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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很多战士和家长们，想进一步了解崔爱功主编的《军考突破》的特点，下面做简要介绍。
这是极具原创特色的一套备考用书，注重实用性、系统性和指导性，选用该书必将给战士们备
考带来很大帮助。本书与其它同类资料的明显区别，主要在于如下几点：
第一，在介绍每个知识点或考点时，不照搬、不复制、不拼凑，而是各科教师用心结合实
际的军考教学实践，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去编排、讲解。这种符合逻辑、便于自学的科学讲解方
式，贯穿始终，小到定义公式，大到题型与方法，为战士们进行高效复习指明了方向。
第二，紧跟在每个考点后面的例题示范与演练，首先是选取最简易的考点运用（往往是直
接运用，这样便于理解），然后才是增加例题难度与广度（这样便于拓宽、加深）。另外，我们
把近 6~10 年来的军考真题，逐一融进对应考点的后面，且配以详解和点评，既作为对应考点的
例题，又提示了其重要性和考察方式。
第三，每章后面有“突破训练题组”，里面每道题都是精心设计的军考常考题型，题目由小
到大、难度从低到高，不光是练习，也极具考试的针对性。
崔爱功主编的《军考突破》，是北京崔爱功军考教学团队呈现给全国考生的一套代表性作品，
它融入了崔爱功军考教学团队多年来对军考教学的深刻体会，以及反复认真地推敲斟酌。由于
多数士兵考生文化课基础薄弱，这套资料也全面弥补了《军考教材》在讲解上的局限，会帮助
不同层次的考生去高效复习与提高。
我们对本丛书进行了系统的编、审、校工作，但是由于内容多、学科面广，难免出现个别
疏漏之处，我们真诚欢迎广大士兵考生来电指出，帮助改进。
作为全国最早、专业研究军考的教学团队，一直以来，被很多人关注、模仿甚至抄袭着，
但是我们相信，只要真正投入精力去用心教学和用心编写，就会始终处于领先位置。始于“教
学”、成于“教育”，中国军考教育需要这样的人；我们这个团队，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教
育这个方向而继续努力！
崔爱功

说 明
为了便于战士们自学，本丛书为所有考点或知识点进行了系统编号，下面进行简要说明。
一、书中凡是属于知识点或考点的内容，均有灰色底纹（图片与表格除外）。
二、每个知识点或考点都对应一个编号（语文除外），一般采用“三级编号”形式，特殊情
况下采用“四级编号”形式。例如，“2-5-6”为三级编号，含义是对应科目的《军考突破》中
“第二章、第五节的第六个考点”。再如，“2-1-3-6”为四级编号，含义是对应科目的《军考突
破》中“第二章、第一节、第三个考点下的第六个知识”。
三、为了便于战士们及时查找和弥补自己的知识漏洞，我们在多数题目的“点评”内容里，
也加入了该题所涉及知识点或考点的编号。
北京崔爱功军考教育编辑部

G

军考复习指导
源自“北京崔爱功军考教育”多年来培训战士的成功方案总结
作者：崔爱功
一、军考备考，越早越好。
备考时间是参加部队考学的一个重要竞争力，不多阐述。
二、突破障碍，建立根基。
这是一个万事万物通用的哲理。战士们在学习过程中的最大障碍，就是不能搭建好完整的
知识系统，所以才会衍生出种种难题。在身边无师的情况下，自通是困难的，所以战士们需要
一种如同教师授课那样的好资料，“崔爱功军考教学团队”已经帮战士们解决了这个难题。
目前，比其他教材教辅在考点、例题、训练题等方面，讲解得更有效、更细致透彻、更明
确考点、更利于自学的，就是《崔爱功军考突破》，这是每位战士必备的军考复习资料。
三、知错必改，改至必会。
首先，你要认识到只有建立了正确的学习方案，才会有效率可言；然后，你要落实到每次
的学习过程中，才能加大成功的筹码。从一开始，就培养好习惯，这是我们在多年来进行一对
一辅导战士的过程中不断验证的实用方法，希望大家不论用哪一本书学习，都要严格遵循下面
的操作方法。
（1）任何学习的过程，都是在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基于量变、促成质变”。
（2）准备一支黑笔，一支红笔，一支铅笔（橡皮），一个能每天装在衣袋的日常记录本，多
个做题本与改错本。
①黑笔用来做题，以及标注已经会做、且无需进行第二遍的题。自己做过的每道题，必须
留下痕迹。比如，对于例题，做完后如果正确，可以在题干上打个对勾；对于选择题、填空题，
做完后如果正确，要写上答案；对于解答题，做完后如果正确，要留下过程或者打勾；等等。
②红笔用来标注错误，以及做记号。凡是自己学不懂的知识点，一律用红笔打问号（解决
后，勾掉问号）；凡是第一次做错的题，一律用红笔改正（有需要时，写明出错原因）；凡是不
会做的题，一律用红笔在题号上画个圈。
③铅笔用来作图，橡皮用来擦改，这是考试要求，且不伤原图。
④日常记录本用来把发现的问题及时记下，而后解决（解决后，勾掉）。在刻苦学习的整个
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大量的或大或小的问题，此时不记，过后则忘。
⑤做题本用来书写解题过程、默写背记内容。战士们参加的考试，都是考查反映在卷面上
的功夫，所以必须勤动笔，学习往往是看无效、动笔有效。
⑥改错本用来改正那些自认为重要的错题，要写过程。运用改错本，日积月累，既能稳步
提高能力，又利于归纳总结。

（3）所有标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自己心知肚明。那些已经学会的，再做就是浪费时
间；那些有错误、有疑问的，不尽快想办法解决就是隐患。在日后复习时，哪些不需再做、哪
些需重做、甚至哪些需反复做，要做到一目了然。
其实，上面所说的也是一个人做事的规划问题。所以，有的人进步慢，有的人进步快。进
步慢的人，重要因素就是反复做无用功，不得法则慢；进步快的人，重要因素就是一步一个脚
印，得法则快。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认为上面这些方式给学习带来了麻烦，这些才是正确
有效的极佳方式，必将为你节省大量的宝贵时间！
四、明确方案，各科击破。
（1）理科的复习方案：
①首先要突破知识障碍，明确考查方向，为进行系统训练建立根基。我们出版发行的《崔
爱功军考突破》，帮战士们解决了自学的难题。
②抓住那些考试原题，方法就是争取全做会。多年来，
《军考教材》上面的某些题目，就是
在给战士们送分，白送的分一定要拿到手；但要注意，真正的竞争差距不在那几道题上。我们
编写的《军考教材详解》，帮战士们解决了教材答案过程不详尽的难题（提供免费下载）。
③系统训练，天道酬勤，能者居上。军考选拔的是那些能力拔尖的人才，那些人的能力是
靠练出来的。我们出版发行的多种配套基础、模拟、真题详解汇编等针对性资料，帮战士们解
决了材料不足的难题。
④熟记理科的所有公式，且要达到能够运用的水平。有些公式无需理解，背下来会用就可
以；有些公式必须理解，不理解就不会用。
⑤复习数学、物理、化学等的具体方法，详见各科复习指导。
（2）文科的复习方案：
①突破知识障碍方面，与理科同。
②抓住考试原题方面，与理科同。
③系统训练方面，与理科同。
④学习文科的一个难题就是背记。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做好自我监督、自我检查；另
一方面要下足功夫，看了不行你就读，读了不行你就写。总之，该背的就要背下来。
⑤复习语文、英语、政治、历史、地理、军政等的具体方法，详见各科复习指导。
五、无路可走，唯有努力！
非凡的成就，全靠最平凡的劳动酿成。参加军考，就不要心存侥幸、懒散安逸，更不要心
存走关系、考场作弊等幻想，这些都会害了你；相反，你必须勤奋刻苦、不遗余力，就算咬破
牙也要坚持下去，考试最终靠自己。
人生在世，勇敢一些，豁达一些，既要建立必胜的信心，又要具备不怕失败的勇气，这样
的你，必将成功！

目

录

第一章

动词的时态和语态 ················································································ 1

第二章

主谓一致 ·························································································· 22

第三章

情态动词 ·························································································· 35

第四章

非谓语动词 ······················································································· 46

第五章

句子结构和并列句 ·············································································· 62

第六章

状语从句 ·························································································· 74

第七章

名词性从句 ······················································································· 90

第八章

定语从句 ························································································· 102

第九章

特殊句式 ························································································· 117

第十章

名

词 ···························································································· 133

第十一章

代

词 ························································································· 140

第十二章

数

词 ························································································· 156

第十三章

形容词和副词 ················································································ 162

第十四章

冠

词 ························································································· 174

第十五章

介

词 ························································································· 187

第十六章

完形填空 ······················································································ 200

第十七章

阅读理解 ······················································································ 219

第十八章

翻

译 ························································································· 266

★ 第一章 动词的时态和语态

第一章

动词的时态和语态

考点概说
动词是一门语言的核心，与动词相关的考点历来是各类考试的热点考点。动词的时态和语
态同样也是军考的热点考点之一。
动词的时态是从动作发生的时间和状态两个维度来定义的，时间包括：现在、过去、将来
和过去将来四种；状态包括：一般、进行、完成和完成进行四种。因此，英语中共有 16 种时态，
但是常用和常考的有如下几种：
(1) 一般现在时：①现在的事实或真理
②主将从现；
(2) 一般过去时：表示过去的事实；
(3) 一般将来时：表示将来发生的动作；
(4) 现在进行时：表示现在正在发生或进行的动作；
(5) 过去进行时：表示过去某一时刻正在发生或进行的动作；
(6) 现在完成时：表示过去开始的动作，到现在完成，对现在产生一定的影响；
(7) 过去完成时：表示过去的过去；
(8) 过去将来时：用在宾语从句中，表示相对于过去的将来。
突破目标
对英语时态、语态的学习和备考，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掌握各种时态的使用条件；
(2) 积累各种时态常见的时间状语；
(3) 掌握各种时态的构成形式；
(4) 掌握各种时态的助动词；
(5) 掌握各种时态的四种基本句式；
(6) 掌握各种时态被动语态的构成形式。
考试心得
笔者结合近几年的军考真题和教学辅导经验，总结出了以下几条心得：
(1) 时间状语是做时态题的重要依据，平时要多积累、多总结；
(2) 读懂句子，深入语境，认真体会动作发生的真实语境；
(3) 准确把握动作发生的时间是做时态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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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一般现在时的用法

1-1-1 ◆考点 表示现在的事实或真理
(1) 一般现在时表示现在的事实、通常的动作或存在的状态等。
(2) 一般现在时还用在对普遍真理及客观事实的描述中，特别是用在宾语从句中时，不受主
句时态的影响。
★经典例题 1 (2015 军考真题)
Julia is good at languages, and she __________ four languages very well.
A. speak
B. spoke
C. speaks
D. is speaking
【点评】考查一般现在时表示现在的事实（详见《军考突破》中 1-1-1）。
【详解】根据前一个分句 Julia is good at languages，结合语境，可知后一个分句讲述的是现
在的事实，所以用一般现在时；主语 she 是第三人称单数，所以谓语动词用“单三”
形式，即动词后加 s。故选 C。
【句意】茱莉亚擅长语言，她四种语言说得都很好。
★经典例题 2
On Monday mornings it usually __________ me an hour to drive to work although the actual
distance is only 20 miles.
A. takes
B. is taking
C. took
D. will take
【点评】考查一般现在时表示通常的动作（详见《军考突破》中 1-1-1）。
【详解】根据时间状语 On Monday mornings 和频度副词 usually 的提示，可知这里讲述的是
一般的事实、通常的动作，所以用一般现在时。故选 A。
【句意】周一早上我开车上班通常要花一个小时，尽管确切的路程只有 20 英里。
★经典例题 3
My parents __________ in Hong Kong. They were born there and have never lived anywhere
else.
A. live
B. lived
C. were living
D. will live
【点评】考查一般现在时表示现在的事实（详见《军考突破》中 1-1-1）。
【详解】从后面的信息看，父母出生在香港，没有在别的地方住过，可知现在他们仍然住在
香港，所以用一般现在时表示现在的事实。故选 A。
【句意】我的父母住在香港。他们在香港出生，从没有在别的地方住过。
★经典例题 4 (2008 军考真题)
Last year, the teacher told us that the sun __________ bigger than the earth.
A. has been
B. was
C. is
D. will be
【点评】考查一般现在时表示普遍真理（详见《军考突破》中 1-1-1）。
【详解】本题宾语从句讲述的是普遍真理，其时态不受主句中一般过去时的影响，仍要用一
般现在时。故选 C。
【句意】去年老师告诉我们太阳比地球大。
1-1-2 ◆考点 用在状语从句中表示将来，即主将从现
在时间和条件状语从句中，要用一般现在时表示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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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例题 1
She is going to be a nurse when she __________ up.
A. is going to grow
B. grows
C. growing
D. grew
【点评】考查一般现在时表示将来的用法（详见《军考突破》中 1-1-2）。
【详解】本题中，主句使用了一般将来时（is going to be），when 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中要用
一般现在时表示将来。故选 B。
【句意】她长大后想当一名护士。
★经典例题 2 (2016 军考真题)
I will help Mum do some washing as soon as I __________ my homework.
A. finish
B. finished
C. will finish
D. am finishing
【点评】考查一般现在时表示将来的用法（详见《军考突破》中 1-1-2）。
【详解】主句用一般将来时，时间或条件状语从句中用现在时表将来，即主将从现。故选 A。
【句意】我一完成作业就会去帮妈妈洗衣服。
★经典例题 3
— When shall we begin our meeting?
— We’ll begin it when Helen __________.
A. comes
B. came
C. will come
D. is coming
【点评】考查一般现在时表示将来的用法（详见《军考突破》中 1-1-2）。
【详解】主句用一般将来时，when 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中用一般现在时表示将来。故选 A。
【句意】——我们什么时候开会？——海伦来了我们就开。
★经典例题 4 (2010 军考真题)
— Could you ask him if he __________ to my birthday party next Sunday?
— I will, if I __________ him this afternoon.
A. comes; will meet
B. will come; meet
C. comes; meet
D. will come; will meet
【点评】考查 if 引导的从句辨认以及一般现在时表示将来的用法（详见《军考突破》中 1-1-2、
1-3-1）。
【详解】第一句中，if 引导的从句用在 ask him 后，if 意为“是否”
，引导宾语从句。根据时
间状语 next Sunday 的提示，可知用一般将来时，排除 A、C；第二句中的 if 意为“如
果”，引导条件状语从句，要用一般现在时表示将来。故选 B。
【句意】——你能问问他下星期天是否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如果今天下午我见到他，
我会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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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考突破·英语分册

第二节

一般过去时的用法

1-2-1 ◆考点 表示过去的事实
一般过去时用来表示过去的事实，通常有明显的过去时间状语，如 just now, yesterday, last
week / month / year, in 2008, three days / years … ago 等。有些题目中，虽然没有明显的过去时间
状语，但是能够根据具体的语境，判断出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经典例题 1 (2012 军考真题)
I have already seen the film Avatar. I __________ it last month.
A. have seen
B. saw
C. had seen
D. would see
【点评】考查一般过去时表示过去的事实（详见《军考突破》中 1-2-1）。
【详解】本题中有明显的过去时间状语 last month（上个月），讲述的是过去的事实，所以要
用一般过去时。故选 B。
【句意】我已看过电影《阿凡达》了，上个月看的。
★经典例题 2 (2014 军考真题)
— Why are you so worried, Susan?
— Well, I __________ a test last week and I’m waiting for the result.
A. take
B. took
C. am taking
D. will take
【点评】考查一般过去时表示过去的事实（详见《军考突破》中 1-2-1）。
【详解】根据时间状语 last week“上周”的提示，可知用一般过去时。故选 B。
【句意】—— 苏珊，你为什么如此的忧虑？—— 哦，我上周参加了一次测试，现在正等着
结果呢。
★经典例题 3 (2011 军考真题)
— What’s that noise? Is the water still running?
— Oh, I __________ to turn it off after I brushed my teeth.
A. forgot
B. would forget
C. had forgotten
D. am forgetting
【点评】考查一般过去时表示过去的事实（详见《军考突破》中 1-2-1）。
【详解】根据时间状语从句 after I brushed my teeth 的提示，可知“忘了关水”是过去发生的
事情，所以用一般过去时。故选 A。
【句意】—— 那是什么声音？水还在流吗？—— 哦，我刷完牙后忘了把水关掉了。
★经典例题 4 (2011 军考真题)
— Susan, why are you still here? They are all ready to set out.
— I’m sorry, but I __________ when to leave.
A. am not told
B. don’t tell
C. wasn’t told
D. didn’t tell
【点评】考查一般过去时表示过去的事实（详见《军考突破》中 1-2-1、1-9-1）。
【详解】本题虽没有明显的过去时间状语，但根据语境可知，苏珊没有被告知是发生在过去
的事情，故用一般过去时，排除 A、B；
“苏珊”和“告诉”之间为被动关系，所以
用被动语态。故选 C。
【句意】—— 苏珊，你怎么还在这儿？他们都准备好要出发了。—— 对不起，没人告诉我
什么时候出发。
★经典例题 5 (2013 军考真题)
After he had broken the world record, Rod __________ to a restaurant to celebrate with his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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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动词的时态和语态
A. has gone
B. had gone
C. would go
D. went
【点评】考查一般过去时表示过去的事实（详见《军考突破》中 1-2-1）。
【详解】根据语境和时间状语从句，可知讲述的是过去的事实，所以用一般过去时。故选 D。
【句意】打破世界纪录之后，Rod 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去餐馆庆祝了。
★经典例题 6 (2016 军考真题)
— I called you at 10 last night, but nobody answered the phone.
— Sorry, I __________ in the bath at that moment.
A. am
B. was
C. have been
D. had been
【点评】考查一般过去时表示过去的事实（详见《军考突破》中 1-2-1）。
【详解】时间状语 at that moment 指昨晚十点钟的时候，是过去的时间状语，所以用一般过
去时。故选 B。
【句意】——昨晚十点我给你打电话了，但是没人接。——抱歉，那个时候我在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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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一般将来时的用法

1-3-1 ◆考点 表示将来发生的动作或存在的状态
一般将来时表示将来要发生的动作或存在的状态，通常有明显的时间状语，如 soon,
tomorrow, next week / month / year, in the future, in two days 等。一般将来时有两种常见形式：(1) be
going to do“打算”
，强调主观性；(2) will do“将要”
，强调客观性。
★经典例题 1 (2008 军考真题)
Tomorrow __________ twenty years old.
A. my sister shall have
B. my sister is going to have
C. has my sister
D. my sister will be
【点评】考查一般将来时表示将来存在的状态（详见《军考突破》中 1-3-1）。
【详解】根据时间状语 tomorrow“明天”的提示，可知用一般将来时；
“20 岁了”是客观情
况，所以用 will be 形式。故选 D。
【句意】明天我姐姐就 20 岁了。
★经典例题 2 (2009 军考真题)
According to the weather report, it __________ the day after tomorrow.
A. will rain
B. is raining
C. should rain
D. rains
【点评】考查一般将来时表示将来发生的动作（详见《军考突破》中 1-3-1）。
【详解】根据时间状语 the day after tomorrow“后天”的提示，可知用一般将来时。故选 A。
【句意】天气预报说后天将要下雨。
★经典例题 3 (2009 军考真题)
We __________ that they __________ a sports meeting tomorrow.
A. learn; would have
B. learn; will have
C. have learned; would have
D. have learned; will have
【点评】考查一般将来时表示将来发生的动作（详见《军考突破》中 1-3-1、1-6-1）。
【详解】根据时间状语 tomorrow“明天”的提示，可知宾语从句中用一般将来时，排除 A、
C；再结合语境，可知主句中要表达“我们已经知道”
，所以用现在完成时。故选 D。
【句意】我们已经知道他们明天要举行运动会。
★经典例题 4 (2017 军考真题)
The crops __________ if it keeps on raining like that.
A. are ruined
B. were ruined
C. will be ruined
D. would be ruined
【点评】考查一般将来时表示将来发生的动作（详见《军考突破》中 1-3-1、1-9-1）。
【详解】if 从句中用一般现在时表示将来，所以主句中用一般将来时。故选 C。
【句意】如果雨一直那样下，庄稼就会被毁掉。
★经典例题 5 (2016 军考真题)
It is said that another teaching building __________ in our school soon.
A. is built
B. was built
C. will be built
D. will build
【点评】考查一般将来时表示将来发生的动作（详见《军考突破》中 1-3-1、1-9-1）。
【详解】根据句中的时间状语 soon 可知动作发生在将来；空前的 building 和动词 build 间是
被动关系，所以用一般将来时的被动语态。故选 C。
【句意】据说我们学校很快要建另一座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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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考点 用在固定句式中
一般将来时还常用在“祈使句+ and / or +陈述句（一般将来时）”的固定句式中。
★经典例题 1
Let’s keep to the point or we __________ any decisions.
A. will never reach
B. have never reached C. never reach
D. never reached
【点评】本题在固定句式中考查一般将来时（详见《军考突破》中 1-3-2）
。
【详解】本题使用了固定句式“祈使句+ and / or + 陈述句”
，其中陈述句中多用一般将来时。
该句式通常有三个考点：第一，祈使句；第二，连词 and 或 or；第三，陈述句的时
态。故选 A。
【句意】我们紧扣主题吧，否则我们达不成任何决定。
★经典例题 2
Close the door of fear behind you, and you __________ the door of faith open before you.
A. saw
B. have seen
C. will see
D. are seeing
【点评】本题在固定句式中考查一般将来时（详见《军考突破》中 1-3-2）
。
【详解】本题使用了固定句式“祈使句+ and / or + 陈述句”
，其中陈述句中多用一般将来时。
前面的祈使句相当于一个 if 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所以后面的“主句”中用一般将
来时。故选 C。
【句意】关闭你身后的害怕之门吧，你就会开启前面的信心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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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现在进行时的用法

1-4-1 ◆考点 表示现在正在发生或进行的动作
现在进行时表示说话时正在发生或进行的动作。
★经典例题 1 (2008 军考真题)
I can’t use my MP3 because it __________.
A. is repairing
B. is being repaired
C. will repair
D. was repairing
【点评】考查现在进行时表示正在发生的动作（详见《军考突破》中 1-4-1、1-9-1）。
【详解】根据 I can’t use my MP3 的提示，可知说话时它正在被修，所以用现在进行时的被动
语态。故选 B。
【句意】我不能用我的 MP3，因为它正在被修。
★经典例题 2
— Have you moved into the new house?
— No. The new house __________.
A. has been painted
B. was painted
C. is being painted
D. will be painted
【点评】考查现在进行时表示正在发生的动作（详见《军考突破》中 1-4-1、1-9-1）。
【详解】根据第二个人的回答 no，可知新房子正在被粉刷，所以用现在进行时的被动语态。
故选 C。
【句意】—— 你搬进新房子里去了吗？—— 没有，新房子正在被粉刷。
★经典例题 3 (2014 军考真题)
Look, they __________ football on the playground. Let’s join them.
A. paly
B. are playing
C. will play
D. have played
【点评】考查现在进行时表示说话间正在进行的动作（详见《军考突破》中 1-4-1）。
【详解】根据 look 的提示，可知要表达“他们正在踢足球”，所以用现在进行时。故选 B。
【句意】看，他们正在操场上踢足球，我们也加入吧。
★经典例题 4
— Hi, let’s go skating.
— Sorry, I’m busy right now. I __________ in an application form for a new job.
A. fill
B. have filled
C. am filling
D. will fill
【点评】考查现在进行时表示说话间正在进行的动作（详见《军考突破》中 1-4-1）。
【详解】根据交际语境以及时间状语 right now (现在)，可知第二个人“正在填表”，所以用
现在进行时。故选 C。
【句意】—— 嗨，我们去滑冰吧。—— 对不起，我现在正忙着呢。我正在填一份新工作的
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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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过去进行时的用法

1-5-1 ◆考点 表示过去某一时刻正在发生或进行的动作
过去进行时表示过去的某一时刻正在发生或进行的动作，通常有明显的时间状语，如 at this
time yesterday, at this moment last week, at 10 o’clock last night, when he came back / arrived,
while …等。
★经典例题 1
I saw that Donald __________ at ten o’clock last night.
A. was still working B. still worked
C. is still working
D. still working
【点评】考查过去进行时表示过去某一时刻正在发生的动作（详见《军考突破》中 1-5-1）。
【详解】根据时间状语 at ten o’clock last night（昨晚十点钟）
，可知这里表示过去某一时刻正
在发生的事情，所以用过去进行时。
（本题中如果没有 that，也可选 D，是现在分词
作感官动词 saw 的宾语补足语。）故选 A。
【句意】昨晚十点钟的时候，我看到唐纳德仍然在工作。
★经典例题 2 (2008 军考真题)
It __________ hard when my mother left her office.
A. was snowing
B. is snowing
C. will snow
D. snows
【点评】考查过去进行时表示过去某一时刻正在发生的动作（详见《军考突破》中 1-5-1）。
【详解】根据时间状语从句 when my mother left her office（当我妈妈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表
示过去的某一时刻，可知主句用过去进行时。故选 A。
【句意】当我妈妈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天正在下大雪。
★经典例题 3 (2012 军考真题)
It __________ when I got up early this morning.
A. snows
B. has snowed
C. was snowing
D. is snowing
【点评】考查过去进行时表示过去某一时刻正在发生的动作（详见《军考突破》中 1-5-1）。
【详解】根据时间状语从句 when I got up early this morning（当今天一早我起床的时候），表
示过去的某一时刻，可知主句用过去进行时。故选 C。
【句意】今天一早我起床时，天正下雪。
★经典例题 4 (2010 军考真题)
Susan __________ off her bike and hurt herself while she __________.
A. fell; was riding
B. fell; is riding
C. had fallen; is riding
D. had fallen; was riding
【点评】考查过去进行时表示过去某一时刻正在发生的动作（详见《军考突破》中 1-5-1、
1-2-1）。
【详解】根据并列谓语 hurt 的提示，可知第一空用一般过去时，排除 C、D；第二空根据 while
“当……时”
（从句中多用进行时）的提示，可知用过去进行时，表示当她正在骑自
行车的时候。故选 A。
【句意】苏珊在骑自行车的时候掉了下来，伤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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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现在完成时的用法

1-6-1 ◆考点 表示过去开始的动作到现在完成，对现在造成一定的影响
现在完成时表示过去开始的动作到现在完成，对现在造成一定的影响。现在完成时通常有
明显的时间状语，如 just, already, yet, these days, recently, so far, in / over / during / for the past /
last … years / months / weeks, up to / till now, since + 从句或点时间, for + 一段时间等。注意：短
暂动词的现在完成时肯定形式不能和“for + 一段时间”连用。
★经典例题 1 (2008 军考真题)
So far, the moon __________ by man already.
A. has been visited
B. is visited
C. will be visited
D. was visited
【点评】考查现在完成时（详见《军考突破》中 1-6-1）。
【详解】根据时间状语 so far（迄今为止）的提示，可知用现在完成时。故选 A。
【句意】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去过月球了。
★经典例题 2
No e-mails __________ since last month.
A. have received
B. are received
C. received
D. have been received
【点评】考查现在完成时和被动语态（详见《军考突破》中 1-6-1、1-9-1）。
【详解】根据 since last month（自从上个月）的提示，可知用现在完成时；再结合语境，可
知 e-mails 和 receive 之间为被动关系，所以要使用被动语态。故选 D。
【句意】自从上个月就没有收到过电子邮件。
★经典例题 3 (2013 军考真题)
Great changes __________ in my hometown in the past five years.
A. took place
B. will take place
C. have taken place
D. take place
【点评】考查现在完成时（详见《军考突破》中 1-6-1）。
【详解】根据语境和时间状语 in the past five years（在过去的五年中），可知用现在完成时。
故选 C。
【句意】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家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经典例题 4
Up to now, the program __________ thousands of children who would otherwise have died.
A. would save
B. saves
C. had saved
D. has saved
【点评】考查现在完成时（详见《军考突破》中 1-6-1）。
【详解】根据 Up to now（至今）的提示，可知用现在完成时。故选 D。
【句意】至今这个项目拯救了成千上万本来会死掉的孩子。
★经典例题 5 (2015 军考真题)
I’ve written the email but I __________ it yet.
A. didn’t send
B. don’t send
C. haven’t sent
D. hadn’t sent
【点评】考查现在完成时（详见《军考突破》中 1-6-1）。
【详解】根据语境及 yet 的提示，可知（到现在）还没有发，所以用现在完成时。故选 C。
【句意】我写了邮件，但还没有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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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例题 6 (2017 军考真题)
— When will you return my book?
— Sorry, I __________ it yet.
A. don’t finish
B. won’t finish
C. haven’t finished
D. hadn’t finished
【点评】考查现在完成时（详见《军考突破》中 1-6-1）。
【详解】根据 yet 的提示，可知用现在完成时。故选 C。
【句意】——你什么时候还我的书？——对不起，我还没有读完呢。
★经典例题 7
The opera __________ for several minutes.
A. had just been on
B. has just been on
C. had just begun
D. has just begun
【点评】考查现在完成时（详见《军考突破》中 1-6-1）。
【详解】题干中没有过去时，不能表示“过去的过去”
，排除过去完成时 A、C；短暂动词的
完成时不能和“for +一段时间”连用，排除 D。故选 B。
【句意】话剧已经开始了好几分钟了。
1-6-2 ◆考点 用在一些固定的句式中
(1) 现在完成时用在“It is / has been + 一段时间 + since 从句（一般过去时）”句式中，表示
“自从某事发生已经有多久了”。
(2) 现在完成时还用在“This / It is the first / second … time + that 从句（现在完成时）”句式
中，表示“是某人第几次做某事了”。
★经典例题 1
It __________ three years since we moved here.
A. was
B. has been
C. had been
D. will be
【点评】本题在固定句式中考查现在完成时（详见《军考突破》中 1-6-2）
。
【详解】本题中“It is / has been + 一段时间 + since 从句（一般过去时）
”为固定句式，表示
“自从某事发生已经有多久了”。故选 B。
【句意】自从我们搬到这儿已经有三年了。
★经典例题 2 (2009 军考真题)
It’s not the first time __________ Beijing this year.
A. that you’ve visited
B. that you visited
C. when you’ve visited
D. when you visited
【点评】本题在固定句式中考查现在完成时（详见《军考突破》中 1-6-2）
。
【详解】本题中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从句（用现在完成时）
，为固定句式，表示“是某人第
一次做某事”
。故选 A。
【句意】这不是你今年第一次参观北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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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考突破·英语分册

第七节

过去完成时的用法

1-7-1 ◆考点 表示“过去的过去”
过去完成时表示“过去的过去”，所以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有过去时出现。如果没有过
去时，就没有“参照物”，就不能使用过去完成时；第二，在已经出现的过去时之前发生。在已
经出现的过去时之后，或是同时发生，也不能使用过去完成时。
★经典例题 1
When Jack arrived, he learned Mary __________.
A. has left
B. was leaving
C. had left
D. leaves
【点评】考查过去完成时的用法（详见《军考突破》中 1-7-1）。
【详解】本题中已经有一般过去时 learned，结合语境，可知“玛丽离开”是在“杰克获悉”
之前发生，属于“过去的过去”发生的事情，所以使用过去完成时。故选 C。
【句意】当杰克到的时候，他获悉玛丽已经离开了。
★经典例题 2
I found the lecture hard to follow because it __________ when I arrived.
A. started
B. was starting
C. would start
D. had started
【点评】考查过去完成时的用法（详见《军考突破》中 1-7-1）。
【详解】题中已有一般过去时 arrived，根据语境，可知演讲“开始”是在“到达”之前发生，
属于“过去的过去”
，所以用过去完成时。故选 D。
【句意】我发现很难跟上演讲，因为当我到的时候它已经开始了。
1-7-2 ◆考点 有明显表示“过去的过去”的时间状语
有些题目中虽然没有一般过去时，但是有明显的表示“过去的过去”的时间状语，如 by the
end of last week / month / year, by the time + sb did sth, before +过去的时间等。
★经典例题 1 (2008 军考真题)
By the end of last week, my brother __________ about 30 new words.
A. learned
B. had learned
C. was learning
D. learns
【点评】考查过去完成时的用法（详见《军考突破》中 1-7-2）。
【详解】根据时间状语 by the end of last week（截止到上周末）的提示，可知谓语动作是在
此之前完成的，所以用过去完成时。故选 B。
【句意】截止到上周末，我弟弟已经学了大约 30 个新单词。
★经典例题 2 (2014 军考真题)
By the time he was 23, he __________ a soldier for four years.
A. had become
B. became
C. had been
D. has been
【点评】考查过去完成时的用法（详见《军考突破》中 1-7-2）。
【详解】根据时间状语 By the time he was 23（到他 23 岁时）
，可知用过去完成时；become
为短暂动词，不能和 for four years 连用。故选 C。
【句意】到他 23 岁时，他已经当兵 4 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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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过去将来时的用法

1-8-1 ◆考点 用在宾语从句中，表示相对于过去的将来
在宾语从句中，当主句为一般过去时时，宾语从句中表示将来，用过去将来时。
★经典例题 1
Father promised he __________ me a bike.
A. is buying
B. would buy
C. will buy
D. was buying
【点评】考查过去将来时的用法（详见《军考突破》中 1-8-1）。
【详解】主句中用的是过去时 promised，宾语从句是相对于过去（promised）的将来，所以
用过去将来时。故选 B。
【句意】父亲答应他会为我买一辆自行车。
★经典例题 2
They made up their mind that they __________ a new house once Larry changed jobs.
A. bought
B. would buy
C. have bought
D. had bought
【点评】考查过去将来时的用法（详见《军考突破》中 1-8-1）。
【详解】主句中用的是过去时 made up their mind，宾语从句是相对于过去（made）的将来，
所以用过去将来时。故选 B。
【句意】他们决定一旦拉里换了工作他们就买一栋新房子。
★经典例题 3
I __________ there would be a football match on Channel 5 tomorrow.
A. will tell
B. have told
C. was told
D. will be told
【点评】本题逆向考查过去将来时的用法（详见《军考突破》中 1-2-1、1-8-1）。
【详解】根据时间状语 tomorrow 以及宾语从句中的时态 would be（过去将来时）的提示，
可知主句中用一般过去时。故选 C。
【句意】有人告诉我明天 5 频道有一场足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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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被动语态的用法

1-9-1 ◆考点 被动语态的一般用法
及物动词才有被动语态，当动作的承受者作主语时，我们需要使用被动语态。被动语态的
构成为“be + done(过去分词)”形式，不同时态的被动语态，即变化“be”的形式。
★经典例题 1 (2015 军考真题)
This kind of cell-phones __________ in China.
A. is making
B. is made
C. makes
D. made
【点评】考查一般现在时的被动语态（详见《军考突破》中 1-9-1）
。
【详解】根据语境，可知“手机”是被“生产”的，所以用被动语态。故选 B。
【句意】这款手机是在中国生产的。
★经典例题 2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__________ in Shanghai in 1921.
A. was found
B. found
C. was founded
D. founded
【点评】考查一般过去时的被动语态（详见《军考突破》中 1-9-1、1-2-1）。
【详解】found 可以是 find“发现”的过去式或过去分词，在此题中此意不符合；found 作动
词原形时，是“建立”的意思，根据句意可知是党被建立，故用被动语态；根据时
间状语 in 1921，可知用一般过去时。故选 C。
【句意】中国共产党 1921 年成立于上海。
★经典例题 3
Now that the school __________, we can send our children there right now.
A. is being set up
B. will be set up
C. has been set up
D. has built up
【点评】考查现在完成时的被动语态（详见《军考突破》中 1-9-1、1-6-1）。
【详解】根据主句 we can send our children there right now，可知学校已经建好，
“学校”和“建
设”之间为被动关系，所以用现在完成时的被动语态。故选 C。
【句意】既然那个学校已经建起来了，我们马上就能把我们的孩子送到那了。
★经典例题 4 (2009 军考真题)
In front of the square, a tall building __________ at present.
A. is building
B. has built
C. has been built
D. is being built
【点评】考查现在进行时的被动语态（详见《军考突破》中 1-9-1、1-4-1）。
【详解】根据时间状语 at present（现在）的提示，可知用现在进行时；大楼是在被建设，所
以用被动语态。故选 D。
【句意】广场前面，现在正在建一幢大楼。
★经典例题 5 (2012 军考真题)
— Are you going to the party?
— No, I __________ to.
A. have asked
B. have been asked
C. haven’t asked
D. haven’t been asked
【点评】考查现在完成时的被动语态（详见《军考突破》中 1-9-1）
。
【详解】根据 No 的提示，可知是没有受到邀请，所以用否定形式，排除 A、B；
“我”和“邀
请”之间是被动关系，所以使用被动语态。故选 D。
【句意】—— 你打算去参加聚会吗？—— 不，我没有受到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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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考点 不使用被动语态的情况
(1) 不及物动词不能使用被动语态；
(2) 说明事物性质的动词，如 wash(洗起来), sell(卖起来), write(写起来), read(读起来)等，用
主动形式表示被动意义；
(3) 感官动词，如 feel(摸起来), sound(听起来), taste(尝起来), look(看起来)等，用主动形式表
示被动意义。
★经典例题 1 (2008 军考真题)
An accident __________ in this city yesterday.
A. has been happened B. was happened
C. is happened
D. happened
【点评】考查动词的时态和语态（详见《军考突破》中 1-9-2、1-2-1）。
【详解】根据时间状语 yesterday 的提示，可知用一般过去时，排除 A、C；happen 为不及物
动词，不能使用被动语态。故选 D。
【句意】昨天在这个城市里发生了一起车祸。
★经典例题 2
The book written by that famous writer __________ very well.
A. is sold
B. has been sold
C. had sold
D. is selling
【点评】考查动词的时态和语态（详见《军考突破》中 1-9-2、1-4-1）。
【详解】说明事物性质的动词，如 sell, wash, write 等，需用主动形式表示被动意义，排除 A、
B；这里要表达现在正卖得很好，所以用现在进行时。故选 D。
【句意】那位著名作家写的书很畅销。
★经典例题 3 (2013 军考真题)
— The food __________ good.
— Please have some more.
A. taste
B. tastes
C. is tasted
D. is tasting
【点评】考查时态、语态和主谓一致（详见《军考突破》中 1-9-2、1-1-1、2-1-8）。
【详解】taste“尝起来”是感官动词，所以不用被动语态，排除 C；food“食物”是不可数
名词，所以谓语动词用单数形式，排除 A；这里陈述的是现在的事实，所以用一般
现在时。故选 B。
【句意】—— 饭菜尝起来很好吃。—— 请多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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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突破★训练题组〗
从每题所给的 A、B、C 和 D 四个选项中，选出能填入空白处的最佳选项。
1. — What did you do last night?
— I __________ TV and read books.
A. watch
B. watched
C. have watched
D. was watching
2. It will be hard for us to get up in the morning if we __________ to bed too late.
A. go
B. went
C. will go
D. have gone
3. Just a minute! My brother __________ his car in the garden.
A. washes
B. is washing
C. washed
D. will wash
4. If Mary __________ next Sunday, we will go boating together.
A. will come
B. comes
C. has come
D. came
5. Julia isn’t going to the cinema with us because she __________ the film.
A. sees
B. saw
C. will see
D. has seen
6. We are glad to hear that the Greens __________ to a new flat next week.
A. moved
B. had moved
C. will move
D. have moved
7. This famous tower has a long history. It __________ more than 300 years ago.
A. builds
B. built
C. is built
D. was built
8. — Have you ever been to Canada?
— Yes, I __________ there last year with my parents.
A. have been
B. have gone
C. went
D. go
9. Henry will give us a report as soon as he __________.
A. arrives
B. arrived
C. is arriving
D. will arrive
10. When her father came back home, Joan __________ with her friend.
A. talked
B. talks
C. is talking
D. was talking
11. Tony __________ football every weekend when he was young.
A. plays
B. played
C. is playing
D. has played
12. — Alice, would you mind not playing the guitar? I __________ on the phone.
— Oh, sorry, mom.
A. talked
B. talk
C. was talking
D. am talking
13. We have no more vegetables in the fridge. I __________ and buy some.
A. go
B. went
C. will go
D. was going
14. I know a little about Thailand, as I __________ there three years ago.
A. have been
B. have gone
C. will go
D. went
15. Dad __________ for the USA in two weeks.
A. left
B. leaves
C. is leaving
D. has left
16. You can’t wear shoes inside this place. It __________.
A. doesn’t allow
B. isn’t allowed
C. hasn’t allowed
D. wasn’t allowed
17. — Why did the car hit the boy?
— Because the driver __________ on the phone at that time.
A. talk
B. is talking
C. was talking
D. have talked
18. — I called you at half past nine this morning, but there was no answer.
— Oh, sorry. I __________ with my cousin in the supermarket.
A. shopping
B. was shopping
C. shopped
D. will shop
19. — Do you have any plans for tonight?
— Yes, I __________ at the new Italian restaurant in town.
A. eat
B. have eaten
C. ate
D. am going to eat
20. I __________ scared of dogs ever since a dog hurt me when I was five years old.
A. will be
B. was
C. have been
D. w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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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突破★训练题组〗
从每题所给的 A、B、C 和 D 四个选项中，选出能填入空白处的最佳选项。
1. — Ben and Sue aren’t home, are they?
— No. They __________ to London on business.
A. have gone
B. go
C. had gone
D. will go
2. — Have you watched the new movie, Steven?
— Not yet. I __________ it with my cousin this evening.
A. will watch
B. was watching
C. watched
D. have watched
3. — Hey, Jenny. Let’s go home together.
— Just a moment. I __________ an e-mail.
A. send
B. sent
C. am sending
D. have sent
4. — Lucy, what were you doing at nine last night?
— I __________ the piano. I usually practice the piano at that time.
A. play
B. played
C. was playing
D. am playing
5. Over fifty countries __________ the AIIB(亚投行) so far.
A. joined
B. was joining
C. had joined
D. have joined
6. — Did you go to Jim’s birthday party?
— No, I __________.
A. am not invited
B. wasn’t invited
C. haven’t invited
D. didn’t invite
7. I saw him in the library yesterday. He __________ a book at that moment.
A. reads
B. is reading
C. was reading
D. will read
8. — Tom wants to know if you __________ a picnic tomorrow.
— Yes. But if it __________, we’ll play chess instead.
A. will have; will rain
B. have; rains
C. have; will rain
D. will have; rains
9. — Hi, Amy. I didn’t see you when I went to the party last night.
— Oh, I __________ ready for the coming math exam.
A. am getting
B. was getting
C. get
D. have got
10. — Tom, why did you make no reply to me when I called your name in the street just now?
— Sorry, Jim, I __________ to my wife on the phone.
A. talked
B. was talking
C. am talking
D. had talked
11. By the end of the last month, I __________ all the CDs of Justin Bieber.
A. collect
B. collected
C. have collected
D. had collected
12. — Do you know him well?
— Sure. We __________ friends since we met ten years ago.
A. were
B. have been
C. have become
D. are
13. So far I __________ any success. However, I’ll keep trying.
A. don’t have
B. didn’t have
C. haven’t had
D. won’t have
14. — Have you had your breakfast yet?
— Yes. Mom __________ it for me.
A. was cooking
B. is cooking
C. will cook
D. cooked
15. — We all went to the cinema except you last night. Why didn’t you come?
— Because I __________ that movie twice.
A. watched
B. had watched
C. was watching
D. would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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