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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son 1～2 
1   多媒体·词汇模仿点读机 

点读、跟读、模仿、听写，轻松点击，方便高效（多媒体文件轻松下载）。 
excuse // v.原谅 

handbag // n.手提包（女用） 

is // v.be 动词第三人称单数 

it // pron.它 

me // pron.我（宾格） 

much // adj.很多的 

pardon // int.原谅，请再说一遍 

thank you  感谢你（们） 

thank // vt.感谢，致谢 

this // pron.这 

very much  非常地 

very // adv.非常地，很 

yes // adv.是的 

your // pron.你的，你们的 

book // n.书；vt.预订 

car // n.小汽车 

coat // n.上衣，外衣 

dress // n.连衣裙 

house // n.房子 

pen // n.钢笔 

pencil // n.铅笔 

shirt // n.衬衣 

skirt // n.裙子 

watch // n.手表 

2   学课文·知识点总结归纳 

Excuse me 对不起。 
 这是常用于表示道歉的客套话，相当于汉语中的“劳驾”、“对不起”。当我们要引起别人

的注意、要打搅别人或打断别人的话时，通常都可使用这一表达方式。在课文中，男士

为了吸引女士的注意而使用了这句客套话。它也可用在下列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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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陌生人问路时：Excuse me, is this the way to the way to the station? 
 和人谈话时，要出去一下或做一点别的事情时：Excuse me, just a minute. 
 很客气地纠正别人的话时：Excuse me. What you said was wrong. 
 表示失礼或请求原谅时：Excuse me for interrupting you. 
 客气的请求允许时：Excuse me, but can I go out for a minute? 
 突然有一个不雅的行为，如吃饭时打嗝，谈话时打喷嚏时：Oh, excuse me. 
 回答 excuse me 时，不可以说：I will excuse you. 应该说：Never mind. 或 That’s all 

right. 没关系，或 Certainly. 可以。 
Yes？什么事？ 

 课文中的 Yes?应用升调朗读，意为：“什么事？”Yes?以升调表示某种不肯定或询问之意，

也含有请对方说下去的意思。 
Pardon？对不起，请再说一遍。 

 这是在口语中经常使用的一种省略的表达方式，它们在汉语中的意思相当于“对不起，

请再说一遍”或者“对不起，请再说一遍好吗？” 
较为正式的说法是：I beg your pardon. /I beg your pardon? /Pardon me. 
当我们没听清或没理解对方的话并希望对方能重复一遍时，用升调来朗读，表示请再说

一遍。如果用降调来朗读，就可以表示做错事道歉。 
Thank you very much．非常感谢！ 

 这是一句表示感谢的用语，意为“非常感谢（你）”。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用的表达方式

还有：Thank you. 谢谢（你）。Thanks! 谢谢！Thanks a lot!多谢。 
用于回答致谢的用语有： 
You are welcome. / Welcome! / Oh, no, with pleasure. / Oh, no, don’t mention it! 

3   学词汇·核心词拓展学习 

excuse  //  v.原谅 

<补> n.借口；理由；辩解；vt.为……辩解 
<变> excused，excused，excuses，excusing，复数 excuses 
<例> Stop making excuses!别再找借口了！ 
 Please excuse my bad handwriting. 请原谅我字迹潦草。 
<搭> in excuse of 为……辩解；excuse sb. for doing sth.原谅某人做了某事；excuse sb’s doing 

sth. 原谅某人做了某事；think of an excuse to do sth.想一个做某事的借口 
<记> 以-use 结尾的单词还有：use vt.&n.使用；amuse vt.使高兴；使欢喜；refuse v.拒绝；n.

废物；垃圾 
<比> excuse 指原谅轻微的过失等；pardon 指语气较正式，用于赦免罪犯等；forgive 个人的

感情色彩较浓。例如：I beg your pardon.请原谅我。（正式用语，没听清请求重复）。Please 
forgive me.在对方生气时请求原谅的话语。 

pardon  //  int.原谅，请再说一遍 

<补> n.原谅；宽恕；对不起；v.原谅；宽恕 
<例> I beg your pardon.Would you please repeat the sentence?对不起，你能把那个句子重复一

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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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 pardon sb. for doing sth.原谅（宽恕）某人干某事，beg one’s pardon 请求原谅；请再说

一遍，beg one’s pardon for being late 原谅某人的迟到。 

4   学语法·语言点详细解答 

 一般疑问句 

谓语动词是系动词（am / is / are）的陈述句，把 am / is / are 提到主语前，就构成了一般

疑问句。 
陈述句 
This is my book. 这是我的书。 

一般疑问句 
Is this your book? 这是你的书吗？ 

陈述句 
They are students. 他们是学生。 

一般疑问句 
Are they students? 他们是学生吗？ 

陈述句 
I am in the room. 我在屋里。 

一般疑问句 
Are you in the room? 你在屋里吗？ 

一般疑问句的回答，必须以 Yes 或 No 开始，然后再说明情况。 
Are you a teacher? 你是老师吗？ 

No, I am not. I am a doctor. 不，我不是，我是医生。 

或：Yes, I am. 是的，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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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son 3～4 
1   多媒体·词汇模仿点读机 

点读、跟读、模仿、听写，轻松点击，方便高效（多媒体文件轻松下载）。 
cloakroom // n.衣帽存放处 

coat // n.外套 

five // num.五 

here // adv.这里 

my // pron.我的 

number // n.号码 

please // int.请 

sir // n.先生 

sorry // adj.对不起的 

ticket // n.票 

umbrella // n.伞 

daughter // n.女儿 

school // n.学校 

son // n.儿子 

suit // n.一套衣服 

teacher // n.老师 

2   学课文·知识点总结归纳 

My coat and my umbrella, please. 请把我的大衣和伞拿给我。 
● 

 

 

● 

 

 

● 

这是一个祈使句的省略形式，由一个动词原形开头的句子就是祈使句。 
这个祈使句省略了 give me，完整的句子应为： 
Give me my coat and my umbrella, please. 
有时在口语中，语境明确的情况下通常可省略动词和间接宾语，如： 
Show me your Ticket, please. 请出示你的票。 
Show me your Passport, please. 请出示您的护照。 
please 可置于句中的开头或结尾，（表示有礼貌地请求对方）请；烦劳： 
My coat and my umbrella, please. 请把我的大衣和伞拿给我。 
Please come in. 请进。 

Here’s your umbrella and your coat. 这是您的伞和大衣。 
 Here’s 是 Here is 的缩略形式。全句原为：Here is your umbrella and your coat．类似的例

子有 He’s（He is），It’s（It is）等。缩略形式和非缩略形式在英语的书面用语和口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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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但非缩略形式常用于比较正式的场合。Here’s…是一种习惯用法，句中采用了倒装

句式，即系动词提到了主语之前，be 动词放在 here 的后面。 
例  Here is my ticket. 
正常语序为：My ticket is here. 
缩写形式：Here’s=Here is；I’m=I am；he’s=he is；she’s=she is；it’s=it is 

Sorry=I’m sorry. 
 这是口语中的缩略形式，通常在社交场合中用于因为过失表示对他人的歉意或某种程度

的遗憾，还可以表示委婉的拒绝、不同意。 
Sorry 和 Excuse me 虽在汉语中都可作“对不起”讲，但 sorry 常用于对自己所犯过失表示道

歉，而 Excuse me 则表示打扰别人，是事先表示的歉意，多为表示轻微歉意的客套语。 
Sir. 先生 

 这是英语中对不相识的男子、长者、上级、老师或顾客的尊称。例如：在服务行业中，

服务员对男顾客的称呼通常为 sir： 
 What can I do for you, sir? 先生，您要买什么？ 
 Thank you, sir. 谢谢您，先生。Yes, sir. 是，长官。 
sir 也可用于商业和致陌生人的信函开头的称谓： 
 Dear sir 亲爱的先生  Dear sirs 亲爱的先生们/诸位先生们 
 Sir 可用于对爵士称号者的尊称，置于名字或姓名之前（但不用于姓氏之前）： 
 Sir Winston Churchill 温斯顿·丘吉尔爵士  Sir William Brown 威廉·布朗爵士 
关于男性称呼还有以下几种：mister 加在男性的姓氏前面，某某先生。通常省略为 Mr.，
如 Mr. President 总统先生；gentleman 绅士，对男性比较有礼貌的称呼，在公众场合最得

体的称呼，如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guy 在美国英语中是对男性一种不

正式的称呼，家伙。 
Is this it? 是它吗？ 

 本句中的 it 指的是 your umbrella。由于前面提到了 umbrella 这个词，为了避免重复，后

面就用代词 it 来代替。原句表达的意思为 Is this your umbrella? 

3   学词汇·核心词拓展学习 

please  //  int.请  

<补> v.使高兴；使人满意 
<变> pleased，pleased，pleases，pleasing 
<例>  Please be quiet.请安静点！ 
 We’re very pleased to see you again. 非常高兴又见到了你。 
<搭> do as you please 随你的便 
<记> 以-ease 结尾的单词还有：disease n.疾病；decrease v.减少；缩小；increase n.&v.增加；增长 
number  //  n.号码 

<补> n.数；数字；数目；数量；总量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boys in this class. 这个班里有很多男孩子。 
 I’m number 3. 我是 3 号。 
<搭> a number of 若干，一些；in number 总共；number plate 车牌，号码牌；the numb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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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谓语用单数）；the number of people 人的数字；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许多人 

<辨> 在 a number of 和 the number of 这两个短语中，前者表示“若干，许多”，句中动词按

复数变化；后者表示“数目、数量”，句中动词用单数。 

4   学语法·语言点详细解答 

 否定句 

否定陈述句与肯定陈述句相反，它表示否定，并且含有一个如 not 之类的否定词。一个

内含 be 的否定形式的陈述句应该在其后面加上 not，以构成否定句。 
肯定句 
This is my umbrella. 这是我的伞。 

否定句 
This is not my umbrella. 这不是我的伞。 

一般疑问句的否定形式： 
在系动词 am / is / are 后面直接加否定词 not，就构成了否定句。 
肯定句  This is my coat. 
疑问句  Is this your coat? 
否定句  This is not my coat. 
肯定句  I am a student. 
疑问句  Are you a student? 
否定句  I am not a student. 
请再看课文中的这两句话： 
Is this your umbrella? 这是你的伞吗？ 

No, it isn’t. 不，它不是。 

针对一般疑问句的否定的简略回答是 No，it’s not / it isn’t. 此处省略和非省略形式的关系

为：is not = isn’t；it is = it’s。全句应该为： 
No, it is not my umbrella. 不，它不是我的伞。 

5   做练习·难点题参考答案 

Lesson 4 

B 1.  No. It isn’t my pen. It’s your pen. 

 2.  No. It isn’t my pencil. It’s your pencil. 

 3.  No. It isn’t my book. It’s your book. 

 4.  No. It isn’t my watch. It’s your watch. 

 5.  No. It isn’t my coat. It’s your coat. 

 6.  No. It isn’t my dress. It’s your dress. 

 7.  No. It isn’t my skirt. It’s your skirt. 

 8.  No. It isn’t my shirt. It’s your shirt. 

 9.  No. It isn’t my car. It’s your car. 

 10. No. It isn’t my house. It’s your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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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son 5～6 

1   多媒体·词汇模仿点读机 

点读、跟读、模仿、听写，轻松点击，方便高效（多媒体文件轻松下载）。 
Chinese // n.&adj.中国人（的） 

French // n.&adj.法国人（的） 

German // n.&adj.德国人（的） 

good // adj.好 

Japanese // n.&adj.日本人（的） 

Korean // n.&adj.韩国人（的） 

meet // v.遇见 

Miss // n.小姐 

morning // n.早晨 

new // adj.新的 

nice // adj.美好的 

student // n.学生 

too // adv.也 

American // adj.美国的 

Daewoo // n.大宇 

English // adj.英国的 

Fiat // n.菲亚特 

Ford // n.福特 

Italian // adj.意大利的 

make // n.牌号（产品） 

Mercedes // n.梅赛德斯 

Mini // n.迷你 

Peugeot // n.标致 

Swedish // adj.瑞典的 

Toyota // n.丰田 

Volvo // n.沃尔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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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课文·知识点总结归纳 

Good morning. 早上好。 
 英语中常见的问候用句。对此问候的回应一般也是 Good morning。根据一天中见面时间

的不同还可以说 Good afternoon.（下午好）和 Good evening.（晚上好）。晚上与人分别

时说 Good night! 晚安！有时英美人见面时只简单地说一声 Hello。 
This is Miss Sophie Dupont. 这位是索菲娅·杜邦小姐。 

 This is+姓名是将某人介绍给他人时常用的句式。课文中的例子还有： 
Sophie, this is Hans. 索菲娅，这位是汉斯。 
And this is Naoko. 这位是直子。 

Mr．Blake/Miss Sophie Dupont. 布莱克先生/索菲娅·杜邦小姐。 
 英语国家中人的姓名通常由 3 部分组成，即：名+中间名+姓。 

在一般情况下，不用中间名。在熟悉的人中间，以名相称，而在正式的场合中常用以下

称呼：Mr．（先生），Mrs．（太太、夫人）用来指已婚女子，要与丈夫的姓连用，Miss
（小姐）置于姓氏前，用来指未婚女子，或 Ms．（女士）用来称呼未婚或已婚的女性都

可以，是由 Miss 和 Mrs.合并起来创造的称呼。 
Mr．用于男士的姓之前，不能单独使用，如课文中的 Mr．Blake；而 sir 一般单独使用，

是对长者、上司或男顾客的尊称，如：Sorry, sir. 对不起，先生。 
Miss 一般用于指未婚女子，不过有时在不知道对方是否已婚时也可使用。 

Nice to meet you．很高兴见到你。 
 用于初次与他人（如朋友、同学等）见面时的非正式场合。对方的回应一般应为 Nice to meet 

you, too（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人们在正式的场合初次见面时常用：How do you do?相应的回答也是：How do you do?这
是一句问候语，并非问问题。 

She is French. 她是法国人 
 国籍与国家名称有别 

请不要将国家名称和与其对应的国籍搞混。课文的 French，German，Japanese，Korean
以及 Chinese 都是表示国籍的词。句中表示中国国籍的词应为 Chinese 而不是 China。同

时，这些表示国籍的词也可以表示与之相对应的语言，分别为法语，德语，日语，韩语

和汉语。如果要表示国家的名称，它们分别是 France，Germany，Japan，Korea，China。
She’s Chinese, too. 她也是中国人。 

 too, 表示也，还，用于肯定句，置于句尾，并用逗号与句子的前面部分隔开。如： 
—Nice to meet you ! 
—Nice to meet you, too! 见到你我也很高兴！ 

3   学词汇·核心词拓展学习 

good  //  adj.好（better; best） 

<补> adj.愉快的 
<例> I have a piece of good news for you.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They had a good time yesterday. 他们昨天玩得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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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 be good for 对……有益；a good many 许多，很多；be good to 对……友善；as good as
几乎等于，差不多；be good at 善于；do good 做好事；do sb. good 对……有益；for good
永久地，永远；good afternoon 下午好；good evening 晚上好，晚安；good morning 早

上好；早安；goodness 天哪；good night 晚安 
<复> good-bye 再见；再会；good-looking 漂亮的；好看的；good-natured 心肠好的；性情温

和的；good-tempered 脾气好的；和气的 
nice  //  adj.美好的 

<补> adj.令人愉快的；好的 
<例> The soup tastes very nice. 这汤味道很好。 
 How nice of you to do that for me!你帮我做了那件事，你真好！ 
<搭> nice to meet you 见到你非常高兴；nice to see you 见到你非常高兴；nice meeting you 

again 再一次见到你很高兴；nice seeing you again 再一次见到你很高兴 
<记> 以-ice 结尾的单词还有：ice n.冰块；vice adj.副的；rice n.米饭；price n.价格；twice adv.

两倍，两次；advice n.建议；忠告 
meet  //  v.遇见 

<补> n.会；集会 
<变> met，met，meets，meeting 
<例> I met her on my way home. 我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她。 
 The meet was held last night.会议是在昨晚召开的。 
<搭> meet with 遇到，碰上；meet here 在这见面；sports meet 运动会；meet sb. for the first time

第一次遇见某人；meet for the first time 第一次见面；make ends meet 量入为出，使收

支相抵 

4   学语法·语言点详细解答 

 选择疑问句 

选择疑问句是提供两种（有时两种以上的）情况问对方选择哪一种的疑问句。这种疑问

句往往要求对方用完整的句子回答。选择疑问句的结构为一般疑问句+or+一般疑问句（后一

问句常用省略结构，省去意思上与前句相同的部分）。前一问句用升调，后一问句用降调。 
Is he a Chinese student or a Japanese student? 他是个中国学生还是日本学生？ 

He is a Japanese student. 他是个日本学生。 

Is this a Ford or a Volvo? 这辆车是福特牌的还是沃尔沃牌的？ 

It’s a Ford. 是福特牌。 

 a 和 an 的用法区别 
1．a 和 an 有不确定的意义（即所说的人、动物或东西对听者或读者来说可能是不知道的）。 
2．a 是用在以辅音（而不是辅音字母）开头的词前，an 是用在以元音开头的词前。 
an island  一座岛屿 

a university  一所大学 

an English student  一个英国籍学生 

a Japanese teacher  一个日语/日本老师 

3．a 和 an 的发音：a（在平时讲话中发//音）用于辅音（不是辅音字母）之前；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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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元音（不仅仅是以元音字母 a、e、i、o、u 开头的单词）之前。 

5   做练习·难点题参考答案 

Lesson 6 

A Alice is a student. She isn’t German. She is French. 

 This is her car. It is a French car. 

 Hans is a student. He isn’t French. He is German. 

 This is his car. It is a German car. 

B 1. Is she a German student or a Japanese student? 

  She isn’t a German student. She’s a Japanese student. 

 2. Is this a German car or a French car? 

  It isn’t a German car. It’s a French car. 

 3. Is he an Italian student or a German student? 

  He isn’t an Italian student. He’s a German student. 

 4. Is she an Italian student or a Chinese student? 

  She isn’t an Italian student. She is a Chinese student. 

 5. Is this an American car or an English car? 

  It isn’t an American car. It’s an English car. 

 6. Is he a Japanese student or a Korean student? 

  He isn’t a Japanese student. He’s a Korean student. 

 7. Is this an English car or an Italian car? 

  It isn’t an English car. It’s an Italian car. 

 8. Is he an English student or a Chinese student? 

  He isn’t an English student. He’s a Chinese student. 

 9.  Is this a French car or a German car? 

  It isn’t a French car. It’s a German car. 

 10. Is this a Chinese car or a Japanese car? 

  It isn’t a Chinese car. It’s a Japanese car. 

 11. Is this an English car or an American car? 

  It isn’t an English car. It’s an American car. 

 12. Is this a Japanese car or a Korean car? 

  It isn’t a Japanese car. It’s a Korean c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