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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三级语法点 

 

A.3.1 语素 

 

A.3.1.1 前缀 

 

【三01】第-、老-、小-  

第一   第三   老二   老王   小李   小王 

 

A.3.1.2 后缀 

 

【三02】-儿、-家、-们、-头、-子 

画儿  空儿  画家  作家  朋友们  老师们  石头  里头  瓶子  屋子 

 

A.3.2词类 

 

A.3.2.1 动词  

 

【三03】能愿动词：敢 

这儿有两米高，你敢跳下去吗?  

我不敢在河里游泳。 

 

【三04】能愿动词：需要 

她生病了，需要休息。 

我们不需要买吃的，家里有很多。 

 

【三05】动宾式离合词：帮忙、点头、放假、干杯、见面、结婚、看病、睡觉、洗

澡、理发、说话 

他经常帮我的忙。 

他点了一下儿头，表示同意。 

我想放了假就去旅行。  

来，我们一起干一杯。 

来中国以后，我们只见过一次面。 

结了婚以后，她就不工作了。 

病人看完病就去取药了。 

 

【三06】动补式离合词：打开、看见、离开、完成 

你的文件我打不开，你能再给我发一下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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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板上的字很小，我们都看不见。  

放心吧，孩子这么大，离得开妈妈了。 

我们完不成这个任务。 

 

A.3.2.2 代词  

 

【三07】疑问代词的非疑问用法 

(1) 任指用法 

① 疑问代词+都  

谁都喜欢她。 

我吃什么都行。 

你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我哪儿都没去过。 

你想怎么去都没问题。 

② 疑问代词+疑问代词  

你们随便吃，想吃什么吃什么。 

谁想参加比赛谁就报名参加。 

他们几点来就几点开始。 

你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他们各做各的，谁也不帮谁。 

（2）不定指用法 

我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你们先吃点儿什么再去公园吧。 

要是你一个人搬不动，就请谁来帮一下儿吧。 

 

【三08】指示代词：各、各位、各种、每、任何 

我们班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国。 

各位朋友，下午好！  

这儿有各种颜色的花。  

我每个星期天都去爬山。 

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注意保护环境。 

 

A.3.2.3 量词 

【三09】名量词：把、行、架、群、束、双、台、张、只、种 

一把椅子   两行汉字   一架飞机   一群学生   两束花   一双球鞋 

两台电脑   一张桌子   三只鸡   两种颜色 

 

【三10】动量词：顿、口、眼 

批评一顿   喝一口   看一眼 

 

【三11】量词重叠：AA 

家家   件件   条条   次次   回回   顿顿   天天   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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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4 副词 

 

【三12】程度副词：比较、更加、还³、相当 

我比较喜欢游泳。 

她以前学习就很努力，现在更加努力了。  

这个房间不干净，那个房间还干净一些。  

这个公园的景色相当漂亮。 

 

【三13】范围、协同副词：光、仅、仅仅、就³、至少 

他每天光玩儿不学习。 

今天来上课的仅有五个学生。 

这次旅行仅仅花了三千块。 

我们班就他知道这个消息。 

我就拿了一支笔。 

教室里至少有五十个人。 

 

【三14】时间副词：本来、才²、曾经、从来、赶紧、赶快、立刻、连忙、始终、

已、早已 

会议本来在星期一举行，但是现在改时间了。 

他才起床，让我们等一下儿。 

你怎么才来就要走？  

我曾经学过一年中文。 

他从来不喝酒。 

听到这个消息，他赶紧跑回家去了。 

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他赶紧开门。 

他很不舒服，我们要赶快送他去医院。 

经理来电话，叫我立刻去她的办公室。 

看到一位老人上车，我连忙站起来让他坐。 

她在中国留学的时候，始终坚持每天说中文。 

我们已做好下个月的工作计划。 

他早已离开北京了。 

 

【三15】频率、重复副词：通常、往往、总、总是 

李经理通常很早就到公司。 

为了记住一个汉字，他往往要写很多遍。 

我总弄不明白什么时候用“把”字句，常常一说就错。 

他去机场总是提前两个小时出发。 

 

【三16】关联副词：再² 

我们做完作业再玩儿游戏。 

你洗了手再吃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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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7】方式副词：互相、尽量、亲自、相互 

大家要互相帮助。 

志愿者要尽量自己克服困难。 

校长亲自联系学生实习的公司。  

我们要相互关心，相互照顾。 

 

【三18】情态副词：大概、恐怕 

他病了，今天大概不会来上课了。 

天这么阴，大概要下雨。 

我头有点儿疼，恐怕是感冒了。 

他出国恐怕已经有三年多了吧。 

 

  

【三19】语气副词：白、并¹、当然、到底、反正、根本、果然、简直、绝对、难

道、其实、千万、确实、只好、终于 

老师不在办公室，我白去了。 

这次考试并没有他们说的那么简单。 

学生当然应该做作业。 

他到底是老师还是学生？  

我不知道是谁做的，反正不是我做的。  

她根本不相信我。 

天气预报说要下雨，你看果然下了。  

这纸花太漂亮了，简直跟真花一样。 

他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我相信他。  

别人都能学会，难道我就学不会吗？  

大家以为他回国了，其实他去南方旅行了。  

你明天千万要早点儿回来。 

这次情况确实非常紧急。  

我生病了，只好跟老师请假。 

他努力复习了一个月，终于顺利地通过了所有的考试。 

 

A.3.2.5 介词 

 

A.3.2.5.1 引出时间、处所 

 

【三20】由¹ 

这路公交车由北京机场出发。 

我们由南门进入公园。 

 

【三21】自从 

自从修了公路， 这儿的交通就方便多了。 

自从来到中国，他就喜欢上了中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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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5.2 引出方向、路径 

 

【三22】朝 

大门朝南开。 

他朝左边看了一下儿。  

他朝我大喊：“小心！”  

 

A.3.2.5.3 引出对象 

 

【三23】为² 

妈妈每天为我们做饭。 

他为我买了一束花。 

 

【三24】向² 

我们要向班长学习。 

如果不能来上课，你要向老师请假。 

 

A.3.2.5.4 引出目的、原因 

 

【三25】由于¹、因为 

由于各种原因，大家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他因为这件事一直不跟我说话。 

 

【三26】为了 

妈妈为了健康坚持每天跑步。 

他为了新工作不断学习新知识。 

 

A.3.2.5.5 引出施事、受事 

 

【三27】把、被、叫、让 

我看见你把手机放在书包里了。 

裙子被我弄脏了。 

手机叫我弄坏了。 

我的车让朋友借走了。 

 

A.3.2.5.6 表示排除 

 

【三28】除了 

除了英文，他还会说中文。 

除了他，我们都是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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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5.7 引出凭借、依据 

 

【三29】按、按照 

房租按天或者按月计算。 

他们按照地图找到了全部东西，顺利完成了任务。 

 

A.3.2.6 连词 

 

【三30】连接分句或句子：并且、不光、不仅、另外、要是、因此、由于²、只有  

这星期我很忙，要上课，要准备考试，另外，还要参加一些学校活动。  

这次晚会他们准备了很多吃的、喝的，另外，还准备了不少礼物。 

（“并且、不光、不仅、要是、因此、由于、只有”例句参见复句部分） 

 

A.3.2.7 拟声词 

 

【三31】哈哈 

我还没进门就听到同学们哈哈的声音了。  

听了他的话，我们都哈哈地笑了起来。 

 

A.3.3 短语 

 

A.3.3.1 结构类型 

 

【三32】其他结构类型2  

（1） 介宾短语 

在房间   从前边   往左   把他   按照规定 

（2） 方位短语 

教室里   桌子上边   学校的东边   起床后   睡觉以前 

（3） 兼语短语 

请他进来   叫他上车   通知他开会   建议大家休息 

（3） 同位短语 

我的朋友小张   他妈妈李老师   游泳这种运动 

 

【三33】数量重叠：数词+量词+数词+量词 

图书馆里放着一排一排的书架。 

老师让学生两个两个地进教室。 

妈妈一遍一遍地告诉我要注意安全。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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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2 固定短语 

 

A.3.3.2.1 四字格 

 

【三34】不 A 不 B  

不大不小   不长不短   不冷不热   不多不少   不早不晚 

 

A.3.3.2.2 其他 

 

【三35】看起来 

这些苹果看起来很好吃。 

她工作了一天，看起来有点儿累。 

 

【三36】看上去 

这件衣服看上去很不错。 

那沙发看上去非常结实。 

 

【三37】有的是 

咱们图书馆有的是书，你可以多看看。  

这儿水果有的是，你多拿一点儿。 

 

A.3.4 固定格式 

 

【三38】除了……（以外），……还/也/都……  

除了上课，我还要参加各种活动。 

除了我，我姐姐和弟弟也会说中文。 

除了北京以外，中国的其他城市我都没去过。 

 

【三39】从……起 

从现在起，你要努力学习了。 

从今天起，我就用这台新电脑了。 

 

【三40】对……来说 

对日本留学生来说，汉字不太难。  

对专家来说，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三41】一……也/都+不/没……  

他一句中文也不会说。 

我上午一口水也没喝，现在渴极了。 

他一个汉字都不认识。 

这个公园我一次都没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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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2】越……越……  

中文越学越有意思。 

衣服的牌子越有名，价钱越贵。 

 

A.3.5 句子成分 

 

A.3.5.1 主语  

 

【三43】动词或动词性短语、形容词或形容词性短语作主语 

哭对身体有好处。 

早一点儿来比较合适。  

紧张有什么用? 

太冷了不好，太热了也不好。 

 

A.3.5.2 宾语 

 

【三44】动词或动词性短语、形容词或形容词性短语和主谓短语作宾语 

我打算去上海。 

她喜欢安静。 

我感到不舒服。 

老师希量大家都能取得好成绩。 

A.3.5.3 定语 

【三45】动词或动词性短语、主谓短语作定语 

你看见那个跳舞的女孩儿了吗？  

观看演出的观众请从右边的门进去。  

小白讲的故事很有意思。 

 

A.3.5.4 补语 

 

【三46】结果补语2：动词+到/住/走  

他终于买到火车票了。 

我把球传给他，可是他没接住。  

那本书他取走了吗？  

 

【三47】趋向补语2  

复合趋向补语的趋向意义用法：动词+出来/出去/过来/过去/回来/回去/进来/进去/

起来/上来/上去/下来/下去 

他从书包里拿了一本书出来。 

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书来。 

他从书包里拿出来一本书。  

他慢慢地走出教室去了。 

汽车开过来了，咱们准备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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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桥那边,我们走过去吧。  

我昨天买回来了一些水果。 

这儿离学校很近，我们走回去吧。  

外边的桌子你搬进来了没有？  

桌子我还没搬进来。 

这些书不能放在外边，应该拿进去。 

你站起来。 

你的电脑拿上来了没有？  

他突然跑上二楼去了。 

他从二楼走下来了。 

行李你帮我拿下去吧。 

 

【三48】可能补语1：动词+得/不+动词/形容词；动词+得/不+了  

老师的话我都听得懂。 

这件衣服太脏了，洗不干净了。 

明天的比赛你参加得了吗？  

我病了，明天上不了课。 

 

【三49】程度补语1:形容词/心理动词+得很/极了 /死了 

我累得很。 

外面冷极了。 

这个游戏孩子们喜欢极了。 

他们今天忙死了。 

  

【三50】数量补语3 （动词+动量补语）：宾语和动量补语共现  

我找了他两次。 

我来过中国一次。 

我去过两次上海。 

他读了三遍课文。 

 

【三51】数量补语4 （动词+时量补语）： 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  

我学中文学了两年。 

我学了两年中文。  

我等他等了半个多小时。 

我等了他半个多小时。 

我游泳游了四十分钟。 

他游了四十分钟的泳。 

 

【三52】数量补语5 （动词+时量补语）：表示动作结束后到某个时间点的间隔时间 

他们来中国两个月了。 

哥哥去北京一个星期了。 

我父母结婚二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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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6 句子的类型 

 

A.3.6.1 句型 

 

【三53】主谓句4：主谓谓语句  

奶奶身体非常好。  

这件衣服颜色很好看。 

那本书我没看过。 

这电影我看了三遍了。 

 

A.3.6.2 特殊句型 

 

【三54】“把”字句1：表处置 

（1） 主语+把+宾语+动词+在/到+处所  

老师把书放在桌子上了。 

我把朋友送到车站了。 

（2） 主语+把+宾语1+动词(+给)+宾语2  

爸爸把新买的手机送妹妹了。 

他们把作业交给老师了。 

（2） 主语+把+宾语+动词+结果补语/趋向补语/状态补语  

你把书架上的书放整齐。 

他把洗好的衣服拿回来了。 

孩子们把手洗得干干净净的。 

 

【三55】被动句1：主语+被/叫/让+宾语+动词+其他成分 

那个手机早被我用坏了。 

我的词典叫弟弟弄脏了。 

他完全让这位姑娘迷住了。 

 

【三56】连动句2  

（1） 前一动作是后一动作的方式  

他笑着说:“没事儿。”  

我明天坐飞机去北京。 

（2） 后一动作是前一动作的目的。 

他去超市买水果。 

我来中国学习中文。 

 

【三57】兼语句1  

表使令：主语+叫/派/请/让……+宾语1+动词+宾语2 

经理叫他介绍一下儿中国市场情况。 

公司派我来中国学习中文。 

我请他去我家玩儿。 

妈妈让我早点儿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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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58】比较句4  

（1） A比B+动词+得+形容词 

我比他跑得快。 

我说中文比妹妹说得流利。 

（2） A不比B+形容词 

我姐姐不比我高。 

这个笔记本不比那个大。 

（3） A+动词+得+比+ B +形容词 

我跑得比他快。 

姐姐中文说得比我流利。 

（3） A比B +多/少/早/晚+动词+数量短语  

我比他多吃了五个饺子。 

他比我少买一个苹果。 

我比姐姐早回来十分钟。 

哥哥昨天比前天晚睡半个小时。 

 

【三59】重动词：主语+动词+宾语+动词+补语 

他打篮球打得很好。 

她游泳游得很快。 

她走路走累了。 

我看电视看了两个小时。 

 

A.3.6.3 复句 

 

A.3.6.3.1 并列复句 

 

【三60】（也）……，也……  

篮球他喜欢，排球他也喜欢。  

面条儿我也爱吃，米饭我也爱吃。 

 

【三61】一会儿……，一会儿 

最近天气有点儿奇怪，一会儿冷, 一会儿热。 

他们在晚会上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跳舞，玩儿得很开心。  

 

【三62】一方面 ，另一方面 

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他们的优点,另一方面也要指出他们的缺点。 

他们在实习中一方面可以增加工作经验，另一方面可以学习新的知识。 

 

【三63】又……，又…… 

晚会上大家又唱歌，又跳舞，高兴极了。 

这件衣服样子又好看，价格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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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6.3.2 承接复句 

 

【三64】首先……，然后……  

同学们首先读了一遍课文，然后认真地回答了黑板上的问题。  

我们首先要找到科学的练习方法，然后坚持每天练习。 

 

A.3.6.3.3 递进复句 

 

【三65】……，并且……  

专家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提出了解决办法。  

这种办法可以保存食物，并且能保存很久。 

 

【三66】不仅/不光……，还/而且……  

那个地方我不仅去过，还去过好几次呢。  

不光我会说中文，而且我姐姐也会说中文。 

 

A.3.6.3.4选择复句 

 

【三67］不是... ，就是....  

他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实验室。 

这些衣服都不合适，不是太大，就是太小。 

 

A.3.6.3.5 转折复句 

 

【三68】 X是X，就是/不过...  
这件衣服好看是好看，就是有点儿贵。  

坐公交车方便是方便，不过人太多了。 

 

A.3.6.3.6 假设复句 

 

【三69】要是……，就……  

要是不开心，我就会大声唱歌。 

要是你明天有时间，就跟我一起去长城吧。 

 

A.3.6.3.7 条件复句 

 

【三70】只有……，才 

只有认真检查，我们才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只有多听多说，你才能提高中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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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6.3.8 因果复句 

 

【三71】（由于）……，所以/因此……  

由于身体不好，所以爸爸打算提前退休。  

他工作很努力，因此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A.3.6.3.9 目的复句 

 

【三72】为了……，……  

为了保持健康，他每天坚持运动。  

为了学好中文，我每天都要看中国电视剧。 

 

A.3.6.3.10 紧缩复句 

 

【三73】……了……（就）……  

他下了课就去图书馆。 

他喝了酒就会脸红。 

 

A.3.7 特殊表达法 

 

【三74】概数表示法2  

（1） 用“大概、大约、几”表示概数  

这个手机大概两千块。  

我的中文老师大约三十岁。  

我上网买了几本书。 

（2） 相邻数词连用表示概数  

三四（个）   十五六（岁）   七八十（个人）   五六百（块钱）  

（3） 用“左右、前后”表示概数 

三十岁左右   八点左右   春节前后   五一前后 

 

A.3.8 强调的方法 

 

【三75】用“一点儿也不……”表示强调  

中文一点儿也不简单。 

这双球鞋穿着一点儿也不舒服。 

 

【三76】用反问句表示强调  

反问句1:不是……吗？难道……吗？  

今天不是星期天吗？  

难道你没去过长城吗？ 

 

【三77】用“是”强调 

你说得对，这位经理是很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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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那电影是很有意思。 

  

A.3.9 提问的方法 

 

【三78】用疑问语调表示疑问 

今天是星期六？  

你打算去旅行？  

 

A.3.10 口语格式  

 

【三79】都……了 

都十一点了，你别看电视了。 

都三天了，他怎么还没回来？  

 

【三80】X就X （点儿）吧 
慢就慢吧，他能完成任务就很不错了。 

忙就忙点儿吧，我们过几天就能休息了。 

 

【三81】X什么（啊）  
玩儿什么，我们赶快工作吧。  

舒服什么啊，办公室空调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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