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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中国文化   

 

一、选择题 

111. 中国道家思想的创始人是春秋

末年的______，他的著作《道德经》

对后来的中国人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

响。 

A．庄子    B．老子 

C．韩非子    D．孔子 

答案：B  

 

112.第一部被介绍到西方去的中国古

代戏曲是______，它是著名的元杂剧

四大悲剧之一。  

A．《窦娥冤》    B．《赵氏孤儿》  

C．《西厢记》    D．《汉宫秋》  

答案：B  

 

113. 中国古代神话_______的故事，

是远古中国人对人类起源的认识，也

是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生活的一种反

映。 

A．羿射九日   B．精卫填海  

C．女娲造人   D．盘古开天  

 

答案：C 

 

114.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

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同时也形成了自

己的道德观念，“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形象地表达了中华民族________的传

统美德。  

A．勤俭持家    B．诚实守信  

C．礼貌谦让    D．见义勇为 

答案：B  

115．_______是中国独有的民族体育

运动之一，是以简单小巧、信手可得

的物件练出高超技艺的代表节目。它

不仅是锻炼身体的手段，也是一种

优美的艺术表演，很具观赏性。 

A. 踢毽子         B.踩高跷   

C. 滚铁环         D.抖空竹   

 

答案：D   

 

116. 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编写

的《_______》收集了 1892 种药物和

11096 个药方，是中国古代药物学和植

物学巨著。 

A．黄帝内经        B．本草纲目  

C．伤寒杂病论       D．神农本草经  

答案：B 

 

117.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其中唐朝烧

制出的一种陶器，以黄、褐、蓝等色

彩为主，釉色艳丽、自然。这种陶器

就是_______。 

A．青瓷           B．白瓷 

C．唐三彩         D. 彩瓷 

 

答案：C  

 

118．登高望远，饮菊花酒，品菊花茶，

唐朝孟浩然的诗句“待到重阳日，还

来就菊花”生动再现了中国民间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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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______的习俗。  

A. 中秋节         B.端午节   

C. 元宵节         D.重阳节   

 

答案：D 

 

119. 矗立在北京市中心的_______

是一座建于明朝的、雄伟的城楼式建

筑，它的后面是明清两朝的皇城——

故宫。 

A．天安门       B．天坛  

C．钟楼         D．鼓楼  

 

答案：A 

 

120.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也是人类

的发源地之一。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

是_____＿，距今约 170万年。 

A．蓝田人         B．元谋人  

C．山顶洞人       D．北京人 

答案：B  

   

121. 长鼓舞是________民族舞蹈，以

击打长鼓，边击边舞而得名。  

A．苗族          B. 朝鲜族  

C．藏族          D. 维吾尔族 

 

答案：B 

 

122.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指南

针、造纸术、印刷术和______这四大

发明展现了中国古代灿烂的科技文

化。  

A．日晷         B.地动仪     

C．火药        D.针灸    

答案：C  

 

123. 1974年，在中国陕西出土的兵马

俑，显示了秦代工匠高超的______艺

术水平。 

A．书法         B.绘画     

C．雕塑       D.建筑     

 
答案：C   

 

124. 位于西藏拉萨的________ 是一

座规模宏大的宫堡式建筑群。它依山

而建，气势雄伟，宫中还收藏了无数

的珍宝，堪称是一座艺术的殿堂。  

A. 阿房宫          B. 长乐宫   

C. 布达拉宫         D. 未央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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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125. ________ 著名僧人玄奘从长安

出发，沿着丝绸之路，克服重重险阻

到达印度，带回了 650 多部佛经。这

就是有名的“唐僧取经”。 

A. 宋朝           B.隋朝    

C. 唐朝            D.元朝 

答案：C  

 

126. _______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打击

乐器，由青铜制成。演奏时用小木锤

或长形的棒敲打，声音清脆响亮，优

美动听。 

A．琵琶          B．箜篌    

C．编钟          D. 胡琴  

答案：C 

 

127. ________是流行于中国西北地区

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汉、

回、裕固等民族中的一种山歌形式，

2009 年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 

A. 信天游        B.长调 

C. 花儿          D.晨歌 

答案：C 

  

128．________ 是一种中草药饮料，

能消除夏季人体内的暑气，也能治疗

冬日干燥引起的喉咙疼痛，深受百姓

的喜爱。 

A．豆浆         B．凉茶 

C．可乐        D．果汁 

答案：B 

 

129. 北宋画家______的《清明上河

图》生动地描绘了北宋都城汴梁（今

开封）汴河两岸商业活动的繁荣景象，

是中国古代绘画的杰作。   

 

A.张择端           B.顾恺之  

C.曹仲达           D.张僧繇 

答案：A 

 

130.成语是汉语特有的一种语言形

式，大多数由四个字组成，常带有历

史故事和哲学意义。其中有许多是用

动物作比喻的，十分形象、有趣。成

语“对______弹琴”比喻对不懂道理

的人讲道理是白费口舌。 

A. 猪            B. 牛 

C. 羊            D. 兔  

答案： B 

 

131. _______ 是以人民艺术家老舍

先生及其名剧命名的茶馆。开业以

来，接待了近 47 位外国元首、众多

社会名流和 200 多万中外游客。   

A. 吴裕泰茶庄    B.张一元茶庄   

C. 老舍茶馆      D.陶陶居茶楼 

答案：C  

  

132. 中国书画大师______ 以其诗、

书、画、印“四绝”而闻名于世。  

A．刘海粟         B. 张大千   

C．徐悲鸿         D. 齐白石 

 

答案：D 

 

133. 旧时中国店铺的门口，常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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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八个大字。

这说明中国自古就提倡公平交易、诚

实待客的行业道德。这八个大字中的

“叟”指的是_____＿。 

A．儿童         B. 熟人  

C．老人         D. 生人 

答案：C 

134. 放风筝是_____＿时节人们所喜

欢的活动。有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

便剪断牵线。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

给自己带来好运。  

A．立春        B.寒露 

C．清明        D.大雪  

 
答案：C  

 

135. 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

______、安徽九华山合称中国佛教四

大名山 

A．湖北武当山     B．四川青城山 

C．江西龙虎山     D．四川峨眉山   

答案：D 

 

136.  世界上最早的地震仪器“地动

仪”是由东汉时期的科学家_______发

明创造的。 

A. 僧一行            B. 张衡 

C. 沈括              D. 扁鹊 

答案：B 

 

137. 古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

圆”描写了古代_______的自然风光。 

A. 市井         B.边塞 

C. 山林        D.田园    

答案：B 

 

138.  中国的地方戏丰富多彩，而且

大多数地方戏都有自己的代表剧目。

人们熟悉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是

________ 代表剧目。 

A. 评剧           B. 越剧 

C. 粤剧           D. 豫剧   

 
答案：B  

 

139. 无论是追求时尚生活的年轻一

代，还是保持勤俭美德的老一辈，越

来越多的中国人如今都加入到了低碳

环保的行列，_______上下班已成为一

种新时尚。  

A. 开车            B. 打的 

C. 等车            D. 拼车  

 

答案： D 
 

140. 苏州是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园林

城市，现在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古代园

林有 70多个，其中________、拙政园、

狮子林、沧浪亭被称为苏州四大园林。 

A. 怡园           B.留园  

C. 网师园         D.环秀山庄 

答案：B  

 

141.《阿 Q 正传》是中国著名现代文

学家_______ 先生的小说代表作。  

A. 老舍           B. 巴金 

http://baike.baidu.com/view/21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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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鲁迅           D. 矛盾 

答案： C 

 

142. _______是广泛流传于中国东北

地区的一种民间戏曲，一般由两位演

员表演，体现了东北人特有的幽默。 

A．滑稽戏         B．黄梅戏 

C．二人转         D．花鼓戏  

答案：C 

  

143. “________”被认为是世界上最

早使用的纸币，发行于北宋时期的成

都。 

A．五铢钱       B．通宝  

C．贝币         D．交子   

答案： D 

  

144. 京剧脸谱表示“忠勇”的象征

颜色是_______。  

A. 白色           B. 红色 

C. 蓝色           D. 黑色  

 

答案：B  

 

145.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

教的建筑称“宫”或_______。  

A. 寺           B. 观   

C. 庙           D. 庵  

答案：B  

 

146. 中国人常说的“令堂”指的是 

A. 对方的母亲    B. 对方的父亲 

C. 对方的女儿    D. 对方的儿子 

答案：A 

 

147. 宋代词人晏殊的“秋蕊香”有这

样一句词“金乌玉兔长飞走，争得朱

颜依旧”，这里的“玉兔”指的是____。 

A.太阳          B. 月亮 

C.白兔          D. 星星  

答案：B 

148. _______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演员只凭一双手、一盏灯甚至一轮

明月，就可以展开巧思，通过手势

的变化，创造出栩栩如生的形象。 

A．皮影戏        B．木偶戏 

C. 手影戏        D. 纸影戏 

 

答案：C 

 

149．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

部天文学著作是《_____ 》。 

A. 天文         B. 天工开物 

C. 天文星占     D. 甘石星经 

答案： D 

 

150. _______ 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之一，主要通过经络、腧穴的作用，

运用“针法”和“灸法”来治疗全身

疾病。  

A．针灸           B．拔罐  

C．推拿           D．刮痧  

答案：A 

  

二、填空题 

151.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______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

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 

答案：孔子  

 

152. 中国古代历法除了甲子纪年法

http://baike.baidu.com/view/562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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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以鼠、马、牛、羊等十二生肖

为纪年办法，因此 2012 年又叫

________ 。  

 

 

答案：龙年 

 

153. 《五经》是指中国传统典籍中的

《____》、《尚书》、《礼记》、《周易》、

《春秋》。 

答案：诗经 

  

154.汉代司马迁著述的《______》是

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答案：史记 

 

155. 图片所展示的是中国一种传

统拳术_________。它的动作刚柔相

济，符合人体结构和大自然运转规律，

既可增强体质又可防止疾病，深受人

们的喜爱。 

 

答案： 太极拳 

 

156.中国人常说自己是_______子孙。

这是因为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而华

夏族把炎帝和黄帝看作自己的祖先。 

答案：炎黄 

 

157.铜壶滴漏又叫“漏刻”、“刻漏”、

“壶漏”，是中国古代的一种_______

工具。 

答案：计时 

 

158. 旗袍是由_______妇女的长袍演

变而来的，它较好地体现了东方女性

窈窕的身段和典雅端庄的风度。 

 
答案：满族 

 

159. _________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数

学家，在世界数学史上第一次将圆周

率（π）值计算到小数点后七位。 

答案：祖冲之 

 

160. 中国甘肃省敦煌县的莫高窟、陕

西省大同市的云岗石窟、河南省洛阳

市的_________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 

答案：龙门石窟 

 

161. _______是一处距今五千年至三

千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 , 那里出

土的青铜像铸造精美、造型夸张，令

世人惊叹。 

 

答案：三星堆  

http://baike.baidu.com/view/668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8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29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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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________就是用刀在印材上按照

已经写好的书法或画好的图像进行刻

写。它是中国书法和雕刻相结合的一

门传统工艺美术。 

 
答案：篆刻 

 

163. ______习俗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

史，人们将衣服熏香以示敬畏和礼貌。 

答案：焚香  

 

164.中国人现在还使用的农历实际上

是一种阴阳历，它既能表示_______的

圆缺变化，又能表示季节的寒暑变化。  

答案：月亮 

  

165．中国古代有许多能工巧匠，其中

一位叫______，她不仅改进了弹棉花

的弹弓，还制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

的纺纱工具：三锭脚踏纺棉车。  

答案：黄道婆 

 

166. 相声表演的艺术手段是说、学、  

_____、唱。 

答案：逗 

 

167．《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

和_______合称中国古代四大文学名

著。 

答案：《西游记》   

 

168. 中国古代有地位和名望的人除

了有“名”，还有“字”和“_____”，

用以表示人的某种信念和志趣。 

答案：号 

 

169. 万里长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

大创造力和聪明才智，是中华民族的

象征，是世界________之一。 

 
答案：七大奇观 

 

170. ______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兵书，

已被译为英、法、日、德、俄等多种

文字。 

答案：《孙子兵法》 

  

171. 司母戊方鼎是中国商代晚期的

遗物，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大的

________。 

 

答案：青铜器 

 

172. 目前，中国人普遍的休闲方式是

旅游。有些人不参加旅行团，而是自

己安排交通、行程、食宿等旅游事宜，

这种旅游方式叫“______”或“自驾

游”。 

答案：自助游 

  

173. _______又叫刻纸、窗花或剪画，

是中国最普及的民间传统装饰艺术

之一，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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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剪纸 

 

174. 中国陶瓷，特别是瓷器，从唐代

中晚期开始通过海上大量向国外输

出。人们把这条通往亚、非、欧、美

的海上交通路线称为_______。 

答案：“海上陶瓷之路” 

 

175. 泥人张彩塑的创始人张明山，是

清朝末年艺林的一位名扬中外的传奇

式人物。他的彩塑作品生动传神，就

像把真人浓缩了一样，被人们亲切地

称为_______ 。 

 

答案：“泥人张” 

176．“巾帼”是中国古代妇女的头巾

和发饰，后来成为妇女的代称，所以

人们常把杰出的妇女称为“______”。  

答案：巾帼英雄 

 

177. 中医诊病的基本方法是“望、闻、

问、______”四诊法。 

答案：切 

178. 中国园林艺术是以山、水、花木、

________四种基本要素组合而成的综

合艺术。 

 

答案：建筑 

179. 中国城也被称为______，最初

是华人移民及所开店铺的聚集区，

现在已成为中华文化区的代名词，

无论餐饮、娱乐还是商业活动，都

体现出鲜明的华夏色彩。 

  

答案：唐人街 

180. 蓝印花布和______是中国民间

的传统印染工艺品。 

答案：蜡染 

 

181. 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老文字

叫_______，它记录了 3000 多年前中

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

史料。  

答案：甲骨文 

 

182. 北京最繁华、最著名的商业街是

________。得此名一是因为明朝曾经

在此建了座十王府，二是因为这里曾

经有一口远近闻名的甜水井。 

答案：王府井 

  

183. 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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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民居风格。其中，

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人们，利用那里

又深又厚的黄土层，建造了一种独特

的住宅________。 

 
答案：窑洞 

 

184.  三国时期蜀汉丞相_______，是

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

和文学家，是中国人心目中忠臣的楷

模，智慧的化身。  

  

答案：诸葛亮 

 

185. “五谷丰登”中的“五谷”通常

指“稻、黍、稷、麦、_____”等几种

主要粮食作物。  

答案：豆，也称菽（有两种说法，一

种指稻、黍、稷、麦、菽；另一种指

麻、黍、稷、麦、菽）。 

  

186.悬挂在北京大钟寺内的_______

是明代永乐年间铸造的，钟身内外都

铸有佛经、咒语，总计 230000多字，

享有“古代钟王”的美誉。   

答案：永乐大钟 

 

187．轿子是中国特有的交通工具，主

要由人来肩扛手抬，有官轿、民轿和

______之分。 

答案：喜轿  

 

188．中国汉代名医华佗非常重视疾病

的预防，他模仿虎、鹿、熊、猿、鸟

五种动物，独创了一套名为________

的体操，用来强身健体。 

 
答案：“五禽戏”  

 

189. 都塔尔是中国_______族的传统

乐器。  

答案：维吾尔  

  

190．“乐府”原指汉代的一种______

机构，它的职责是收集、采撷文人诗

和民间歌谣，并配上乐曲。后来，由

乐府收集、编制的诗也被称为乐府。 

答案：音乐 

191. 1969年出土于中国甘肃省武威县

的青铜器_______，是中国青铜艺术的

奇葩，现在已成为中国旅游的标志。 

 

答案：“马踏飞燕” 

192. 明代的国子监既是教育行政管

理机构，又是国家的________。 

答案：最高学府 

193. 国内外公认的中国著名的“杂技

之乡”是中国河北_______。  

http://baike.baidu.com/view/23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5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7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0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9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9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8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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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吴桥 

 

194. 从 1405 年起，明代航海家郑和

曾率领船队先后________下西洋，最

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 

答案：七次 

 

195. 明朝时，意大利传教士________

来到中国，与徐光启合作翻译了欧几

里德的《几何原理》。  

答案：利玛窦 

  

196. 西汉外交家________ 两次出使

西域，开辟了中国连接西亚、欧洲的

“丝绸之路”。 

答案：张骞 

 

三、判断题 

197．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大厅里，

陈列着四位杰出女舞蹈家的石刻雕

像，其中之一便是赫赫有名的中国舞

蹈家——戴爱莲女士，她被誉为沟通

当代中西舞蹈界的文化使者。 

答案：正确。 

198．牡丹，也叫“富贵花”，原产中

国。因其色彩艳丽，花朵硕大，雍容

华贵，被誉为“国色天香”。  

 
答案：正确。 

199.“女书”又叫做“女字”，是世

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由于它起源

和主要流行的地域是中国湖南省永

州市江永县江圩镇，所以又叫做

“江永女书”。 

 

答案：正确。 

200．《马可·波罗游记》详细介绍了

当时中国的政治、风俗、宗教、城市

及物产，描绘了一个神奇的东方世界，

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文明的向往。  

 

答案：正确。 

 

201. 苏绣、湘绣、粤绣和蜀绣并称为

中国 “四大名绣”。 

答案：正确。 

 

202.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中国最古老

的棋类。隋唐时期传到日本，19 世纪

时又传到欧洲，现在已发展成为一种

重要的国际体育竞赛项目。 

答案：正确。 

 

203. 谚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说

的是传说中的铁拐李等八位仙人过海

时不用舟船，各有一套法术，后来比

喻各人使出自己的本事。 

 

http://tupian.hudong.com/s/%E9%A9%AC%E5%8F%AF%C2%B7%E6%B3%A2%E7%BD%97/xgtupian/1/8
http://tupian.hudong.com/s/%E9%A9%AC%E5%8F%AF%C2%B7%E6%B3%A2%E7%BD%97/xgtupian/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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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正确。 

 

204. 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诗

经》。   

答案：正确。  

 

205. 中国菜举世闻名，而菜名更是妙

趣横生，充满中国式的人生智慧。萝

卜丝炒红椒叫做“踏雪寻梅”，粉丝炒

肉末成了“蚂蚁上树”，冬菇炒青菜便

成了“金钱满地”。菜是平常菜，可一

融入这文化的氛围中，顿觉美味无穷，

胃口大开。  

 

答案：正确。 

 

206. 中国人逢有新婚吉庆时，都爱在

门口、厅堂等处贴上大红的双喜字， 

寓意好事成双、大吉大利。 

 

答案：正确。 

 

207．中国民间流行着许多用以避邪的

衣服和饰品，如五毒背心。五毒是指

蛇、蜈蚣、蝎子、壁虎、癞蛤蟆这五

种毒物，小孩穿上绣着五毒的背心，

就能辟邪保平安。 

答案：正确。  

 

208. 中国象棋，古代叫“象戏”，大

约起源于战国时代，是根据两军对垒

的战阵创造的战斗游戏。  

答案：正确。 

209. 大约在 3000 多年前，中国就有

扇子了。在扇面上题诗作画，是中国

扇子的一大特色。  

 

  

答案：正确。 

 

210. 中国画又叫国画，它是用毛笔、

墨及颜料在宣纸或绢上画出的画。 

答案：正确。 

   

211. 景泰蓝也叫珐琅，是明朝景泰年

间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工艺品，因为

它的釉色是蓝宝石一样的颜色，所以，

人们称它为景泰蓝。  

 
答案：正确。 

 

212. 算盘是中国古代的计算器，是古

人在长期使用“算筹”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用算盘计算的方法叫“珠算”。 

 
答案：正确。 

 

213. 菊花、兰花和莲花被人们寄寓了

美好的品格，象征着中国人所追求的

高尚情操，合称“岁寒三友”。  

http://www.sioe.cn/z/uploadfile/201007/18/1651211065.jpg
http://www.sioe.cn/z/uploadfile/201007/18/1651211065.jpg
javascript:next();
javascript: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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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错误。“松、竹、梅”被誉为“岁

寒三友”。 

 

214. 庙会本来是是一种隆重的祭祀

活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交流的

需要，庙会逐渐成为中国市集的一种

重要形式。  

答案：正确。 

  

215. 妈祖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航海

保护神，妈祖信俗是以崇奉和颂扬妈

祖的立德、行善、大爱精神为核心，

以祭祀庙会、民间习俗和故事传说等

为表现形式的影响广泛的民俗文化。

妈祖信俗已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 

答案：正确。 

  

四、连线题 

216. 中国民歌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

富的表现形式，地域分布十分广泛，

不仅中国人喜欢，而且也深受外国朋

友的喜爱。下面几首著名的民歌各属

于哪个地区，请确认并连线。 

西北民歌           小河淌水   

西南民歌           走西口 

江淮民歌           凤阳花鼓 

东北民歌           紫竹调 

江浙民歌           小白菜 

 

答案： 

西北民歌           小河淌水   

西南民歌           走西口 

江淮民歌           凤阳花鼓 

东北民歌           紫竹调 

江浙民歌           小白菜 

 

217．中国少数民族的节日多姿多彩，

丰富的节日活动集中地反映了少数民

族的风俗和生活情趣。请将正确内容

连线。 

泼水节        彝族  

火把节        傣族 

古尔邦节      蒙古族 

那达慕大会    信奉伊斯兰教的名族 

 

答案：  

泼水节         彝族  

火把节         傣族 

古尔邦节       蒙古族 

那达慕大会    信奉伊斯兰教的名族 

 

218. 桥梁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勤劳智慧的

中国人修建了数以万计奇巧壮美的桥

梁。请将下列著名的桥梁与其所在地

连线。 

 灞  桥           北京城外 

卢沟桥           陕西西安 

赵州桥           广东潮州 

广济桥           河北赵县   

宝带桥           福建泉州 

洛阳桥           江苏苏州 

 

答案：  

灞  桥           北京城外 

卢沟桥           陕西西安 

赵州桥           广东潮州 

广济桥           河北赵县   

宝带桥           福建泉州 

洛阳桥           江苏苏州 

 

219. 中国古代对不同年龄的男人有

不同的称谓，这些称谓流传至今，影

响甚远，请将正确内容连线。 

 弱冠之年         男子 30 岁 

而立之年         男子 20 岁 

古稀之年         男子 40 岁 

 知命之年         男子 70 岁 

不惑之年         男子 50 岁 

   

 答案： 

弱冠之年         男子 30岁 

而立之年         男子 20 岁 

古稀之年         男子 40 岁 

 知命之年         男子 70 岁 

不惑之年         男子 5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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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楼阁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佼佼

者，它们坐落在奇山秀水间，点缀出

一幅幅富有诗情画意的美景。请将下

列楼阁与其所在地连线： 

黄鹤楼          南昌   

滕王阁          武汉 

鹳雀楼          岳阳     

岳阳楼          永济            

蓬莱阁          绵阳 

越王楼          烟台 

大观楼          贵阳 

甲秀楼          昆明 

 

答案： 

黄鹤楼          南昌   

滕王阁          武汉 

鹳雀楼          岳阳     

岳阳楼          永济            

蓬莱阁          绵阳 

越王楼          烟台 

大观楼          贵阳 

甲秀楼          昆明 

 

221. 中国戏曲艺术缤纷多彩，各地都

有自己独特的戏曲艺术。请将下列戏

曲、剧种与所属省份连线： 

安徽           花鼓戏   

湖南           黄梅戏 

广东           豫  剧    

河南           粤  剧   

山东           越  剧    

浙江           吕  剧   

 

答案： 

安徽           花鼓戏   

湖南           黄梅戏 

广东           豫  剧    

河南           粤  剧   

山东           越  剧    

浙江           吕  剧   

  

五、列举题 

222. 书院是中国唐宋至明清时期出

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

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

所。请列举中国古代四大书院（至少

两项）。 

答案 ：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

书院、应天书院（也有这样一说：石

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

天书院）。 

 

223. 中国民间音乐文化历史悠久，在

漫长的历史中，发展出一系列富有鲜

明民族特色的乐器。试列举出你知道

的三至五种。  

答案：箫、笛子、古琴、琵琶、二胡、

扬琴等。 

  

224. 请列举出你知道的中国功夫（至

少三项）。 

答案：太极拳、咏春拳、猴拳、虎拳、

八卦掌等。 

 

225．中国古代的文人所推崇和要掌握

的四门艺术，被称为“文人四艺”或

“秀才四艺”。请问是哪四艺？ 

答案：琴、棋、书、画。  

 

226.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

各地的气候条件和生活方式不同，因

此，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民居风格。请

列举你所知道的中国民居。 

答案：北京四合院、西北黄土高原窑

洞、内蒙古草原的“蒙古包”、福建、

广东等地的客家土楼。 

 

227. 中国遍地有名菜，试举出你最熟

悉的中国菜肴（至少两项）。 

答案：北京烤鸭、叫花鸡、清蒸桂鱼、

佛跳墙、宫保鸡丁、麻婆豆腐等。 

 

228．茶是中国的传统饮品，你知道中

国茶有那些品种（至少两项）？ 

答案：红茶、绿茶、花茶、砖茶、沱

茶等。 

http://www.ccnt.com.cn/show/jieshao/yueju.htm
http://www.ccnt.com.cn/show/jieshao/yueju.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90%E5%99%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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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文学是中国文化中最灿烂的一

部分，从远古神话到唐诗宋词、明清

小说，到当代…… 涌现出了许多不朽

的文学作品。请列举你熟悉的作家或

作品（至少三项）。 

答案：李白，罗贯中，吴承恩，曹雪

芹，施耐庵，老舍等作家；《静夜思》，

《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

梦》，《水浒传》，《四世同堂》等

优秀作品。 

六、影音题 

230．[播放视频] 请问这种民间舞蹈

形式叫什么？  

答案：秧歌舞  

 

231. [播放视频] 请问视频里的人正

在做什么？ 

答案：喝功夫茶 

 

232. [播放视频] 请问这种民间艺术

是什么？ 

答案：木偶戏 

 

233. [播放视频《李小龙传奇》片段] 

请问视频中的武打演员是谁？ 

答案：李小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