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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考前 30分

考点一、none和 nothing的区别

None:

1）既可指人又可指物；特指

2）可与 of连用；

3）常回答 how many/much等引导的疑问句；

4）none往往指三者或三者往往指三者及三者以上中“没有一个”。

Nothing:

1）只可指物；泛指

2）不可与 of连用；

3）一般用来回答含 anything的一般问句及 what引起的特殊问句。

考点二、it, one/ones, that/those辨析

1.it表示特指，可以代替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直接指代前面提到的“同一事物”。

2.one表示泛指，只能代指可数名词，其复数形式是 ones,代替泛指的复数名词, 并且是同类

不同物。

特指的 the one相当于 that, the ones相当于 those。

3.that一般用于比较级的句子中，特指,代替前面提到的“同类”事物的另一个。可代替可数和

不可数名词。

考点三、it的用法

1.it作形式主语，位于句首，而被替代的真正主语后置。

1)代替不定式（短语）、动名词、that从句

Eg: It’s not easy to learn a foreign language.（代替不定式）

It is no use crying over split milk.（代替动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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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amazing that he comes to school so early today.(代替 that从句)

2.It作形式宾语

不定式、动名词短语或名词性从句作宾语时,如果后面带有宾语补足语,常用 it作形式宾

语,而把真正的宾语(不定式、动名词短语或名词性从句)放在宾语补足语的后面。

I find it easy to get on with Jim.

考点四、全部否定和部分否定

all, both, everyone, everybody, everything以及“every+名词”都表示全部肯定;

no one, none, nobody, nothing, not...any以及“no+名词”都表示全部否定;

当 not出现在含有表示全部肯定的不定代词的句子中时,不管 not是在它们之前还是在它们

之后都表示部分否定。

Not all of them smoke. =All of them don’t smoke. 他们当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抽烟。

考点五、形容词比较级形式表最高级意义。

"否定词语+比较级"，"否定词语+ so… as"结构也可以表示最高级含义。例如：

Nothing is so easy as this. 没比这更简单的了。

=Nothing is easier than this.

=This is the easiest thing.

考点六、考查倍数的表达法

倍数+ as + adj.原级 + as=倍数+ the +n+ of=倍数+比较级+than

例如：

这座桥的长度是那座的三倍。

1.This bridge is three times as long as that one.

2. This bridge is three times the length of that one.

你的房间比我的大两倍。

1. Your room is twice larger than mine.

2. Your room is three times the size of 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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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七、情态动词的综合考点

1.情态动词+被动语态

should \can\must\may\will be done

Eg: The modern bridge can be finished on time with this perfect plan.

2.情态动词+完成时态

1) 对过去事实的推测（can\could\may\might have done)

2) 虚拟语气（同下）

3.情态动词+虚拟语气

重点考察四种形式：埋怨语气

四种形式：

1）should /ought to have done vs shouldn't/ought not to have done

肯否：本应该做而未做 vs 本不应该做而做了

Eg: She should/ought to have attended your party, but she had to look after her mother.

2）needn’t have done

否：本来不必做某事而实际上做了

Eg: You needn’t have left so early. It’s 6 o’clock.

3）can (could) have done

肯：本来可以做而实际上未能做

Eg: He could have passed the exam, but he was too lazy.

4）might have done

肯：本可能做而实际上未做

Eg: She might have achieved success, if she had tried her best.

考点八、动词一般过去时相关句型：

1) It is time that sb. did sth. “时间已迟了”“早该……了”

例如：It is time that you went to bed.

2) would（had）rather sb. did sth.表示宁愿某人做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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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I’d rather you came tomorrow.

考点九、现在完成时典型句型：

1）This/It is the+序数词+that引导定语从句 （从句中用现在完成时）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I have heard her sing.

2）This/It is the+形容词最高级+名词+that引导的定语从句

It is the best film that I have ever seen.（从句中用现在完成时）

考点十、一般过去时 VS现在完成时

1）一般过去时表示过去某时发生的动作或单纯叙述过去的事情，强调动作；现在完成

时为过去发生的，强调过去的事情对现在的影响，强调的是影响，且和现在有关。

2）一般过去时常与具体的时间状语连用，而现在完成时通常与模糊的时间状语连用，

或无时间状语。

一般过去时的时间状语：yesterday, last week, ago, in1980, in October, just now 等，皆为

具体的时间状语。

现在完成时的时间状语：for, since, so far, ever, never, just, yet, till/until, up to now, in past

years, always 等，皆不确定的时间状语。

考点十一、非谓语动词做宾语

不定式和动名词做宾语的区别

1) 常接不定式做宾语的动词:

want, hope, manage, demand, promise, refuse, plan, offer, decide, agree, expect, wish, ask

2) 常接动名词做宾语的动词:

admit, allow, appreciate, avoid, consider, delay, dislike, enjoy, escape, excuse, finish, forgive,

imagine, keep, mind, miss, practice, resist, risk, suggest, deny, stand, feel like

3）既可跟不定式，又可跟动名词，但意义有区别

stop to do/ stop doing 停下（手头的事情）去做另外一件事/停止做原来的事情

remember to do/ remember doing 记得要做某事/记得已经做了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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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to do/ try doing 努力做某事/尝试做某事

go on to do/ go on doing 接着做另一件事情/接着做同一件事情

can’t help to do （不能帮忙去做）/ can’t help doing（情不自禁做某事）

mean to do/ mean doing 打算做某事/意味着......

考点十二、非谓语动词中分词做状语

句首：注意主句主语与从句动作的主被动关系，如：

Seen from the hill, the city is very beautiful. (被动)

Seeing from the hill, we find the city very beautiful. (主动)

Having finished his homework, he handed it to the teacher. ( 主动，时间有先后，加 have)

句末：方式、伴随、结果

He ran away, waving to us.

考点十三、非谓语动词做定语的几种形式：

前置定语常考形式：

现在分词和动名词的区别

a sleeping baby (强调名词的状态）

a sleeping bag (强调名词的用途)

现在分词和过去分词的区别

Falling leaves (表动作正在进行)

Fallen leaves (表动作已完成)

后置定语常考几种形式：

The plan to be discussed 将要被讨论的计划

The plan being discussed 正在被讨论的计划

The plan discussed 已经被讨论完的计划

考点十四、such…as…引导的定语从句与 such…that...引导的状语从句的用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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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句中缺成分（主语、宾语或表语），则判断为定语从句，用 as作引导词；如果从

句中不缺成分，则为结果状语从句，用 that引导。例如：

She is such a clever girl as everyone likes.

她是一个人见人爱的聪明女孩。

（likes后缺宾语，所以是定语从句，关系代词 as作 likes的宾语）

She is such a clever girl that everyone likes her.

她是那么聪明的一个女孩以至于每个人都喜欢她。

（likes后有宾语 her，所以是结果状语从句，that只起连接作用，不作句子成分）

考点十五、定语从句关系代词和关系副词的选择

主要看从句中是否缺少成分，如果从句中缺少主语、宾语、表语，用关系代词，缺少状语部

分用关系副词。

Eg: I can never forget the day when we worked together and the day which we spent together.

考点十六、状语从句中 since与 before的句型比较

1. 自从……

It is + 一段时间 ＋ since ＋从句 （一般过去时）

It was + 一段时间 ＋ since ＋从句 （过去完成时）

2. It was + 一段时间 ＋before＋从句 （一般过去时）（过了多长时间才…，事情已发生）

如：It was two years before we met again. 又过了两年我们才再次相见。

It will be ＋一段时间＋before ＋从句 （一般现在时）（要过多久才会……）

如：It will be two years before he leaves the country. 两年后他才离国。

3. It wasn’t +一段时间＋before＋从句（一般过去时）（没多久……就…… ，事情已发生）

如：It wasn’t long before he told me about this affair.没过多久他就告诉了我这件事。

It won’t be ＋一段时间＋before ＋从句 （一般现在时）（不用多久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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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It won’t be two years before he leaves the country. 不用两年，他就将离国。

考点十七、as, though引导的倒装。

as, though 引导的让步状语从句可以倒装。其中 as必须将表语或状语提前引起倒装。

Though可以倒装，也可以不倒装。例如：

Child as /though he was, he knew what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虽然是个小孩，该做什么不做什么，他全知道。

考点十八、so…that与 such…that引导的结果状语从句。

常用结构为：

so+形容词/副词+that从句

so+形容词+a/an+单数可数名词+that从句

such +a/an+形容词+单数可数名词+that从句

such +形容词+复数可数名词/不可数名词+that从句。

考点十九、强调句型的基本结构

基本句型: It is/was+被强调部分+that/who+其他成分。

It was I that/ who didn’t realize all my mistakes until you told me yesterday. （强调主语）

It was all my mistakes that I didn’t realize until you told me yesterday. （强调宾语）

It was not until you told me yesterday that I realized all my mistake. （强调状语）

一般疑问句：Is/ Was it＋被强调部分＋that/ who＋其他部分（用陈述语序）

Was it Tom that won the first prize?

特殊疑问句：特殊疑问词＋is/was＋it＋that＋该句的其余部分，that后只能使用陈述语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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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was it that you met the pop star?

考点二十、倒装句之部分倒装

（一）句首为否定或半否定的词语

句首为否定或半否定的词语，如 no, not, never, seldom, little, hardly, at no time, in no way, not

until… 等。例如： Never have I seen such a performance. 从未见过如此糟糕的表演。

（二）Not only…but also，Hardly/Scarcely…when，No sooner… than的部分倒装。

Not only did he refuse the gift, he but also severely criticized the sender.

（三）so, neither, nor作部分倒装

用这些词表示“也、也不” 的句子要部分倒装。例如：

Tom can speak French and so can Jack. 汤姆会讲法语，杰克也会。

If you won’t go, neither will I.你不去，我也不去。

（四）only置于句首时：Only in this way can you learn English well.

考点二十一、What和 How的感叹句

感叹句通常由 what, how引导，表示赞美、惊叹、喜悦等感情。what修饰名词，how 修

饰形容词，副词或动词，感叹句结构主要有以下几种。

1. How +形容词+ a +名词+ 陈述语序。例如：

How clever a boy he is! 他是多聪明的孩子！

2. How+形容词或副词+陈述语序。例如：

How lovely the baby is! 小毛头真可爱！

3. What +名词+陈述语序。例如：

What noise they are making! 他们真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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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hat +a+形容词+名词+陈述语序。例如：

What a clever boy he is! 他是多聪明的孩子！

考点二十二、虚拟语气常考的几种形式

1、If引导的非真实条件句

与现在事实相反从句：过去式（be用 were）主句：should/would/could/might+动词原形

与过去事实相反从句：had+done 主句：should/would/could/might+have+done

与将来事实相反从句：过去式/should+动词原形/were+to do

主句：should/would/could/might+动词原形

2、名词性从句中的虚拟

表坚持、建议、命令、要求类（单词）用（should）+动词原形表示虚拟。

口诀：一坚持：insist 二命令：order, command

四要求：require, demand, request, ask 四建议：suggest, advise, propose, recommend

考点二十三、义务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总体目标，与分级目标之间的关系。

义务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总体目标是：通过英语学习使学生形成初步的综合语言运用能

力，促进心智发展，提高综合人文素养。小学阶段的英语学习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

出发，采用活动途径，倡导体验、参与、合作与交流的学习方式，发展学生的综合语言应用

能力。

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形成建立在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

等诸方面整体发展的基础之上。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是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基础；文化意识

有利于正确地理解语言和得体地使用语言；有效的学习策略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和发展自主

学习能力；积极的情感态度有利于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和持续发展。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共



英语学科考前 30 分 教师事业部

10

同促进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形成与发展。

考点二十四、课程总目标二级的要求。

对英语学习有持续的兴趣和爱好。

能用简单的英语互致问候，交换有关个人、家庭和朋友的简单信息，并能就日常生活话

题作简短叙述。能在图片的帮助下听懂、读懂并讲述简单的故事，能在教师的帮助下表演小

故事或小短剧，演唱简单的英语歌曲和歌谣。能根据图片、词语或例句的提示，写出简短的

描述。在学习中乐于参与、积极合作、主动请教。初步形成对英语的感知能力和良好的学习

习惯。乐于了解外国文化和习俗。

考点二十五、语言技能包括哪些方面？

语言技能是语言运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技能主要包括听、说、读、写等方面的

技能以及这些技能的综合运用能力。听和读是理解的技能，说和写是表达的技能。它们在语

言学习和交际中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学生应通过大量的专项和综合性语言实践活动，形成

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为真实语言交际打基础。因此，听、说、读、写既是学习的内容，又是

学习的手段。

考点二十六、语言技能二级关于听的要求？

1.能在图片、图像、手势的帮助下，听懂简单的话语或录音材料；

2.能听懂简单的配图小故事；

3.能听懂课堂活动中简单的提问；

4.能听懂常用指令和要求并做出适当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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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二十七、教师做到面向全体学生，为每个学生学习英语奠定基础的体现。

1.教师应充分了解所有学生的现有英语水平和发展需求，选择适当的教学方式和方法，

把握学习难度，调动所有学生的积极性，使他们保持学习英语的信心，体验学习英语的乐趣，

获得学习英语的成功感受，并使他们在各个阶段的学习中不断进步。

2.教师应充分了解学生不同的学习经历、学习水平和学习风格，尊重学生的个体特点，

充分发掘学生的不同潜能，与学生建立真诚、理解和信任的关系，因材施教，鼓励创新，为

学生提供更加广阔的思维空间和自主发展空间。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给予有针

对性的指导。

3.教师应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和步骤，组织多种形式的课堂互动，鼓励学生通过观察、模

仿、体验、探究、展示等方式学习和运用英语，尽可能多地为他们创造语言实践机会，引导

他们学会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教师需努力营造和谐的课堂气氛，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

的语言错误采取宽容的态度，并选择合适的时机和恰当的方法妥善处理。

4.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确立有利于逐步提高学生的基本语言素养和基本外语学

习能力的教学目标。特别是在小学阶段，教师尤其需要注意培养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积极

的学习态度、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创造性运用语言的意识。

考点二十八、组织活动的要求。

⑴活动要有明确的交流目的、真实的交流意义和具体的操作要求，并为学生提供展示学

习成果的机会，使学生能够在个体和合作的实践活动中发展语言与思维能力，并能在展示活

动中感受成功。

⑵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要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生活经验；要尽可

能接近现实生活中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使学生能够理解和掌握目标语言项目的真实意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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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⑶活动应包括学习语言知识和发展语言技能的过程，应使学生通过接触、理解、操练、

运用语言等环节，逐步实现语言的内化和整合，从而提高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活动应有助

于学生学会用英语做事情，特别是用英语获取、处理和传递信息，表达简单的个人观点和感

受，从而提升实际语言运用的能力。

⑷活动不仅限于课堂，还可延伸到课堂之外。活动应有利于英语学科和其他学科的发

展与联系，以促进学生的认知能力、思维能力、审美情趣、想象力和创造力等素质的综合发

展。

考点二十九、课堂提问的基本要求：

1.精心设计问题：问题难度适中，题意明确无歧义；

2.充分估计学生的答案：应充分估计学生的可能答案，可以最大限度地运用问题检测学

生的知识掌握程度，并针对薄弱环节查缺补漏，调整教学进度；

3.恰当地选择提问对象：面向全体学生，针对不同层次学生进行不同难度问题的设置。

要注意保护全班学生，尤其是后进生回答问题的积极性；

4.引导学生进行正确回答，根据学生较为片面的答案，适时引导，加以鼓励，帮助学生

拓展答题思路，总结出正确的答案。

5.及时进行评价和总结。

考点三十、强化巩固的原则和要求。

1.要抓住学生在知识和技能方面的缺陷重点讲、练；

2.紧扣本课、本单元与已学过的语言项目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强化巩固；

3.要紧紧围绕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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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启发学生观察、分析、比较和质疑，并归纳和总结出语言规则；

5.引导学生运用规则，适度演绎引申相关内容，培养和发展他们的自学能力；

6.形式生动活泼，方法多样。切忌教学过程的简单重复和教师唱独角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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