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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课的主要学习内容

学 习 目 标

名词

冠词



一、名词的类别
 

名词

名词分类

专有名词 普通名词



1、专有名词：用来表示某一特定的名词。如人名、地名、事物名、机构名等。

          备注：专有名词前必须零冠词，而且其首字母必须大写。

          如：Jack (杰克)       May(五月)      New York(纽约)          Japan(日本)

          特殊情况：下列专有名词需要加上定冠词the

          如：the United States(美国)        the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2、普通名词：表示一类人或事物共有的名称，或是物质和抽象概念的名称。

      （1）个体名词：表示具有一定形状的个体，为可数名词，有单数和复数之分。

                如：ruler (尺子)         pen（钢笔）     cat(猫)           desk(桌子)

       （2）集合名词：表示一个单位的群体，或者表示被视作整体的人、事、物         

的集体。

               如：police(警察)              staff（员工）         people(人民)

        （3）物质名词：表示不能分别出个体的名词。

                如：juice (橘汁)        wine（啤酒）          water(水)

          （4）抽象名词：表示动作、状态、品质等抽象概念。

               如：work（工作）    news(新闻)        angry（生气）  love（爱）



 二、名词的数

不可数名词可数名词

可以直接以数字来计算的名词 不可以直接以数字计算的名词。
物质名词和抽象名词一般为不可数名词

apple         book        student air         water        patience     love

注意：表达不可数名词的数量，需要借助量词。

如：a bottle of water (一瓶水)         a  loaf of bread (一条面包)

1、



2.名词复数的构成法则

可数名词有单数和复数两种形式。当单指一个事物时，前面用冠词 a, an, the 或

one 表示。当代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时，需要用复数形式。名词的复数的构

成有规则变化和不规则变化两种：

（1） 规则变化

一般情况下加—s

如;cat-cats           banana-bananas            eraser-erasers         hand-hands

以 s, x , ch, sh, o结尾的加-es

如：bus-buses            fox-foxes            tomato-tomatoes      brush-brushes

外来词例外： radio-radios          piano-pianos           photo-photos



以辅音字母+y结尾的单词，把y变成i， 再加-es

如：city-cities              country-countries

注意以元音字母+y结尾的名词单数变复数时，y 不变，直接加s. 如：day-days

以f 或 fe结尾的，把f 或fe变成v，再加es

如： leaf-leaves         life-lives           knife-knives

(2)不规则变化

man-men        woman-women         tooth-teeth          foot-feet

goose-geese         mouse-mice        policeman-policemen    

child-children        ox-oxen

单复数同形的名词

fish-fish                             Chinese-Chinese         Japanese-Japanese

cattle-cattle （牛）            deer-deer（鹿）          sheep-sheep(羊)

aircraft-aircraft(飞机)           giraffe -giraffe  (长颈鹿)      



冠词

冠词的定义

冠词是置于名词前，对名词起限定作用的一种虚词。它是名词的一种标志，

不能单独使用。 冠词分为定冠词（the）和不定冠词（a/an），还有一种

名词前不用冠词的情况叫零冠词。

当后面的名词是以辅音发音开头时，不定冠词用a； 当后面的单词是以元

音发音开头时，不定冠词用an。



一、不定冠词a 和 an 的用法

      1.泛指一类人或物。 相当于any

 A tiger is a furious animal.  老虎是一种凶猛的动物。

      2.表示one 或 every

I have a banana, an apple and a pear. 我有一根香蕉，一个苹果和一个梨。

      3.用于一些固定词组中

 a little/ a bit/ a couple of / in a hurry/ have a cold

      4.用在quite, rather, many, half, what, such 等词后

This is  quite a good movie. 这是一部好电影。

      5.用在so (as/too/how...)+形容词之后

How lovely a dog it is! 多么可爱的狗。



6.用a/an +抽象名词，表示“一件......的事”“一个......的人”

He is a failure. 他是个失败者

7. 表示不确定的“某人”“某物”

A Mr.Smith is calling you. 一位叫史密斯的先生打电话给你。



二、定冠词的用法

1.表示特定的或上文已提到的人或物。

I saw a film yesterday. The film is quite funny. 

我昨晚看了一部电影，电影很有趣。

2.表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西。

The earth moves around the sun. 

地球围绕太阳转。

3.表示江河、山川、群岛、海峡、海湾及国家、党派的名称是

由几个普通名词构成的专有名词时，通常用the.

the Dead Sea 死海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



4. 定冠词+姓氏复数，表示夫妇或一家人

   the Smiths 史密斯夫妇

5.演奏的乐器名称前加定冠词。

play the piano 弹钢琴    

6.用在方位名词前或某些表示时间的词组或惯用语中。

on the left (right)  在左边（右边）           in the west在西方

in the end  最后                                       in the morning早晨

7.某些形容词前加the 表示一类人或物，谓语动词用复数。

The rich become richer while the poor become poorer. 

富的越富，穷的越穷。

The English are humorous

英国人很幽默

       



8.
8.用在单数名词前，表示一类人或一类物。

 The tiger is a furious animal. 老虎是凶残的动物。

9.用在序数词前、形容词的最高级前及表示两者之间的比较中的

“较......者”之前。

 the longest river. 最长的河流

10.用在“几十年代或年龄”之前

  in the 1870s   19世纪70年代

11.用在发明物的名词前

 Alexander Graham Bell invented the phone in 1876. 

贝尔1876年发明了电话。



三、零冠词的用法

1.用在抽象名词、物质名词、单个专有名词、人名、地名等前，一般不用冠词。

如： What she lacks of is love.她缺少关爱

        Failure is the mother of success. 失败是成功之母。

        Jiangxi  Province 江西省

2.球类、棋类运动前都不加冠词

play chess  下象棋                   play football 踢足球

3.名词前有物主代词、指示代词、不定代词、名词所有格等限制时不加冠词。

This is my shoes. 这是我的鞋

4.三餐前不加冠词，但特指时须加，有时也可以加a表示一顿。

What do you usually have for breakfast? 你早餐经常吃什么？

The supper with Jim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was unforgettable.

前天晚上和吉姆共进的晚餐很难忘。



5.四季前一般不加the，但特指必须加the

Spring comes after winter and before summer. 冬去春来，春离夏至。

6.表示独一无二的头衔、职位的名词在句中做宾补、表语、主补以及同位

语时，大多用零冠词。

He was elected president last week. 他上周升任主席。

7.当bike, car , taxi, bus, train, ship 等与介词by连用，表示一种交通方式

时，不用the

Did you go there by car or by ship? 

你是坐小汽车去的还是乘船去的？

8.表示语言的名词前一般不用冠词，但加了language 时需加the

Chinese,   English,  French 

the Chinese language 中文



9.在含有day的节日、假日前，不用冠词，但在含有festival的节

日前，需加冠词。

Children' Day 儿童节          the Spring Festival 春节

the Mid-autumn Festival 中秋节

10.在某些词组中，用不用冠词，所表示的含义不同。如：

go to school 上学                  go to the school 到学校去

in hospital 住院                     in the hospital 在医院里面

in  front of  在......前面            in the front of 在......的前部



课堂练习

1.How many _________would you like to buy?

A.bread               B.water           C.bottle of waters              D.loafs of bread 

2.There are 40________professors in the school.

A.woman          B.women's           C.woman's               D.women

3.Some_________are going to be washed out.

A.photoes          B.photos            C.pieces of photos         D.pieces of photoes

4.Thank you very much for giving us ___________ on this matter.

   A.these informations               B.so many informations

   C.an information                      D.so  much information

5.- What would you like to eat,__________or hamburger?

A.orange juice        B.coffees             C.tea            D.cakes

       



6.When Lily was young , she always has_______bed.

A. the supper in            B.the supper in the            C.supper in            D.supper in the

7.Except_________stars, we didn't see anything but__________space.

A.the, /                B./ , the                C./, /                 D.the, the

8.Who invented______telephone in 1876?

A./                B.a                    C.the                   D.one

9.She watched________TV at 8 o'clock and then she played ______piano for an hour.

A./,/               B.the, the              C.the, /                D./, the

10.________go to the United States on holiday every year.

A. The Smith                  B.A Smith          C.Smiths          D.The Smiths



参考答案

1.D         2.D         3.B         4.D            5.D

6. C        7.  A       8. C        9. D           10.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