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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和观众朋友们一起学习的是英语中非常常见的一种语气，也
就是虚拟语气。
V. 我们提到，虚拟语气表示说话人的愿望、假设、猜测或者建议，而并不表示客观存
在的事实。
A. 另外，虚拟语气主要是通过动词的变化形式来表示的，一般来说，动词都要使用过
去形式。
V. 我们还指出一些词语和结构，提醒大家遇到这些词语和结构时要记住使用虚拟语
气。
A. 其中最常见的当然就是动词 wish 后面的从句，虚拟语气可以适用于现在、过去和将
来的情况。
V. 其次我们介绍了一个结构：It’s time that…后面的从句中也是使用虚拟语气。
A. 另外与这一结构类似的还有 It’s about time that…以及 It’s high time that…
V. 今天我们会继续这一话题来学习，下面要了解的也是一个结构，不过是个特殊的、
不完整的句式结构：If only。
A. If only 意思是“要是、但愿”，表达的是某人对某事的一种强烈愿望，并且多半是与
现实或事实相反的愿望。
V. 如果用英语来解释 if only 的意思，可以说：it would be great if…，这样就可以更好
地理解和运用 if only 的结构了。
A. It would be great if… 如果是怎么样就好了，我们下面就来看几个例句，了解一下 if
only 这一句式结构的用法。
V. 首先第一个例句是：If only he were my brother!
A. 他要是我兄弟就好了！这里的 he were 用的就是虚拟语气，是不是兄弟是天生注定
的，因此这样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V. 再看第二个例句：If only my mother were here seeing all this!
A. 如果我妈妈在这看到这一切就好了！这里表示的是妈妈可能身在远方，或者可能已
经去世，因此希望妈妈现在在身边也是一种愿望。

V. 最后看第三个例句：If only I were younger!
A. 真希望我年轻点啊！我想这是每个人的美好愿望，不过年纪是一年一年增长，因此
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V. 前三个例句都是对一种现在情况的虚拟，if only 也可能用于对过去发生的情况进行
虚拟，我们也来看一个例句：If only you had paid more attention to your calculation!
A. 如果你当时计算时更注意就好了！这里动词用的是过去完成时 had paid more
attention，证明当时没太注意，所以计算出了差错。
V. 我们前面说了，if only 可以用 It would be great if…这样的结构来理解，这里不妨将
刚才的例句用后一种结构换一下，以加深理解。
A. 我们从所举的四个例句中挑出两个来做，另外两个例句观众朋友们可以在节目结束
之后自己试着做一做。
V. 首先来看例句：If only my mother were here seeing all this!，意思也就是 It would be
great if my mother were here seeing all this.
A. It would be great if my mother were here seeing all this.
V. 下一个要变换的例句是：If only you had paid more attention to your calculation!，意思
就是：It would be great if you had paid attention to your calculation!
A. It would be great if you had paid attention to your calculation!
V. 这里使用了英语中非常常见的表示条件的单词 if，其实，有时以 if 开始的句子也使
用虚拟语气。
A. 是的，我就想到一个平时经常使用的虚拟语气情况，句子就是以 if 开始的：If I
were you…
V. 没错，这是非常常见的，意思是“如果我是你”，当然自己成为别人是不可能的，因
此用虚拟语气，我们来看两个例句：
首先一个例句是：If I were you, I would bring it up at the meeting
A. 如果我是你，我就在会上提出来。这样的结构和语气经常用于向别人提建议时。
V. 再来看一个例句：If I were him, I would ask for a raise.
A. 如果我是他，我就会要求涨薪。结构和语气表示的是一种评论，这里的 raise 意思就
是“涨工资”。

V. 上面两个例句中，用的都是现在时，其实用 if 做结构的虚拟语气也可以表示过去的
情况，我们也来看两个例句，第一个是：If you had studied harder, you would have
passed the exam.
A. 如果你当时更努力学习的话，你就会通过考试了。
V. 换层意思来理解，也就是说：You didn’t study hard enough, so you didn’t pass the
exam.
A. 说这话时，肯定对方当时没有努力学习，并且考试失败了，这两件事都已经发生
了。
V. 再来看第二个例句：If we had got up earlier, I would have caught the train.
A. 如果早点起床，我们就会赶上火车了。。
V. 换层意思来理解，也就是说：We didn’t get up early enough, so we didn’t catch the
train.
A. 这里的起床和赶火车两件事也都已经发生了，因此用的是过去完成时。
V. 我们把刚才使用 if 的四个例句再重复一遍：
If I were you, I would bring it up at the meeting。
If I were him, I would ask for a raise.
If you had studied harder, you would have passed the exam.
If we had got up earlier, I would have caught the tr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