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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牢固的语法知识是提高英语综合能力的基础,更是在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的

关键。《金英语———高中英语语法精讲与精练》一书针对高三英语语法复习,由来自

重点中学高三第一线的骨干教师精心编写而成。这些老师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

验,对高考有着深入的研究,辅导的学生在历届高考中均取得了优异成绩。
本书共分为十五个单元,每个单元包括三部分内容:

　　要点概述　 针对高考英语语法题进行了精选,对每个语法项目的

重点和难点进行了简要分析。
经典例证　包含语法要点讲解和分析,精心挑选了典型的高考试题

作例题,配有详细的解题分析。
模拟实战　针对本单元的语法要点而设计置练习,既注重夯实学生

基础知识,又注重学生能力的提高。

该套丛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徐得胜教授、邱弘民教授等专家的支持和帮助,
并得到了江苏、安徽、湖南、上海、江西、浙江等地师生的支持,特别得到了江苏省南

菁高级中学、海门中学、盐城伍佑中学、南京师大附中、安徽无为中学、江阴市中学、
江阴市第一中学、陆桥中学、长泾中学、暨阳中学等校的支持。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以便于我们及时修正。衷心希望该书能帮助广大考生进一步提高成绩,在此,祝各

位考生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

本书编委会

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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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One
名　词

要点概述

一、名词的定义

名词是表示人或事物名称的词。它既可以表示具体的东西,也可以表示抽象

的东西。

二、名词的分类

名词分为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两大类。普通名词又可分为:个体名词、集体名

词、物质名词和抽象名词。个体和集体名词一般为可数名词,有单数和复数的形式;
抽象名词和物质名词一般是不可数名词,通常只有单数形式,在其前不能用a,an,
或者one。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可以用冠词和复数形式。

三、名词的功能

名词可以在句中作主语、宾语、介词宾语、宾语补足语、表语,名词短语可作状

语。

四、名词的数

英语的可数名词有单数和复数两种形式,注意名词复数的不规则变化:

■ 特殊变化。

◆child—children　foot—feet　tooth—teeth
mouse— mice　　man— men　woman— women

◆ 与 man和 woman构成的合成词,其复数形式也是-men和-women,如:an
Englishman,twoEnglishmen,而 German 不 是 合 成 词,故 其 复 数 形 式 为

Germans;Bowman是姓,其复数是theBowmans。

■ 单复数同形。
单复数同形的词有:deer,sheep,fish,Chinese,Japanese,li,mu,jin,yuan 除人

民币元、角、分外,美元、英镑、法郎等都有复数形式,如:adollar—twodollars;

apound—twopounds;afranc—twofrancs。

■ 集体名词,以单数形式出现,但实为复数。

◆ 有些词,如:people,police,cattle 等 本 身 就 是 复 数,不 能 说 apeopl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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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e,acattle,但可以说aperson,apoliceman,aheadofcattle。

◆theEnglish,theBritish,theFrench,theChinese,theJapanese,theSwiss等名

词,表示国民总称时,作复数用。如:TheChineseareindustriousandbrave.
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的。

■ 以s结尾,仍为单数的名词。

◆ maths,politics,physics等学科名词,为不可数名词,作单数用。

◆ news是不可数名词。

◆theUnitedStates,theUnitedNations应视为单数。如:

TheUnitedNationswasorganizedin1945.联合国是1945年组建起来的。

◆ 以复数形式出现的书名、剧名、报纸、杂志名,也视为单数:

TheArabianNightsisaveryinterestingstory-book.
《一千零一夜》是一本非常有趣的故事书。

◆ 由两部分构成的物品常用复数,如:glasses(眼镜),trousers,clothes。
若表达具体数目,要借助数量词 pair(对,双),suit(套)等,如:apairof

glasses,twopairsoftrousers。

◆ 表达特殊语义的复数名词,如:goods货物,waters水域,fishes(各种)鱼。

经典例证

1.WhileshewasinParis,shedevelopeda forfineart.(2013天津)

A.way　　　　　　B.relation　　　 　C.taste　　　　　D.habit
[解题思路]C。固定搭配,意为“培养对……的爱好”。

2.WheneverImademistakes,theteacherpointedthemoutwith .(2013
江西)

A.curiosity B.satisfaction C.envy D.patience
[解题思路]D。withcuriosity表示“好奇地”,withsatisfaction表示“满意地”,

withenvy表示“嫉妒地,羡慕地”,withpatience表示“耐心地”,故 D符合题意。

3.What’sthe ,inyouropinion,ofhelpinghimifhedoesn’tmakean
efforttohelphim? (2011江西)

A.sympathy B.theme C.object D.point
[解题思路]D。point有“意义”之意,符合题意;sympathy意为“同情”,theme
意为“主题”,object意为“物体,目标”,均不符合题意。

4.“Tommy,run! Bequick! Thehouseisonfire!”the mothershouted,with
clearlyinhervoice.(2011湖北 A)

A.anger B.rudeness C.regret D.panic
[解题思路]D。本句中panic意为“惊慌;惶恐”,符合题意;anger意为“生气”,

rudeness意为“粗鲁”,regret意为“后悔”,均不符合题意。

5.Alwaysremembertoputsuchdangerousthingsasknivesoutofchildren’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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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四川)

A.touch B.sight C.reach D.distance
[解题思路]C。这里reach意为“达到,得到”,outofreach意为“得不到”,符合

题意;touch意为“触摸”;sight意为“视野”,outofsight意为“失明,看不到”;

distance意为“距离”,均不符合题意。

6.The shoeswerecoveredwithmud,soIaskedthemtotakethemoff
beforetheygotinto car.(2009江西)

A.girl’s;Tom’s B.girls’;Toms’
B.girls’;Tom’s D.girl’s;Toms’
[解题思路]C。可数名词复数的所有格直接在词尾加’;一般名词的所有格在词

尾加’s。

7.—I’dlike informationaboutthemanagementofyourhotel,please.
— Well,youcouldhave wordwiththemanager.Hemightbehelpful.
A.some;a B.an;some
C.some;some D.an;a
[解题思路]A。information在此为不可数名词,故可排除 B、D 两个选项;have
awordwithsb.为固定短语,意思是“跟……说句话”,故选择 A。

8.Sheis newcomerto chemistrybutshehasalreadymade
someimportantdiscoveries.
A.the;the B.the;/ C.a;/ D.a;the
[解题思路]C。表示学科的名词,不与冠词连用;comer“来者”,为可数名词,在
此表示泛指,故选择 C。

9.Heprovedhimselfatruegentlemanandthebeautyofhis wasseenat
itsbestwhenheworkedwithothers.
A.temper B.appearance
C.talent D.character
[解题思路]D。这里主要考查对这四个名词的理解:temper的意思是“脾气”;

appearance的意思是“外表”;talent的意思是“智慧,才智”;character的意思是

“品质,个性”,故选择 D。

10.ThecollapseoftheWorldTradeCentrehasputtheUSeconomyinadifficult
.

A.occasion B.case C.situation D.background
[解题思路]C。occasion的意思是“偶然的机会”;case的意思是“小事件,情
况”;situation的意思是“形势,境地”;background的意思是“背景”,故选择 C。

11.Ifthesetrousersaretoobig,buyasmaller .
A.set B.one C.copy D.pair
[解题思路]D。trousers,scissors,gloves,socks,glasses等表示成双成对物品

的名词,其数量单位为 pa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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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Three-fourthsofthesurfaceoftheearth sea.
A.is B.are C.were D.hasbeen
[解题思路]A。分数修饰主语时,若主语为不可数名词,谓语用单数形式;若主

语为可数名词,谓语通常用复数形式。

13.Wehaveworkedouttheplanandnowwemustputitinto .
A.fact B.reality C.practice D.deed
[解题思路]C。putsthinto/inpractice为习惯用语,意思是“把……付诸实

施”。

14.Hegainedhis byprinting offamouswriters.
A.wealth;work B.wealths;works
C.wealths;work D.wealth;works
[解题思路]D。wealth指“财富”,为不可数名词,所以 B、C项是错的;work指

文学、艺术作品时,常用复数形式。

15.— Hello.IsLaurathere,please?
—I’msorry,sheisnothererightnow.CanItakea ?

A.message B.letter C.sentence D.notice
[解题思路]A。注意这几个词的含义不同:message指“口信”、“短信”;letter
指“信件”;sentence指“句子”;notice指“(书面)通知”。

16.Thecitygovernmentdecidedtokeeptheoldtempleforitshistorical .
A.price B.cost C.value D.usefulness
[解题思路]C。price指物品在金钱上的“价格”;cost指事物的生产“成本或费

用”;value指事物内在的“价值”;usefulness指事物“有用”。

17.Shortlyaftertheaccident,two policeweresenttothespottokeep
order.
A.dozenof B.dozens C.dozen D.dozensof
[解题思路]C。dozen指数量,意思是“十二”,常用于“数词+dozen+复数名

词”及“dozens+of+复数名词”这两种结构。如:twodozeneggs二十四个鸡

蛋;dozensofapples几十个苹果。

18.Comealongnowandsitdown.Tom,canyoumake forMary?

A.aface B.room
C.somedifference D.space
[解题思路]B。makeroomfor是 “给……腾出地方”的意思,是固定搭配形

式,其中room 为不可数名词。

19.Fouryearshadpassed,andIfoundMaryhad .
A.littlewhitehair B.somewhitehair
C.muchwhitehairs D.afewwhitehairs
[解题思路]D。hair指满头“头发”,为不可数名词;指具体的某种“头发”或一

根一根的“头发”,为可数名词。

4

UnitOne　名词



20.Althoughthecityhadbeenattackedbythestormseveraltimes, was
done.
A.afewdamages B.fewdestroy
C.littlehurt D.littledamage
[解题思路]D。此处主句的含义应是否定的,故可排除选项 A。destroy为动

词,不可作主语,所以也不对。hurt是对感情或身体部位的伤害,在此语意不

符;damage表示“损害”,为不可数名词。

模拟实战

1.Howbeautifullyshesings!Ihaveneverheard .
A.thebettervoice B.agoodvoice
C.thebestvoice D.abettervoice

2.Theyoungoften theoldinourtown.
A.helps B.wantstohelp
C.help D.helping

3.Thereareten teachersandtwohundred studentsinthe
school.
A.women;girl B.woman;girls
C.women;girls D.woman;girl

4.Theboywrote lastweek.
A.atwo-thousand-wordsarticle
B.twotwo-thousand-wordsarticle
C.atwo-thousand-wordarticle
D.twotwo-thousand-wordsarticles

5.Thewarmthof sweaterwillofcoursebedeterminedbythesortof
woolused.

A.the;the B.the;/ C./;the D./;/

6.SometimesIhaveacupofcoffeeafterlunch,butIdon’tmakeahabit
it.
A.for B.of C.about D.from

7.Thepriceofvegetablesis thanbefore.
A.muchcheaper B.evenhigher
C.stilldearer D.alotmoreexpensive

8.Suchamagazinehas exceptwhenyouhavetimetokill.
A.littlevalue B.muchvalue
C.alotofvalues D.greatvalue

9.I’msorryI’mforgettingyournamefor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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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moment B.moments
C.themoment D.themoments

10.Opinionsofthatkindarebestkepttoyourself,andnotvoiced .
A.bypublic B.inpublic
C.inapublic D.inthepublic

11.Suchmenhavemade bydevelopingoilbusinesses.
A.greatfortunes B.ahugefortune
C.somehugefortune D.agreatfortune

12.Heleft withmysecretarythathewouldcallagainintheafternoon.
Hesaidhewouldkeep .
A.words;hiswords B.word;hisword
C.word;word D.theword;hiswords

13.—Isthisbridgemadeof ?
— Yes,itismadeof2,300huge .
A.stone;stone B.stones;stones
C.stone;stones D.stones;stone

14.Theseyoungpeoplearenowmakinganactive tobeautify(美化)our
city.
A.part B.effort
C.decision D.plan

15.Whatimpressedmemostwasthattheyneverlost .
A.hearts B.heart
C.theirheart D.theirhearts

16.Hetoldmehehadbeenofferedaverywell-paid .
A.business B.service C.work D.position

17.Thenewlawwillcomeinto onthedayitispassed.
A.effect B.use C.service D.existence

18.Hisdaughterisalwaysshyin andsheneverdarestomakeaspeechto
.

A.thepublic;thepublic B.public;thepublic
C.thepublic;public D.public;public

答案与解析

1.[D]voice指“嗓音”。此处不定冠词与比较级连用,表示“(以前)从未听过比她

唱得更好的”。

2.[C]英语中,有些形容词或分词(如old,young,poor,rich,injured,wounded,

dead,living,deaf等)与the连用时,表示一类人。这种结构通常表示复数,应

与复数动词或复数代词连用,故答案只能选择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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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名词作定语时,通常用单数。但 man与 woman作定语时,如果后面的名词

是单数,这两个词也用单数;如果后面的名词是复数,这两个词也用复数,如:a
mandoctor,twomendoctors等,故选择 A。

4.[C]由“数词+连字符+名词”构成的合成形容词,其中的名词必须用单数。此

句若选 D,应将 words后面的“s”去掉,故选择 C。

5.[B]wool“羊毛”,为不可数名词,在此表示泛指,不与定冠词连用,故选项A、C均

不对;sweater在此表示“羊毛衫”这一类物品,与the或a均可连用。

6.[B]habit表示“习惯”,后面的介词常用of。如:makeahabitof,beinthehabit
of,havethehabitof,fallintothehabitof等。

7.[B]英语中,price“价格”只能说 high(高)或low(低),不能说expensive/dear
(贵)或cheap(便宜)。

8.[A]value指事物具有的实用“价值或重要性”,为不可数名词。

9.[C]foramoment的意思是“一会儿,片刻”,指动作持续的时间;forthemoment
的意思是“当这时候,目前,暂时”,指一时的情况。

10.[B]inpublic“当众;公然”,为习惯用语,不与冠词连用。

11.[A]makeafortune的意思是“发财;致富”,其中的afortune有单复数的变化。
此句的主语 men为复数,故fortune也用复数。

12.[B]leaveword(with)意为“留言;留下口信”;keepone’sword意为“遵守诺

言”。

13.[C]第一个stone是物质名词,不可数;第二个stone表示一块具体的“石头”,属
可数名词。

14.[D]makeanactiveefforttodosth.意为“积极努力做某事”。

15.[B]lostheart是固定短语,不能加冠词,也不能有复数。

16.[D]position在这里是“职业,工作”的意思。

17.[A]comeintoeffect意为“开始生效”。

18.[B]inpublic意为“在公共场合”;thepublic意为“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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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Two
形容词和副词

要点概述

一、形容词的用法

形容词是一种开放性词类,在句子中主要作修饰的成分。形容词依据不同的

标准可以分为单字形容词和复合形容词,中心形容词和外围形容词,动态形容词和

静态形容词,等级形容词和非等级形容词。学完了形容词,副词讲解起来会更容易

一些。一般认为形容词加上-ly就变成了副词,如形容词quick加上-ly变成副词

quickly。但是friendly,lovely 等词虽然以-ly 结尾,但实则是形容词,如:Sheis
friendlytome.她对我很友好。所以千万不要误认为只要以-ly结尾的词就是副词

哟!
下面介绍有关形容词的几个要点。

■ 几个形容词修饰一个名词时的语序

当同时用几个形容词来修饰一个名词时,一般可按照以下顺序排列:限定

词———描绘性形容词———大小、新旧、式样———颜色———产地(国别)———作定语的

名词———被修饰的名词。
如:

alovelyAmericanchild
一个可爱的美国儿童(限定词———描绘性形容词———国别)

asmallblackleatherhandbag
一个小的黑色皮包(大小———颜色———作定语的名词表示材料)

ayellowGermansportsshirt
一件红色的德国运动短袖衫(颜色———国别———作定语的名词表示用途)

asmalloldstonebuilding
一幢古老的小型石建筑(大小———新旧———作定语的名词)

[注意]限定词放在最前面,作定语的名词紧靠被修饰词;同种类的形容词,短在前、
长在后,序数词放在基数词之前。如:thefirsttwostudents最初两位学生。
但是,这里所讲的语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 需放在被修饰语之后的形容词

形容词作定语,一般放在名词的前面。但如果被修饰语是由some,any,every
和no构成的不定代词时,用作定语的形容词必须放在它所修饰的词后面。如:

Thereisnothingnewinhis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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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报告里没有什么新东西。

Haveyoureadanythingimportantinthenewspaper?
你在报纸上读到重要的新闻了吗?

Helikessomethingcheaper.
他喜欢便宜货。

Thereisnothingwrongwithhim.
他没有错。

Sofarnobodyimportanthasvisitedthisplace.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重要人物来这儿看过。

[注意]英语中有些形容词一般只能作表语,不能放在名词前作定语,如以a-开头的

形容词asleep,afraid,awake,alone,alive。另外,ill,glad,sorry,well,

sure也不能放在名词前作定语。
[注意]sick(患病)与ill不同,sick既可以作表语也可以作定语,而ill则不能,试比较:

Thesechildrenareill/sick.
这些孩子病了。

Thedoctorisexaminingthesickchildren.
那位医生正在给生病的孩子们做检查。(不能用ill)

另外,在度量衡用语中,形容词通常放在度量单位之后。例如:

Theruleris20cmlong.
这把尺有20厘米长。

I’m1.80metrestall.
我身高1.80米。

■ 三种要求形容词作表语的系动词

形容词除与系动词be连用作表语外,还可以与其他一些系动词连用。
(1)表示一种特征、状态、感觉的系动词,如:appear(显得),seem(似乎),look

(看似),feel(觉得),taste(尝),smell(闻),sound(听)等。

Theapplejuicetastesgood.
这种苹果汁味道很好。

Shedoesn’tseemhappy.
她似乎不高兴。

I’mnotfeelingwelltoday.
我今天不舒服。(well用作形容词充当表语只能表示身体好)
(2)表示由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变的系动词,意为“变得”、“变成”,如:

become,get,grow,turn,go等。

Thefoodhasgonebad.
食物已经变质了。

Hisgrandpabecameolderandolder.
他的爷爷越来越老了。

9

UnitTwo　形容词和副词



It’sgetting(growing)dark.
天渐渐地黑了。

Treesturngreeninspring.
春天树变绿了。
(3)表示保持某种状态的系动词,如:remain,keep,stay等。

Theproblemremainsunsolved.
问题仍未解决。

Keepquiet,please!
请安静!

Tostayhealthy,youshoulddevelopagoodeatinghabit.
要保持健康,你就应该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 某些以-ly结尾的形容词

英语中有一些形容词是以-ly结尾的,在做练习的过程中极容易与副词发生混

淆,千万不要误以为单词以-ly结尾就一定是副词。如:

brotherly兄弟般的 fatherly父亲似的 ugly难看的 silly愚蠢的

deadly致命的 friendly友好的 lonely孤单的

likely可能的 lovely可爱的 lively愉快的

　　还有一些与时间有关的词,虽以-ly结尾,但既可以用作形容词又可以用作副

词,如:

daily每日(的) weekly每周一次(的)

monthly每月一次(的) yearly每年一次(的)

■ 名词充当定语

(1)名词用来作定语修饰另一个名词时,相当于形容词,如:

airattack空袭 ticketoffice售票处

bookstore书店 trafficaccident交通事故

(2)名词修饰另一名词时,一般都用单数形式,而且总是放在被修饰的名词之

前。如:

shoerepairers修鞋人 ringfinger无名指

wineglass酒杯 cigarettelighter打火机

也有一些例外,如:

sportscar赛车 clothesshop服装店

armsproduction武器生产

[注意]名词作定语与形容词作定语意思相差较大:

colourTVset彩色电视机 　colourfullife多彩的生活

goldring金戒指 　goldenring镀金(金黄色)戒指

■ 带有数字的复合形容词

当复合形容词用连字号连接时,其中的名词用单数形式。主要有两种结构:“数

01

UnitTwo　形容词和副词



词+名词”和“数词+名词+形容词”。
(1)数词+名词。

atwo-hourexam 一场两个小时的考试

athree-poundchicken一只三磅重的鸡

atwo-hundred-metrestreet一条200米长的街道

afive-hundred-wordletter一封500字的信

(2)数词+名词+形容词。

athree-year-oldboy一个三岁的男孩

afifty-metre-wideriver一条50米宽的河

二、副词的用法

■ 同形的副词和形容词

fasttrain快车

runfast跑得快{
hardworkers干活卖力的工人

workhard干活卖力,工作努力{
rightanswer正确的回答

doeverythingright样样事情做得对{
enoughfood足够的食物

largeenough足够大{
inthelateafternoon傍晚

worklate工作得晚{
intheearlymorning一大早

comeearly来得早{
Hedrewastraightlineonthepaper.他在纸上画了一条直线。

Hewentstraighttotheroom.他径直朝那房子走去。{
■ 具有两种形式的副词

英语中有些副词有两种形式,但其意义不同:

Thestationisquitenear.车站就在附近。(near用作形容词)

Helivesnear.他就住在附近。(near用作副词)

It’snearlynineo’clock.将近九点钟了。(nearly用作副词,但其含义是将近、
几乎)

Thecakeishard.这蛋糕太硬。(用作形容词)

Thetestishard.测验太难。(用作形容词,含义是困难的)

Heisahardworker.他是个干活卖力的工人。(用作形容词,含义是卖力的)

Weallworkhard.我们都努力工作。(hard用作副词)

Icanhardlyunderstandyou.我不太懂你的意思。(hardly用作副词意为几乎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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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washardlyacloudinthesky.天空几乎没有云彩。(hardly用作副词)

Heislate.他迟到了。(late用作形容词)

Hewenttobedlatelastnight.他昨晚很晚才睡觉。(late用作副词)

Haveyouseenherlately? 你最近看见过她吗? (lately意为最近)
[注意]除上述几个词外,英语中还有一些具有两种形式的副词。如:

deep深的 — deeply深深地

high高的 — highly高度地

wide宽的 — widely广泛地

HejumpshigherthanI.
他跳得比我高。

Wethinkhighlyofourteacher.
我们对我们的老师评价很高。

Heopenedallthewindowswidetoletthefreshairin.
他把所有的窗户开得很大,好让新鲜空气进来。

SheiswidelyknowninChina.
她在中国的知名度很高。

三、形容词和副词比较级和最高级的构成

■ 形容词比较级和最高级的构成

(1)单音节形容词加-er和-est构成其比较级和最高级。

strong—stronger—thestrongest
new — newer—thenewest
闭音节单音节词若末尾只有一个辅音字母,须先双写这个辅音字母,再加-er

和-est。

big— bigger—thebiggest
hot— hotter—thehottest
thin—thinner—thethinnest
(2)三音节或三音节以上的形容词前加 more和 most,构成其比较级和最高

级。

interesting— moreinteresting—themostinteresting
important— moreimportant—themostimportant
(3)双音节形容词中,一般以-y,-er,-ow,-ple等结尾的词加-er,-est。

pretty— prettier—theprettiest
clever—cleverer—thecleverest
simple—simpler—thesimplest
narrow — narrower—thenarrowest
常用的词有:easy(容易),lazy(懒),happy(快乐的),funny(有趣的)。
(4)以-ful,-ing结尾的双音节词一般加 more/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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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tful— moredoubtful—themostdoubtful
[注意]有些双音节形容词可以加 more/most,也可以加-er,-est构成比较级和最高

级,常见的词有:friendly,clever,narrow,common。

■ 副词比较级和最高级的构成

(1)副词比较级和最高级形式通常由加 more和 most构成。

quickly— morequickly—themostquickly
slowly— moreslowly—themostslowly
(2)与形容词同形的副词,其比较级与最高级构成方式与相应的形容词相同。

fast—faster—thefastest
hard— harder—thehardest
early—earlier—theearliest
■ 少数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最高级变化形式是不规则的

good/well— better—thebest
bad/ill/badly— worse—theworst
many/much— more—themost
little—less—theleast
■ 同等程度比较的要点

(1)as...as之间一定要用形容词或副词原形。

Iamasoldasyou.
我和你年龄一样大。

TomworksashardasMary.
汤姆和玛丽工作一样努力。

[注意]“as...as”可用almost,quite,just,justabout,nearly,twice,bynomeans
(根本不)修饰,置于“as...as”之前。

(2)so用以替代第一个as时,只能用于否定句。

Johnisnotas/socleverasJack.
约翰不像杰克那样聪明。

Hedoesn’treadas/soclearlyasshe.
他读得不像她那样清楚。

Shedidn’tsingas/sowellthatnightassheusuallydoes.
她那天晚上唱得没有平时好。
(3)asmuch+不可数名词+as,而asmany+可数名词复数+as。

BobhasreadasmanybooksasMary.
鲍伯和玛丽读了一样多的书。

Thereisasmuchwaterinthisbottleasinthatbottle.
这瓶子里的水和那瓶子里的水一样多。
(4)as+adj.+不定冠词+可数名词单数+as。

Germanisasdifficultalanguageas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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