怎早早葬早藻泽 月援 皂葬灶赠 责蚤藻糟藻泽 燥枣 造怎早早葬早藻泽
悦援 皂怎糟澡 造怎早早葬早藻 阅援 皂葬灶赠 造怎早早葬早藻

员员援 陨 憎蚤造造 灶藻藻凿 葬遭燥怎贼 贼澡藻 糟造蚤皂葬贼藻 遭藻枣燥则藻 陨 皂葬噪藻 葬 枣蚤灶葬造
凿藻糟蚤泽蚤燥灶援
粤援 葬 枣藻憎 蚤灶枣燥则皂葬贼蚤燥灶泽 月援 葬 枣藻憎 蚤灶枣燥则皂葬贼蚤燥灶
悦援 葬 造蚤贼贼造藻 蚤灶枣燥则皂葬贼蚤燥灶泽 阅援 葬 造蚤贼贼造藻 蚤灶枣燥则皂葬贼蚤燥灶

员圆援 韵怎则 泽糟澡燥燥造 遭燥怎早澡贼 赠藻泽贼藻则凿葬赠援
粤援 皂葬灶赠 枣蚤则藻 藻择怎蚤责皂藻灶贼泽 月援 皂葬灶赠 枣蚤则藻 藻择怎蚤责皂藻灶贼
悦援 皂葬灶赠 责蚤藻糟藻泽 燥枣 枣蚤则藻 藻择怎蚤责皂藻灶贼泽 阅援 皂怎糟澡 枣蚤则藻 藻择怎蚤责皂藻灶贼

员猿援 燥枣 凿葬皂葬早藻 憎葬泽 凿怎藻 贼燥 贼澡藻蚤则 糟葬则藻造藻泽泽灶藻泽泽援
粤援 粤 遭蚤早 择怎葬灶贼蚤贼赠 月援 粤 造葬则早藻 灶怎皂遭藻则 燥枣
悦援 粤 枣藻憎 阅援 粤 早则藻葬贼 凿藻葬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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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源援 蚤灶 贼澡蚤泽 遭燥燥噪 怎灶贼燥造凿援
粤援 粤 灶怎皂遭藻则 燥枣 皂蚤泽贼葬噪藻泽；葬则藻 月援 栽澡藻 灶怎皂遭藻则 燥枣 皂蚤泽贼葬噪藻泽；蚤泽
悦援 栽澡藻 葬皂燥怎灶贼 燥枣 皂蚤泽贼葬噪藻泽；蚤泽 阅援 栽澡藻 葬皂燥怎灶贼 燥枣 皂蚤泽贼葬噪藻；蚤泽

员缘援 栽澡藻赠 憎藻灶贼 贼燥 泽藻藻 贼澡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 憎蚤贼澡 援
粤援 葬 遭怎灶糟澡 燥枣 则燥泽藻泽 月援 葬 遭怎灶凿造藻 燥枣 则燥泽藻泽
悦援 葬 遭怎灶糟澡 燥枣 则燥泽藻 阅援 葬 遭怎灶凿造藻 燥枣 则燥泽藻

员远援 酝葬赠 陨 澡葬增藻 贼憎燥 蚤灶泽贼藻葬凿 燥枣 遭藻葬灶泽，责造藻葬泽藻？
粤援 糟燥则灶蒺泽 藻葬则 月援 糟燥则灶 藻葬则泽
悦援 藻葬则泽 燥枣 糟燥则灶 阅援 藻葬则 燥枣 糟燥则灶泽

员苑援 粤泽蚤葬 糟燥增藻则泽 燥灶藻鄄贼澡蚤则凿 燥枣 贼澡藻 援
粤援 藻葬则贼澡蒺泽 造葬灶凿 葬则藻葬 月援 造葬灶凿 葬则藻葬 燥枣 藻葬则贼澡
悦援 藻葬则贼澡 葬则藻葬 阅援 贼澡藻 葬则藻葬 燥枣 贼澡藻 藻葬则贼澡 造葬灶凿

员愿援 陨 憎蚤造造 早燥 贼燥 贼澡藻 葬蚤则责燥则贼 贼燥 皂藻藻贼 援
粤援 葬灶 燥造凿 枣则蚤藻灶凿 燥枣 皂赠 枣葬贼澡藻则 月援 皂赠 枣葬贼澡藻则蒺泽 葬灶 燥造凿 枣则蚤藻灶凿
悦援 葬灶 燥造凿 枣则蚤藻灶凿 燥枣 皂赠 枣葬贼澡藻则蒺泽 阅援 葬灶 燥造凿 皂赠 枣葬贼澡藻则蒺泽 枣则蚤藻灶凿

员怨援 匀蚤泽 皂燥贼澡藻则 憎葬泽 蚤灶 澡燥泽责蚤贼葬造援 匀藻 葬泽噪藻凿 枣燥则 葬 贼燥 造燥燥噪
葬枣贼藻则 澡藻则援
粤援 贼澡则藻藻 凿葬赠蒺泽 泽蚤糟噪 造藻葬增藻 月援 贼澡则藻藻 凿葬赠泽蒺 泽蚤糟噪 造藻葬增藻
悦援 贼澡则藻藻鄄凿葬赠蒺泽 泽蚤糟噪 造藻葬增藻 阅援 贼澡则藻藻鄄凿葬赠泽蒺 泽蚤糟噪 造藻葬增藻

圆园援“宰澡藻则藻 蚤泽 皂赠 糟葬责？”“陨贼 蚤泽 燥灶 贼澡藻 援 ”
粤援 噪蚤贼糟澡藻灶 糟燥怎灶贼藻则 月援 噪蚤贼糟澡藻灶蒺泽 糟燥怎灶贼藻则
悦援 糟燥怎灶贼藻则 燥枣 噪蚤贼糟澡藻灶 阅援 糟燥怎灶贼藻则 燥枣 噪蚤贼糟澡藻灶蒺泽

蔻代词
代词是能在句中代替名词（词组）的词，可分类如下：人称代

词、物主代词、自身代词、相互代词、疑问代词、不定代词、连接代

词、关系代词、指示代词。本节重点介绍三类：疑问代词、不定代

词、关系代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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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援 疑问代词
疑问代词在句中位于谓语动词之前，无性、数变化。包括

憎澡燥，憎澡燥皂，憎澡燥泽藻，憎澡蚤糟澡，憎澡葬贼。其用法如下：

员）憎澡燥 指人，憎澡蚤糟澡 指物，憎澡葬贼 指物或人。

摇 · Ｗｈｏ 蚤泽 蚤灶 贼澡藻 则燥燥皂 ？酝葬则赠援
摇 · Ｗｈｏ 葬则藻 蚤灶 贼澡藻 造蚤遭则葬则赠 ？栽憎燥 遭燥赠泽 葬灶凿 葬 枣藻憎 早蚤则造泽援
摇 · Ｗｈｏ 藻造泽藻 糟燥怎造凿 澡葬增藻 凿燥灶藻 蚤贼 ？
摇 · 栽澡蚤泽 蚤泽 皂赠 澡葬贼，ｗｈｉｃｈ 蚤泽 赠燥怎则泽？
摇 · Ｗｈｉｃｈ 燥枣 贼澡藻 灶燥增藻造泽 凿燥 赠燥怎 造蚤噪藻 遭藻泽贼？
摇 · Ｗｈａｔ 蚤泽 燥灶 贼澡藻 贼葬遭造藻？
摇 · Ｗｈａｔ！晕燥 憎葬贼藻则 蚤灶 贼澡藻 贼葬灶噪！
摇 · 阅蚤凿灶蒺贼 赠燥怎 则藻糟燥早灶蚤扎藻 澡蚤皂？Ｗｈａｔ 蚤枣 陨 凿蚤凿？

圆）憎澡燥泽藻，憎澡燥皂
憎澡燥泽藻是 憎澡燥的属格，憎澡燥皂是 憎澡燥的宾格。

摇 · Ｗｈｏｓｅ 蚤泽 贼澡蚤泽 则葬蚤灶糟燥葬贼？
摇 · Ｗｈｏ（ｍ）凿蚤凿 赠燥怎 皂藻藻贼 葬贼 贼澡藻 贼澡藻葬贼则藻？
摇 · 栽燥 ｗｈｏｍ 凿蚤凿 赠燥怎 泽藻灶凿 贼澡藻 责葬则糟藻造？

圆援 关系代词
关系代词（憎澡燥，憎澡燥皂，憎澡燥泽藻，憎澡蚤糟澡，贼澡葬贼）用来引导修饰

名词词组的关系分句。它代表先行词，同时在所引导的整个分句

中构成一定的句子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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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憎澡燥，憎澡燥皂，憎澡燥泽藻 用来指人或其他有生命的东西；
憎澡蚤糟澡 通常指物；贼澡葬贼 指人或物，但只用于限制性定语从
句。

摇 · 陨 躁怎泽贼 泽责燥噪藻 贼燥 贼澡藻 凿燥糟贼燥则 ｗｈｏ 蚤泽 葬灶 藻赠藻 泽责藻糟蚤葬造蚤泽贼援
摇 · 栽澡藻 藻造藻糟贼则蚤糟蚤葬灶 ｗｈｏ（ｍ）赠燥怎 皂藻灶贼蚤燥灶藻凿 澡葬泽 灶燥贼 糟燥皂藻援
摇 · 栽澡藻赠 增蚤泽蚤贼藻凿 葬 枣藻憎 枣葬糟贼燥则蚤藻泽 ｗｈｏｓｅ 责则燥凿怎糟贼泽 澡葬凿 葬 早燥燥凿

皂葬则噪藻贼援
摇 · 月则燥憎灶蚤藻，ｗｈｏ 蚤泽 遭葬则噪蚤灶早，蚤泽 蚤造造援
摇 · 栽澡藻 凿燥早 ｗｈｉｃｈ 蚤泽 则怎灶灶蚤灶早 蚤泽 栽燥皂蒺泽援
摇 · 栽澡藻 遭燥燥噪，ｗｈｉｃｈ 憎葬泽 则藻糟藻灶贼造赠 责怎遭造蚤泽澡藻凿，蚤泽 增藻则赠 蚤灶贼藻则藻泽贼蚤灶早援
摇 · 阅蚤凿 赠燥怎 泽藻藻 贼澡藻 造藻贼贼藻则 ｔｈａｔ 糟葬皂藻 贼燥凿葬赠？
摇 · 栽澡藻则藻蒺泽 贼澡藻 皂葬灶 ｔｈａｔ 糟燥皂藻泽 澡藻则藻 藻增藻则赠 皂燥则灶蚤灶早援

圆）当定语从句的先行词有葬造造，葬灶赠，皂怎糟澡，灶燥，燥灶造赠，造蚤贼鄄
贼造藻 修饰，或其本身就是灶燥贼澡蚤灶早，葬造造，葬灶赠，造蚤贼贼造藻 ，皂怎糟澡，葬灶鄄
赠贼澡蚤灶早 等不定代词时，应用关系代词 贼澡葬贼。

摇 · 粤造造 ｔｈａｔ 泽澡藻 造葬糟噪藻凿 憎葬泽 贼则葬蚤灶蚤灶早援
摇 · 栽澡藻则藻蒺泽 灶燥贼 皂怎糟澡 ｔｈａｔ 糟葬灶 遭藻 凿燥灶藻 灶燥憎援
摇 · 匀藻 憎葬泽 贼澡藻 燥灶造赠 枣燥则藻蚤早灶藻则 ｔｈａｔ 陨 泽葬憎 葬贼 贼澡藻 责葬则贼赠援
摇 · 陨泽 贼澡藻则藻 葬灶赠贼澡蚤灶早 蚤灶 贼澡蚤泽 遭燥燥噪 ｔｈａｔ 蚤泽 憎燥则贼澡 则藻葬凿蚤灶早 ？

猿）无先行词的关系代词充当句子主、宾、补语时，仅起连
接作用。这类关系代词有 憎澡葬贼，憎澡葬贼藻增藻则，憎澡燥藻增藻则，
憎澡蚤糟澡藻增藻则 等。

摇 · Ｗｈａｔ 陨 憎葬灶贼 蚤泽 憎葬贼藻则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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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 栽澡藻赠 葬造憎葬赠泽 早蚤增藻 贼澡藻 葬增葬蚤造葬遭造藻 泽藻葬贼泽 贼燥 ｗｈｏｅｖｅｒ 糟燥皂藻泽 枣蚤则泽贼援
摇 · 悦燥造造藻早藻 泽贼怎凿藻灶贼泽 葬则藻 枣则藻藻 贼燥 泽贼怎凿赠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蚤灶贼藻则藻泽贼泽 贼澡藻皂援
摇 · 陨 凿燥灶蒺贼 噪灶燥憎 ｗｈａｔ 澡藻 凿蚤凿援
摇 · 郧蚤增藻 蚤贼 贼燥 ｗｈｏｅｖｅｒ 赠燥怎 泽藻藻 蚤灶 贼澡藻 糟造葬泽泽则燥燥皂援
摇 · 粤造造 贼澡藻 遭燥燥噪泽 葬则藻 澡藻则藻援 再燥怎 皂葬赠 遭燥则则燥憎 ｗｈｉｃｈｅｖｅｒ 赠燥怎 造蚤噪藻援

猿援 不定代词
不定代词是非指特定对象的代词，包括 葬造造，藻葬糟澡，藻增藻则赠燥灶藻

（藻增藻则赠遭燥凿赠，藻增藻则赠贼澡蚤灶早），遭燥贼澡，藻灶燥怎早澡，皂葬灶赠，皂怎糟澡 枣藻憎，造蚤贼鄄
贼造藻，藻蚤贼澡藻则，灶藻蚤贼澡藻则，燥贼澡藻则，葬灶燥贼澡藻则，燥灶藻 以及复合不定代词
泽燥皂藻贼澡蚤灶早（遭燥凿赠），葬灶赠贼澡蚤灶早（遭燥凿赠），灶燥贼澡蚤灶早（遭燥凿赠）等。

员）葬造造，藻葬糟澡，藻增藻则赠燥灶藻，灶燥灶藻，灶燥 燥灶藻 的区别。
葬造造 含“每件事物”之义；
藻葬糟澡 表示总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或事物，侧重个体；
藻增藻则赠 只表示总数为三个或三个以上的人或事物；侧重全体；
燥灶藻 前有形容词修饰时，用不定冠词，其复数为 燥灶藻泽；
灶燥 燥灶藻 表示“一个也没有”；
灶燥灶藻表示“……之中没有一个”。

摇 · 栽澡葬贼蒺泽 ａｌｌ 枣燥则 贼燥凿葬赠援
摇 · 栽澡藻 葬怎凿蚤藻灶糟藻 ａｌｌ 葬早则藻藻凿 贼澡葬贼 贼澡藻 耘灶早造蚤泽澡 耘增藻灶蚤灶早 憎葬泽 葬

早则藻葬贼 泽怎糟糟藻泽泽援
摇 · 栽澡藻 早造葬泽泽藻泽 憎藻则藻 ａｌｌ 遭则燥噪藻灶援
摇 · 栽憎燥 早蚤则造泽 糟葬皂藻 葬灶凿 陨 早葬增藻 葬灶 葬责责造藻 贼燥 ｅａｃｈ援
摇 · 酝葬灶赠 早蚤则造泽 糟葬皂藻 葬灶凿 陨 早葬增藻 葬灶 葬责责造藻 贼燥 ｅａｃｈ ／ ｅｖｅｒｙ 燥灶藻 燥枣

贼澡藻皂援
在下面这句中只能用 藻葬糟澡：
栽憎燥 皂藻灶 糟葬皂藻 蚤灶贼燥 贼澡藻 则燥燥皂援 耘葬糟澡 糟葬则则蚤藻凿 葬灶 怎皂遭则藻造造葬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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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增藻则赠燥灶藻 与 藻增藻则赠 燥灶藻 在词义上有区别，前者只能指人，后者
可指人也可指物。

摇 ·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燥增藻则 藻蚤早澡贼藻藻灶 澡葬泽 葬 增燥贼藻援
摇 · Ｅｖｅｒｙ ｏｎｅ 葬凿皂蚤则藻凿 贼澡藻 皂葬贼澡藻皂葬贼蚤糟蚤葬灶援
摇 · 栽澡藻赠 澡葬增藻 噪藻责贼 ｅｖｅｒｙ ｏｎｅ 燥枣 燥怎则 造藻贼贼藻则泽援
摇 · 栽澡蚤泽 糟葬则 澡葬灶凿造藻泽 皂怎糟澡 遭藻贼贼藻则 贼澡葬灶 贼澡藻 燥造凿 燥灶藻援
摇 ·“再藻泽，陨蒺凿 造蚤噪藻 贼燥 贼则赠 燥灶 贼澡燥泽藻 遭则燥憎灶 燥灶藻泽援 ”
摇 · 晕燥灶藻 燥枣 贼澡藻 早蚤则造泽 糟葬皂藻 燥灶 贼澡藻 贼则蚤责援
摇 · 匀藻 憎葬泽 造藻枣贼 葬造燥灶藻，憎蚤贼澡 灶燥 燥灶藻 贼燥 造燥燥噪 葬枣贼藻则 澡蚤皂援

圆）遭燥贼澡，灶藻蚤贼澡藻则，藻蚤贼澡藻则，燥贼澡藻则，葬灶燥贼澡藻则 的区别：
遭燥贼澡 表示整体，指两人或两物；
藻蚤贼澡藻则 指“两者之中任何一个”；
灶藻蚤贼澡藻则指“两者之中都不”；
燥贼澡藻则 表示“另外的人或物”，其复数为 燥贼澡藻则泽；
葬灶燥贼澡藻则表示不定数目中的“另一个”，其复数为 泽燥皂藻 辕 葬灶赠

燥贼澡藻则泽，泽燥皂藻 辕 葬灶赠 皂燥则藻。

摇 · 陨 澡葬增藻 贼憎燥 遭则燥贼澡藻则泽，贼澡藻赠 葬则藻 ｂｏｔｈ 藻灶早蚤灶藻藻则泽援
摇 · 宰藻 ｂｏｔｈ 憎燥则噪 增藻则赠 澡葬则凿援
摇 · 陨泽 辕 粤则藻 ｅｉｔｈｅｒ 燥枣 贼澡藻 遭燥赠泽 则藻葬凿赠？
摇 · Ｎｅｉｔｈｅｒ 燥枣 贼澡藻 遭燥燥噪泽 蚤泽 辕 葬则藻 增藻则赠 蚤灶贼藻则藻泽贼蚤灶早援
摇 · 陨 凿燥灶蒺贼 造蚤噪藻 贼澡藻泽藻援 悦葬灶 赠燥怎 泽澡燥憎 皂藻 葬灶赠 ｏｔｈｅｒｓ？
摇 · 韵枣 贼澡藻 贼憎燥 葬责责造蚤糟葬灶贼泽 燥灶藻 蚤泽 葬 泽贼怎凿藻灶贼 葬灶凿 贼澡藻 ｏｔｈｅｒ 葬 贼藻曾鄄

贼蚤造藻 憎燥则噪藻则援
摇 · 栽澡藻 早造葬泽泽 蚤泽 遭则燥噪藻灶，早藻贼 皂藻 ａｎｏｔｈｅｒ援
摇 · 孕造藻葬泽藻 造藻贼 皂藻 泽藻藻 泽燥皂藻 ｏｔｈｅｒｓ 辕 ｍｏｒｅ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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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泽燥皂藻燥灶藻 辕 遭燥凿赠 辕 贼澡蚤灶早，泽燥皂藻贼澡蚤灶早 藻造泽藻 与葬灶赠燥灶藻 辕
遭燥凿赠 辕 贼澡蚤灶早，葬灶赠贼澡蚤灶早 的区别：

一般地说，凡 泽燥皂藻 类的词用于陈述句，而 葬灶赠类的词用于疑
问、否定以及从句内。

摇 · 杂澡藻 葬造憎葬赠泽 遭怎赠泽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葬憎枣怎造 枣燥则 皂赠 遭蚤则贼澡凿葬赠援
摇 · 杂葬则葬澡 泽葬蚤凿 泽澡藻 澡藻葬则凿 ｓｏｍｅｏｎｅ 蚤灶 贼澡藻 葬贼贼蚤糟，遭怎贼 憎澡藻灶 憎藻

造燥燥噪鄄藻凿 憎藻 凿蚤凿灶蒺贼 枣蚤灶凿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援
摇 · 栽澡葬贼 凿葬赠 ｎｏｔｈｉｎｇ 蚤灶贼藻则藻泽贼藻凿 澡藻则援
摇 · 粤造皂燥泽贼 藻增藻则赠凿葬赠 憎藻 泽藻藻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蚤灶 贼澡藻 责葬责藻则泽 葬遭燥怎贼

贼澡藻 造葬贼藻泽贼 凿藻增藻造燥责皂藻灶贼 蚤灶 贼澡藻 泽责葬糟藻 则葬糟藻援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２
员援 凿燥 赠燥怎 造蚤噪藻 遭藻泽贼 原 赠燥怎则 皂燥贼澡藻则 燥则 赠燥怎则 枣葬贼澡藻则？

粤援 宰澡燥 月援 宰澡蚤糟澡
悦援 宰澡蚤糟澡 燥灶藻 阅援 宰澡燥泽藻

圆援 澡葬泽 贼葬噪藻灶 皂赠 凿蚤糟贼蚤燥灶葬则赠 葬憎葬赠？
粤援 宰澡燥 燥枣 赠燥怎 月援 宰澡蚤糟澡 燥枣 赠燥怎
悦援 宰澡蚤糟澡 阅援 宰澡燥皂

猿援 云则燥皂 凿蚤凿 赠燥怎 早藻贼 贼澡藻 糟葬泽泽藻贼贼藻？
粤援 憎澡燥 月援 憎澡燥泽藻
悦援 憎澡燥皂 阅援 憎澡葬贼

源援 陨 凿燥灶蒺贼 噪灶燥憎 燥则 澡藻 蚤泽；葬灶凿 陨 凿燥灶蒺贼 糟葬则藻援
粤援 憎澡燥援 援 援 憎澡燥泽藻 月援 憎澡燥援 援 援 憎澡葬贼
悦援 憎澡燥泽藻援 援 援 憎澡燥皂 阅援 憎澡燥援 援 援 憎澡燥

缘援 栽澡藻 责藻燥责造藻 陨 泽葬憎 憎藻则藻 怎灶憎蚤造造蚤灶早 贼燥 早燥 燥怎贼 藻增藻灶 葬枣贼藻则
蚤贼 早燥贼 造蚤早澡贼援
粤援 憎澡蚤糟澡 月援 憎澡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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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援 憎澡燥 阅援 贼澡葬贼
远援 粤造造 早造蚤贼贼藻则泽 蚤泽 灶燥贼 早燥造凿援

粤援 憎澡葬贼 月援 贼澡葬贼
悦援 贼澡燥泽藻 阅援 憎澡蚤糟澡

苑援 栽澡藻则藻蒺泽 灶燥贼 皂怎糟澡 糟葬灶 遭藻 凿燥灶藻 灶燥憎援
粤援 憎澡葬贼 月援 贼澡葬贼
悦援 憎澡蚤糟澡 阅援 蚤贼

愿援 栽澡藻 燥灶造赠 贼澡蚤灶早 则藻葬造造赠 皂葬贼贼藻则泽 贼燥 贼澡藻 糟澡蚤造凿则藻灶 蚤泽 澡燥憎
泽燥燥灶 贼澡藻赠 糟葬灶 则藻贼怎则灶 贼燥 贼澡藻蚤则 葬怎灶贼 葬灶凿 怎灶糟造藻蒺泽 枣葬则皂援
粤援 憎澡葬贼 月援 贼澡葬贼
悦援 憎澡蚤糟澡 阅援 燥枣 憎澡蚤糟澡

怨援 憎藻则藻 噪灶燥憎灶 葬泽“遭葬则藻枣燥燥贼 凿燥糟贼燥则泽”憎藻则藻 灶燥贼 遭葬则藻鄄
枣燥燥贼藻凿援
粤援 栽澡燥泽藻 月援 宰澡葬贼
悦援 宰澡蚤糟澡 阅援 韵枣 憎澡蚤糟澡

员园援 燥灶藻 燥枣 贼澡藻 贼憎燥 遭燥赠泽 憎葬灶贼泽 贼燥 贼则赠援
粤援 耘葬糟澡 月援 耘增藻则赠
悦援 晕燥 阅援 杂燥皂藻

员员援 陨蒺增藻 蚤灶增蚤贼藻凿 燥枣 皂赠 糟燥造造藻葬早怎藻泽 蚤灶 贼怎则灶援
粤援 藻增藻则赠 月援 灶燥灶藻
悦援 灶燥 燥灶藻 阅援 藻葬糟澡

员圆援 栽澡藻赠 澡葬增藻 噪藻责贼 燥枣 燥怎则 造藻贼贼藻则泽援
粤援 藻增藻则赠燥灶藻 月援 灶燥 燥灶藻
悦援 藻增藻则赠 燥灶藻 阅援 葬灶赠 燥灶藻

员猿援 葬则藻 糟造藻增藻则援
粤援 月燥贼澡 贼澡藻皂 月援 栽澡藻 遭燥贼澡 贼憎燥 遭燥赠泽
悦援 月燥贼澡 燥枣 遭燥赠泽 阅援 月燥贼澡 燥枣 贼澡藻 贼憎燥 遭燥赠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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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源援 月则怎糟藻 葬灶凿 允燥澡灶 澡葬增藻 葬则则蚤增藻凿，遭怎贼 泽贼怎凿藻灶贼泽 蚤灶 贼澡藻
糟造葬泽泽 葬则藻灶蒺贼 澡藻则藻 赠藻贼援
粤援 燥贼澡藻则 月援 贼澡藻 燥贼澡藻则
悦援 贼澡藻 燥贼澡藻则泽 阅援 燥贼澡藻则泽

员缘援 陨灶 泽责则蚤灶早 枣葬则皂藻则泽 葬则藻 遭怎泽赠；泽燥皂藻 葬则藻 责造燥怎早澡蚤灶早，
泽藻藻凿蚤灶早援
粤援 贼澡藻 燥贼澡藻则泽 月援 泽燥皂藻 燥贼澡藻则泽
悦援 燥贼澡藻则泽 阅援 贼澡藻 燥贼澡藻则

员远援 运蚤皂 葬灶凿 栽燥灶赠 憎藻则藻灶蒺贼 贼澡藻 燥灶造赠 责藻燥责造藻 蚤灶 贼澡藻 早葬则葬早藻援 栽澡藻则藻
援

粤援 憎藻则藻 泽燥皂藻 燥贼澡藻则 燥灶藻泽 月援 憎葬泽 葬灶燥贼澡藻则
悦援 憎藻则藻 泽燥皂藻 燥贼澡藻则泽 阅援 憎葬泽 泽燥皂藻燥灶藻 皂燥则藻

员苑援 陨 造蚤噪藻 贼澡蚤泽 责蚤糟贼怎则藻 遭藻贼贼藻则 贼澡葬灶 赠燥怎 泽澡燥憎藻凿 皂藻 赠藻泽贼藻则鄄
凿葬赠援
粤援 贼澡藻泽藻 月援 贼澡藻 燥灶藻
悦援 贼澡藻 燥贼澡藻则 燥灶藻 阅援 燥贼澡藻则 燥灶藻泽

员愿援 陨贼 蚤泽 燥枣 赠燥怎则 遭怎泽蚤灶藻泽泽援
粤援 灶燥贼澡蚤灶早 月援 灶燥灶藻
悦援 灶燥贼 葬灶赠贼澡蚤灶早 阅援 灶燥 贼澡蚤灶早

员怨援 栽燥皂 葬造憎葬赠泽 贼葬造噪泽 葬 造燥贼； 澡藻蒺泽 灶藻增藻则 蚤灶贼藻则藻泽贼藻凿 蚤灶 憎澡葬贼
澡葬泽 贼燥 泽葬赠援

粤援 灶燥 燥灶藻 藻造泽藻 月援 葬灶赠燥灶藻 藻造泽藻
悦援 泽燥皂藻遭燥凿赠 藻造泽藻 阅援 灶燥遭燥凿赠 藻造泽藻

圆园援“粤则藻 皂赠 遭燥燥噪泽 燥灶 贼澡藻 贼葬遭造藻？”“晕燥，贼澡藻则藻 燥灶 贼澡藻
贼葬遭造藻援 ”
粤援 葬则藻灶蒺贼 葬灶赠贼澡蚤灶早 月援 蚤泽灶蒺贼 葬灶赠贼澡蚤灶早
悦援 葬则藻灶蒺贼 泽燥皂藻贼澡蚤灶早 阅援 蚤泽灶蒺贼 泽燥皂藻贼澡蚤灶早

远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