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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课标要求下,教师对学生英语学习水平愈发严格,学生不仅需积累大量的词汇,而且应积极掌
握语法、句式,以及具备一定的英语写作能力,对学生学习提出较高的要求。学生实际学习过程中,因语
法内容易混淆,理解难度较大,影响学生学习有效性,有必要通过应用语法错题,提高学生英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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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teacher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trict
with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level. Students not only need to accumulate a large number of vocabulary, but
also should actively master grammar and sentence patterns, and have certain English writing ability, which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students' learning. In the process of students' actual learning, it is easy to be
confused in grammar and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ich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s' learning.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students' English level by applying grammar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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