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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英语学科专业知识考前提分手册

一、中小学英语专业知识大纲

重要语法知识点总结：

（一）条件句中的虚拟语气

1、非真实条件句

从句 主句

与过去事实相反 had done
would（should，could，might
have done）

与现在事实相反 did
would（should，could，might）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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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将来事实想法

did
were to do
should do

would（should，could，might）
do

2、虚拟条件句的倒装

虚拟条件句的从句部分含有 were, should, 或 had 时, 可省略 if，再把 were, should 或 had 移

到从句的句首，实行倒装。

Should it rain, the crops would be saved. =Were it to rain, the crops would be saved.假如下雨，庄

稼就有救了。

注意：在虚拟语气的从句中，动词'be'的过去时态一律用"were"，不用 was，即在从句中 be

用 were 代替。例如：

If I were you, I would go to look for him. 如果我是你，就会去找他。

3、But for，without，or，otherwise, given, provided 的含蓄条件句 （would have done）

4.、错综条件句

有时，主句与从句的动作发生在不同的时间，主句从句谓语动词的虚拟语气形式因时间不同

而不同，这种条件句叫做混合条件句。例如：

If you had asked him yesterday, you would know what to do now. 如果你昨天问过他，今天就知

道做什么了。

（从句与过去事实相反，主句与现在事实相反。）

If it had rained last night（过去）, it would be very cold today （现在）.如果昨晚下过雨，今

天就会很冷了。

（二）定语从句中用 that 不用 which 的情况

a) 先行词既有人，又有物时。

b) 先行词为不定代词或被不定代词修饰, anything,nothing, the one, all, much, few, any, littl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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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先行词被序数词、形容词最高级修饰时

d) 先行词被 the only, the very, the next, the last 修饰

e) 在 there be 句型中

（三）易混淆形容词副词辨析

1) close 与 closely

close 意思是"近"；closely 意思是"仔细地"。例如：

He is sitting close to me. 他就坐在我边上。

Watch him closely. 盯着他。

2) late 与 lately

late 意思是"晚"; lately 意思是"最近"。例如：

You have come too late.你来得太晚了。

What have you been doing lately?近来好吗？

3) deep 与 deeply

deep 意思是深，表示空间深度；deeply 时常表示感情上的深度，深深地。例如：

He pushed the stick deep into the mud. 他把棍子深深插进泥里。

Even father was deeply moved by the film. 老爸也被电影深深打动了。

4) high 与 highly

high 表示空间高度；highly 表示程度，相当于 much。例如：

The plane was flying high. 这架飞机飞得很高。

I think highly of your opinion. 你的看法很有道理。

5) wide 与 widely

wide 表示空间宽度;widely 意思是“广泛地”，“在许多地方”。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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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opened the door wide.他把门开得大大的。

English is widely used in the world.英语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

6) free 与 freely

free 的意思是"免费"; freely 的意思是"无限制地"。例如：

You can eat free in my restaurant whenever you like. 无论什么时候，我这饭铺免费对你开放。

You may speak freely; say what you like. 你可以畅所欲言，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7) farther 与 further

一般 father 表示距离，further 表示进一步。例如：

I have nothing further to say. 我没什么要说了。

（四）部分倒装的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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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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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can Jack. 汤姆会讲法语，杰克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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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only + 状语在句首倒装的情况。例如：

Only in this way, can you learn English well. 只有这样，你才能学好英语。

如果句子为主从复合句，则主句倒装，从句不倒装。例如：

Only when he is seriously ill does he ever stay in bed. 病得狠重时，他才卧床休息。

大学英语常识

美国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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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首都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Washington，D.C.）简称华盛顿, D.C.代表 District of

Columbia，是为纪念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和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而命名的。华盛

顿在行政上由联邦政府直辖，不属于任何一个州。

2、国旗：星条旗，50 颗星（50 个州）+13 个红白相间的条纹（建国伊始的 13 块殖民地）。

国歌：《星条旗永不落》（the star-spangled banner）。

3、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总统：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和罗斯福。

4、现任总统特朗普。

5、美国国土面积仅次于中国，排世界第四位，人口居世界第三。

6、纽约(New York City)是整个美国的金融经济中心、最大的城市和人口最多的城市。

7、美国最大的州是阿拉斯加州（Alaska State），位于太平洋东海岸，1867 年从俄国购得。

8、美国本土最大的州是得克萨斯州（Texas），最小的州是罗德岛（Rhode Island）。

9、密西西比河是美国最长河流，被称作“father of waters” or “old man river”。 。

美国五大湖（The Great Lakes）：苏必利尔湖（Lake Superior）, 休伦湖（Lake Huron）, 密歇

根湖（Lake Michigan）, 伊利湖（Lake Eire）和安大略湖（Lake Ontario）。其中，苏必利尔湖

是世界最大淡水湖，密歇根湖完全在美国境内。

英国基本情况

1、全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UK）。

2、组成:英格兰（England）、苏格兰（Scotland）、威尔士(Welsh)和北爱尔兰(Northern Ireland)。

3、国旗：米字旗，呈横长方形，长与宽之比为 2：1。国歌：《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

4、首都：伦敦，英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欧洲第一大城。

5、现任：特蕾莎·玛丽梅（Theresa Mary May）首相，英国保守党（the conservation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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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女王伊丽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

6、英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permanent member state of UN Security Council）和欧

盟（European Union，EU）成员国。

7、安格鲁·撒克逊人（The Anglo-Saxons）被认为是英国人的祖先和英格兰的缔造者

8、河流：塞文河（Severn River）是英国最长的河流，泰晤士河（Thames River）是英国的第

二大河，也是英国最重要的河流。

9、建筑：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是英国国教的礼拜堂和历代国王举行加冕

典礼、王室成员举行婚礼的大礼堂，被认为是英国哥特式建筑（Gothic architecture）的杰作。

大本钟（Big Ben）为威斯敏斯特宫报时钟。

10、报纸：《泰晤士报》（Times）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报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