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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经验证明,语法学习的实践性很强,学好语法的关键就是“学会运用,练中

思考;学会归纳,不断体悟”.如果只记不思、只学不用,永远也学不好语法.毕

竟,“Usingisthebestlearning．”.学习语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应用,只有学会了

运用,才能达到最佳学习效果.基于这一理念,编者精心设计了这本讲练结合

的语法书,也是为读者朋友精心设计的一套语法学习方案.本书以练为主,题
量丰富,解析详实,四大板块助您突破语法难关!

一、考点对练

“考点对练”透视近几年全国各地的高考试题,认真研究,精准统计,归纳出

高考涉及的主要考点,然后针对这些高频考点设计对点练习.练习所针对的考

点既系统全面,又相对集中,设计的题型以客观题为主,形式丰富多样,旨在培

养读者的实践能力,以练促记,通过这种训练方式,使读者快速、全面地掌握语

法知识的核心用法,并做到熟练地运用这些知识.
注:本部分题干中的“对点”即“对应考点”.

二、能力提高

“能力提高”用单句语法填空的形式让学生对高考新题型进行集中训练,同
时也是重点而又系统地对考点进行强化训练.编者针对考点,精心打造原创试

题,为读者搭建演练平台.分组安排习题,便于减轻学习负担,提高练习效率.
通过该部分练习,进一步提升读者对语法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

三、检测评价

“检测评价”精选最近几年的高考试题并设置部分原创练习,包含语法填空

和短文改错题.题目力求涉及不同考点,试题难度搭配合理.读者通过自我检

测,既可以检验学习效果,发现自己在语法学习中的薄弱点和不足,也可以体验

成功的快乐,从而增强语法学习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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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错题笔记

语法学习的进步往往在于不断地归纳、总结和反省.及时将单元语法练习

过程中所出现的错题整理出来是一个实用、有效的学习方法.建议读者朋友及

时整理错误,充分利用错误,防错纠错.“错题笔记”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开放式

空间,它就是您今后学习的重点,从而让您在复习时做到有的放矢,帮您攻克语

法难关.
除以上四大板块外,附录部分的“答案精析”为读者点拨解题关键,警示解

题误区,使您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真诚希望本书成为您语法学习的好帮手,助您在语法学习的道路上不断进

步,力求卓越,轻巧夺冠!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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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名
词第一章　名词

Ⅰ．根据所给汉语提示,写出名词的正确形式———对点:名词复数.
１．Thetwo (英雄)weretaking (拍照)intheTiananmenSquareatthe

time．
２．Thetwo (主席)agreethatacertainnumberof (男教师)arerequired

inkindergartens．
３．Thethree (图书馆)eachhave (分馆)inthetenprovinces．
４．Both (学校教师)thinkitnaturalforteenagerstohavedifferent (信

仰)now．
５．Those (过路者)sawalotof (老鼠)runningacrosstheroad．
６．Thelocalpolicethankedthethree (日本人)forhelpingseizethetwo

(小偷)．
７．Youcanseeanumberof (公牛)and (绵羊)onyourwayhome．
８．Youcangainmuch (信息)ontheInternetinsteadofby (方式)of

lookingupinthepapers．
９．Many (德国人)cameovertooffer (祝贺)totheyoungestsinger!

１０．Shehasagood (精通)ofEnglish,soshecanunderstandtheEnglish
(说明书)onthebottle．

Ⅱ．根据所给汉语完成句子———对点:名词所有格和修饰不可数名词的单位

量词.
１．Suchare (我父母的心愿)．
２．Thatis (李明和魏芳的书桌)．
３．Inthissmalltown,thereis (一家妇科医院)．
４．If (明天的天气)turnsfine,wewillgoclimbing．
５．Thevisitorsareallsatisfiedwith (城市的环境)．
６．Motherwantstobuy (三块肥皂)．
７．Myyoungersistergot (一双鞋)asherbirthdaygift．
８．Couldyoulendme (四盒火柴)?

９．Thereare (两盘肉)onthetable．
１０． (许多袋大米)weresenttothevillagers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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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名
词

Ⅲ．单句改错(每句有一处)———对点:名词用法.
１．Thepolicearehelpingthefarmerstolookforthelostcattles．

２．Themanwithlonghairisnotfondofsuchaweather．

３．Thewaiterbroughtacoffeeandtwobeerforme．

４．Thefireinthechemicalworkhascausedfivedeaths．

５．Iaminterestedinthiskindorangesjuice．

６．Westudentshouldnotworkinsuchashoefactory．

７．Asapoet,hisfatherisgreatsuccess．

８．MostoftheparentsaresatisfiedwithChinaeducation．

９．LastnightwestayedatMr．Brown;heisafriendofmyfathers．

１０．TheGreenswillmakeajourneytoChinanextmonth．

Ⅳ．选词填空———对点:名词意义辨析.
１．Mostofmy areboughtonline．(clothes,clothing,dress)

２．Thechairmanspokeupsothatwecouldhearhis ．(sound,voice,noise)

３．Forthesakeofhersonshealth,shedecidedtomovetoaplacewithawarm ．
(temperature,climate,weather)

４．The forthisyearsbestactresswenttohissister．(reward,award,prize)

５．Noweventeenagersareinterestedincurrent ．(affairs,businesses,matters)

６．Themanagerswifewaskilledinamotoring ．(incident,accident,event)

７．Itsa inChinatoeatmoonＧcakesattheMidＧautumnFestival．(custom,habit,

tradition)

８．Hefoundhimselfinadifficult ．(condition,situation,state)

９．Thatsthe whysomanychildrenwereinjured．(reason,cause,excuse)

１０．Herobbedtheyoungwomanofthemoneyby ．(power,strength,force)

　　　　　　　　　　　　　　　　　　　　　　　　　　　　　　　

单句语法填空.
(A)

１．Oh,John! Whatapleasant (surprised)mothergaveus!

２．The (bicycle)shopisjustaroundthecornerandyouwontmissit．
３．Thevillageisfarawayfromhereindeed．Itsafour (hour)walk．
４．Billwasdoingalotofphysicalexercisetobuilduphis (strong)．
５．Findinginformationintodaysworldiseasy．The (challenging)ishowyoucan

telliftheinformationyougetisusefulor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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