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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单元课题: Module 1 How to learn English

Unit 1 Let’s try to speak English as much as possible.

Unit 2 You should smile at her

Unit 3 Language in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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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准备知识要点：

⑴ 词汇：

pair, correct, sentence, practice, letter, grammar, pronunciation, writing,

punctuation, spelling, term, advice, write down, mistake, notebook, excellent,,

language, improve, basic, guess, yourself, enjoy yourself, conversation, smile,

piece, main, agree, ask for, natural, suggest, improve

⑵ 句子：

You should always speak English in class.

why not write down the mistakes in our notebook?

Let’s try to speak English as much as possible.

It’s a good idea to spell and pronounce new words aloud every day.

I get to know a lot about the world through reading.

It's natural to forget new words.

2、本阶段知识要点：

⑴ 语法：

复习

一般现在时

一般过去时

一般将来时

现在进行时

⑵ 语音：

特殊疑问句及陈述句的句子语调

1．Now, because it’s a new term, I’m going to give you some advice.

因为新的学期的来临，我打算给你们一些建议。

1）本句是一个复合句。because 引导的是一个原因状语从句，从句后面的句子是主

句。

2）give sb. sth.意为“给某人某物。”在英语中某些及物动词可以带有双宾语，其中

指人的为间接宾语，指物的为直接宾语。直接宾语与间接宾语的位置可互换，但要注意下

面两点：

a．当直接宾语在前时，间接宾语前要加介词 to 或 for。

例如：

Father bought a new bike for me last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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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父亲给我买了一辆新自行车。

Please show your new photo to me.

请给我看看你的新照片。

b．当直接宾语与间接宾语均为代词时，只能将直接宾语放在间接宾语之前。

例如：

Please give it to him.

请把这个给他。

Can you make it for me?

你能为我制做这个吗？

3）advice 是一个不可数名词，意为“建议、忠告”。要表示“一条建议”应为“a

piece of advice”；“一句忠告”应为“a word of advice”。例如：

You’ve given me good advice.

你给了我好的建议。

Let me give you a piece of advice.

让我给你个建议。

2．why not write down the mistakes in our notebook?

为什么不在笔记本上写下错误呢？

1）这是表达建议的一个常用的句型，也可以使用它的简略形式：“Why not+动词原

形……？”。例如：

Why don’t you go swimming with us?

=Why not go swimming with us?

为什么不跟我们去游泳呢？

2）write down 意为“写下来，记下来”。如果宾语是名词，多放在 write down 之

后；如果宾语为代词时，则要放在 write 和 down 之间。例如：

Please write down your name on this piece of paper.

请在这张纸上写下你的名字。

Don’t forget to write it down.

别忘了把它记下来。

3．You should always speak English in class.

上课时你们应该总讲英语。

1）在给别人提出建议或就某事表述自己的看法时，可以使用“should+动词原形”

这种形式。should 是一个情态动词，意为“应该”。should 没有人称和数的变化，其否

定形式为 shouldn’t。

例如：

You should listen to the teacher carefully in class.

你应该课上认真听老师讲。

You shouldn’t read a storybook in a maths class.

你不应该在数学课上看故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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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n class 意为“在课上”；“在课后”为 after class。class 前不加冠词。

例如：

Tom often plays football after class with his classmates.

汤姆经常在课后与同学一起踢足球。

4．What else?

还有什么吗？

1）else 可用作形容词或副词，意为“其他”。else 一般用在疑问词和 some，any，

no 及与-body，-one，-place，-thing 结合而成的代词及与-where 结合而成的副词之

后。

例如：

Do you want anything else？

你还需要其他的东西吗？

Who else went there?

还有谁去了那里呢？

2）any，no 等和-body，-thing 结合而成的代词，其后加上 else 的形式，可改成使

用 other 的形式。

例如：

anything else = any other thing

everyone else = every other person

nobody else = no other person

3）构成所有格时，’s 加在 else 之后。

例如：

That must be someone else’s coat, it isn’t mine.

那一定是另外什么人的外套，不是我的。

5．It’s a good idea to spell and pronounce new words aloud every day.

每天拼写并大声朗读新单词是个好主意。

1）这也是一个常用来表示自己对某事的看法或是向对方提出建议的一个句型。

2）句中的 it 是个形式主语，而后面的动词不定式短语才是真实主语。为了保持句子

的平衡动词不定式（短语）作主语时，常常放在句子的后边。

例如：

It’s a good idea to bring him a small present.

给他带件小礼物是个好主意。

It’s a good idea to do morning exercises every day.

每天做早操是个好主意。

6．How about listening to the radio？

听收音机怎么样？

1）此句型也多用来提建议。How/What about…?意为“……怎么样？”about 是介

词，其后可跟名词或动词-ing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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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How about a cup of tea？

来杯茶怎么样？

How about listening to classical music?

听点古典音乐如何？

2）in English 是个介词短语，在句中作定语来修饰 newspaper，表示是“英文报

纸”。介词短语作定语时，要跟在所修饰词之后。

例如：

I want to write to my friends in the USA.

我想给我在美国的朋友们写封信。

This is the coldest winter in the past ten years.

今年冬天是过去 10 年中最寒冷的一季。

7． I get to know a lot about the world through reading.

我渐渐通过阅读开始了解更多的世界。

1) get to do：

get to do 往往暗示一个较长的过程，含有“渐渐开始”之意，此时 get 后接的不定

式通常为 to know, to like, to hate, to understand, to realize 等表示心理感觉的动词。

如：

I really wanted to get to know America. 我真想逐渐了解美国。

I shall get to like them in time. 经过一段时间我会变得喜欢他们的。

2）know about “对某人/事略有所知”。

例如：I don’t know Mr. Smith but I know about him.

3）through reading= by reading 通过阅读

by doing sth. 特别强调“方式，方法

through doing sth. 多说明一种结果，给出一种解释

例如：

We destory the picture by cutting it

我们用‘剪的方式’把画破坏了

We destory the picture through cutting it

我们通过剪切，把画破坏了。

8．Many students ask for advice about how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很多学生请求得到关于提高他们英语学习的建议。

1）ask for 意为“请求，恳求，要求”。

例如：

She asked for a bicycle for her birthday.

她要求一辆自行车作为生日礼物。

After dinner I asked for coffee.

晚餐后，我要了咖啡。

http://www.yygrammar.com/Article/ar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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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sk sb. for sth.意为“向某人请求……”，这也是一个常用的短语。

例如：

They asked me for help.

他们向我求助。

He asked his parents for a motorcycle.

他请求父母买辆摩托车。

3）improve 意为“提高；改善；使……进步”，可用作及物或不及物动词。

例如：

I want to improve my English（vt.）

我想要增进我的英语能力。

She is improving in health markedly.

她的健康正显著好转。

9．Let’s try to speak English as much as possible.

让我们尽可能地尽力多讲英语。

1）try to do 意为“设法要做；试着要做”。

例如：

I’ll try to learn Spanish.

我要设法学会西班牙语。

I tried to open the window but couldn’t.

我试着打开窗户，但打不开。

2）as 。。。as possible. 尽可能地

as...as 的用法

as...as 意为"和……一样"，表示同级的比较.。中间加形容词或副词的原级。使用时要

注意第一个 as 为副词，第二个 as 为连词。其基本结构为：as+ adj./ adv. +as。例如：

(1)This film is as interesting as that one.这部电影和那部电影一样有趣。

(2)Your pen writes as smoothly as mine.你的钢笔书写起来和我的一样流畅。

其否定式为 not as/so +adj./ adv. +as。例如：

This dictionary is not as/so useful as you think.这本字典不如你想象的那样有

用。

若有修饰成分，如 twice, three times, half, a quarter 等，则须置于第一个 as 之

前。例如：

Your bag is twice as expensive as mine.你的袋子比我的贵一倍。

几个关于 as...as 的常见句型：

(1)as...as possible = as…as one can

Please answer my question as soon as possible.请尽快回答我的问题。

10．It's natural to forget new words.

忘记新单词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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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orget to do sth.意为“忘记去做某事”。forget doing sth.意为“忘记做过某

事”。

例如：

Don’t forget to post the Letter.

别忘了去寄这封信。

Sorry, I forgot reading the novel.

抱歉，我忘了已经看过这本小说了。

2）it's natural to do 这也是一个常用来表示自己对某事的看法或是向对方提出建议

的一个句型。句中的 it 是个形式主语，而后面的动词不定式短语才是真实主语。为了保持

句子的平衡动词不定式（短语）作主语时，常常放在句子的后边。(前面已讲过)

复习所学过的动词时态

1．一般现在时

1）表示主语的身份及特征、爱好等。

His father is a doctor.

他的父亲是位医生。

Tom is a tall boy with short hair.

汤姆是个短发高个子的男孩。

Mary likes listening to music.

玛丽喜欢听音乐。

2）表示经常性的行为。

I always go to school on foot.

我总是步行去上学。

Lucy gets up at six every morning.

路茜每天早晨六点起床。

3）表示状态和真理。

He feels happy every day.

他每天都感到快乐。

The earth is bigger than the moon.

地球比月球大。

2．一般过去时

1）表示过去的行为。

My teacher told me not to look out of the window.

老师叫我不要向窗外看。

2）表示过去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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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s a student before I joined the army.

我参军前是个学生。

3．一般将来时

表示将来的动作或存在的状态。

I’m going to Shanghai tomorrow.

明天我要去上海。

We will build another library next year.

明年我们会再盖一座图书馆。

It will be rainy tomorrow.

明天会是下雨天。

4．现在进行时

1）表示现在正在进行的动作。

Who is speaking at the meeting?

谁正在会上发言？

2）表示现阶段正在进行的动作。

The students are working on a farm these days.

这些天学生们正在农场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