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十届  “汉语桥”大学生中

文比赛试题 

 

 

 

 

第一部分   汉语知识 

 

一、填空题 

1.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以   为标

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

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

普通话。 

 

答案：北京语音 

 

2.“练、辣、律”这一组字的读音声

母相同，都是“____”。 

答案：l 

 

3.“诺、念、逆”这一组字的读音声

母相同，都是“____”。 

答案：n 

 

4.“棍、寸、论”这一组字的读音韵

母相同，都是“____”。 

答案：un（uen） 

 

5.“警、冰、停”这一组字的读音韵

母相同，都是“______”。 

答案：inɡ 

 

6.“俊、酷、帅”这一组字的读音声

调相同，都是      。 

答案：第四声（去声） 

 

7.“ü”在“_____、_____、_____”

这三个声母后，书写时应该去掉“ü”

上的两点。        

答案：j、q、x 

 

8.“iou 、uei 、uen”拼写音节时，

若 前 有 辅 音 声 母 ， 应 写 成

“_____________”。 

答案：iu 、ui 、un 

 

9.“好”在汉语中是个多音字，在词语“好

人好事”中读作     ；在词语“业余爱好”

中读作     。 

答案：hǎo、hào 

 

10.“一”在“一丝一毫”中念第

_________声，在“一字一句”中念第     

声。 

答案：四、二 

 

11.“不”在“不见不散”中念第____

声，在“不屈不挠”中念第____声。 

答案：二、四 

 

12.汉语普通话口语里面，“啊”在“好

啊”、“不啊”、“读书啊”中习惯念

“____”，在“去啊”、“淘气啊”、“大

衣啊”中习惯念“     ”。 

答案：哇(wɑ)、呀（yɑ）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D6%D0%B9%FA%B9%FA%C6%EC%CD%BC%C6%AC&in=7280&cl=2&cm=1&sc=0&lm=-1&pn=4&rn=1&di=389684973&ln=2000&fr=&ic=0&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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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古代汉字有     、指事、会意、

形声等四种造字法。 

答案：象形 

 

14.形声字构成的词语“蜘蛛”的形旁

都是“     ”，声旁是“    ”和

“____”。 

答案：虫、知、朱 

 

 

15.形声字“城”的形旁是“     ”，

声旁是“     ”。 

答案：土、成 

 

 

16.“口”和“今”，可以根据左右结

构和上下结构组成两个不同的汉字，

它们是“    ”和“     ”。 

答案：吟、含 

 

17.七十二个小时。  

猜一个字：      。 

答案：晶 

 

18. 光打雷不下雨。 

猜一个字：      。 

答案：田 

 

19. 难分上下。 

猜一个字：       。 

答案：卡 

 

20. 镜中“人”。 

猜一个字：       。   

答案： 入 

 

21. 汉语口语中有这样的说法：“满

肚子的墨水”，意思是“很有      ”。 

答案：学问（知识） 

 

22. 汉语中有这样的句子：“有要紧事

请找我们的一把手。”“一把手”的意

思是____________。 

答案：单位、部门或集体的最高领导 

 

23.汉语中有这样的句子：“听说你乒

乓球打得很不错，给咱们露两手吧！”

这里“露两手”的意思是           。 

答案：展示在某些方面的技术或才能 

 

 

请填写下面 3个歇后语的后半部分： 

24.孔夫子搬家，_____________。 

答案：尽是输（书） 

 

25. 竹篮子打水，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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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一场空 

 

26.小葱拌豆腐，             。 

答案：一青（清）二白 

 

27.中国有句俗话：“只要功夫深，铁

杵磨成针”，这里面有个故事。 传说

李白小时不爱学习，贪玩。一天，他

看见一位老婆婆手里拿着根铁杵（铁

棍），在一块大石头上磨。 李白问："

你磨铁杵干什么？" 老婆婆回答："我

磨一根针。" 李白又问："这么粗的铁

杵，怎么能磨成针呢？" 老婆婆说："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李白听

后很有感触，回家刻苦用功，终于成

为大诗人。这也是一个成语的来历，

这个成语是         。 

 

答案：磨杵成针 

 

28. 按顺时针方向填成语： 

        万      众     一     心 

         （  ）          （  ） 

           （  ）   （  ） 

                 （  ） 

答案：万 众 一 心 

       上    想 

        千  事 

          成 

 

29.从“十、百、千、万”中选词填空，

组成成语。 

    年树人 

    里之行，始于足下 

    有八九 

    象更新 

答案:百、千、十、万 

 

30.在空格中填上一个合适的汉字，从

四个方向组成四个成语。 

先 

声 

夺 

平 易 近     定 胜 天 

         杰 

         地 

         灵 

答案：人 

 

31.选择合适的数字填空，完成成语。 

（  ）  湖  （  ）  海 

光          通 

（  ）      （  ） 

色          达 

答案：五湖四海 

      光  通 

      十  八 

      色  达 

 

32. 即使是聪明能干的妇女，没米也

做不出饭来。比喻做事缺少必要条件，

很 难 做 成 。 这 个 成 语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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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33.看图猜一个成语 

 

答案：无中生有 

 

34.汉语成语“         ”，原指“要

画好竹子，在心里要有一幅竹子的形

象”， 后来比喻做事之前已作好充分

准备，对事情的成功已有了十分的把

握；又比喻遇事不慌，十分沉着。 

 

答案：胸有成竹 

 

35. 在下雪天给人送炭取暖。比喻在

别人有困难时给予物质上或精神上的

帮助。这个成语是          。 

 

答案：雪中送炭 

 

 

36.看图猜成语。这是             。 

得 得 

举 
答案：一举两得 

 

37.看图猜成语。这是           。 

 

五 

十               

答案：一五一十 

 

38. 看图猜成语。这是        。 

口       √ 



 

 5 

心       ╳ 

答案：口是心非 

 

39.中国有十二生肖纪年的习俗，十二

种动物代表不同的年份，所以每个人

出生在某一年，就属某个生肖。二零

一一年是兔年，请说出两个含有“兔”

字的汉语成语。 

       

 

答案（供参考）：守株待兔、狡兔三窟 

 

40. 汉语中的谚语是人们口头流传长

期习惯使用的固定语句，是用简单通

俗的话来反映深刻的道理。如“一寸

光阴一寸金，寸金难   寸光阴”。这

句谚语说明了时间是比金钱更为宝贵

的东西，每个人都应该珍惜时间。 

答案：买   

 

41.谚语中有些是中国人对生活的感

悟，对经验的总结。如“良药苦口利

于病，忠言逆   利于行”。这句话是

说：好药大多是带苦味的，但却有利

于治病；而教人从善的语言多数是不

太动听的，但有利于人们改正缺点。

这句话旨在教育人们要勇于接受批

评。 

答案：耳 

 

42.下面斜向四字“一言一行”是一个

成语，请在空格中填上合适的汉字，

使每一横排的四个字都能组成一个汉

语成语： 

一                 

      言            

            一       

                 行 

答案(供参考)：一呼百应 

自言自语 

不可一世 

量力而行 

 

43. 看图猜成语。这是        。 

 

答案：心中有数 

 

44.“在恶劣的气候条件      ，我们

必须更加小心地驾驶汽车。” 

答案：下 

 

45.“一    高速列车从站内开出

来，飞快地向南方驶去。” 

答案：列 

 

46. 有的格言教给人们做人的准则，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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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答案：虚心/谦虚   

 

47.“   我看来，时间如同海绵吸的

水，只要挤一挤总会有的！” 

答案：在 

 

48.“冬天来    ，春天还会远吗？” 

答案：了 

 

49.“直到孩子全退烧了，妈妈这   放

下心来。” 

答案：才 

 

50.“才四点半，你怎么这么早    下

班回家了？” 

答案：就 

 

51.“    能在下个月的 HSK考试中取

得理想的成绩，她这段时间一直很努

力。” 

答案：为了 

 

52.“     火车站到我们大学，大概

需要坐四十分钟的公共汽车，真不

近！” 

答案：从 

 

53. 现代汉语中许多双音节动词 AB的

重叠方式是 ABAB，一些双音节形容词

AB的重叠方式是 AABB，请写出下列动

词、形容词的重叠方式： 

清楚：_________     

商量：_________ 

研究：_________    

马虎：_________ 

答案：清清楚楚、商量商量、研究研

究、马马虎虎 

 

54.现代汉语形容词有一种 ABB式的重

叠式，如：喜滋滋、圆滚滚、胖乎乎。

请写出下面形容词 A 后面的常见叠音

形式 BB： 

软：             红：          

暖：             香：          

答案（供参考）：软绵绵、红彤彤（通

通）、暖洋洋、香喷喷 

 

55.湖南省长沙市，是中国历史文化名

城    一。 

答案：之 

 

 

56.“这首歌      能迅速传唱开来，

主要是因为它歌词感人，旋律优美。” 

答案：之所以 

 

57.“      你没把资料带来，那我们

也只好下次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了。” 

答案：既然 

 

58.“回国两个月，就没有用过一句汉

语。这次来中国后连四声   读不准

了。” 

http://2008.people.com.cn/GB/132404/132405/132425/13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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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都/也 

 

59.“他坚持锻炼身体，风雨无阻，我

们都该    他学习！” 

答案：向 

 

60.“   三岁孩子都懂得的道理，你

怎么就不明白呢？！” 

答案：连 

 

二、判断题 

61. “三山四水十万树。”这句话中声

母是“sh”的汉字有 6个。 

答案：错误。4个（山、水、十、树）。 

 

62.“嗡”、“丰”、“懂”三个字音的韵

母是一样的，都是“onɡ”。 

答案：错误。嗡：uenɡ；丰：enɡ；懂：

onɡ 。 

 

63.“朋”、“爬”、“福”、“普”、“破”、

“批”这些字音的声母都是一样的。 

答案：错误。“福”与其他的不同（f）。 

 

64.“华夏”的韵母相同，都是“ɑ”。 

答案：错误。“华”的韵母是“uɑ”，“夏”

的韵母则是“iɑ”。 

 

65.“骏 jùn”和“顺 shùn”的韵母不

同。 

答案：正确。 

 

66.“不吃、“不玩”、“不满”、“不愿”

的“不”的发音都是一样的。 

答案：错误。“不愿”的“不”与其他

的不同。 

 

67.现代汉语中，“棋手”、“歌手”、“球

手”、“旗手”、“枪手”、“杀手”等词

语中的“手”，实际上是表示“从事/

做/掌握/用……的人”。 

答案：正确。 

 

68.普通话中，“里头”、“头发”、“馒

头”、“砖头”这些词中，“头”的发音

是一样的。 

答案：错误。“头发”中的“头”与其

他三个发音不一样。 

 

69.现代汉语语音系统中一共有 21 个

辅音声母。 

答案：正确。 

 

70.“夹、掐、瞎”拼作 jā、qā、xā。 

答案：错误。应是 jiā、qiā、xiā 

 

71.汉字中，“灬”做偏旁而构成的字，

很多跟“火”有关，如“烈、煮、煎、

蒸、热”等。 

答案：正确。 

 

72.根据汉字的造字法来判断，“人”

和“木”是象形字，像“人”和“树”

的形状。它们合起来就是个“休”字，

意会成“人依傍大树休息”，所以它的

本义是“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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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正确。 

 

73.根据汉字的造字法来判断，“本末”

都是指事字。本义就是指“树根”和

“树梢”，后指“事物的根本”和“事

物的末尾”。 

                      

 

答案：正确。 

 

74.看看“企鹅”的模样，我们可以明

白汉字中“企”本来的意思了。“企”

是个会意字，表示一个人在踮起后脚

跟望向远处。 

.            

 

答案：正确。 

 

75.“忿、念、思、急、愁、忐、忑”

等汉字中的偏旁都有“心”，表示这些

词都和“心”的意思有关系。 

答案：正确。 

 

76.“衣”在“依”中和在“袋”中都

是表示读音的。 

答案：错误。“衣”在“袋”中是会意

成分。 

 

77.现代汉字中，从造字法来看，会意

字是最多的。 

答案：错误，应该是形声字。 

 

78. “冰凉”、“火红”、“雪白”这些

词的内部结构方式都是一样的。               

答案：正确。 

 

79.汉语中有些词“儿化”以后，词义

会产生变化，往往能表示“少、小、

轻”等状态和性质。如“门缝儿”、“米

粒儿”、“瓶盖儿”等。 

答案：正确。 

 

80.现代汉语中，“老”、“阿”可以充

当前缀，不表达具体的词义，如“老

师、老虎、老板”和“阿姨、阿哥、

阿婆”。 

答案：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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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你必须在九月十号以前赶回来，

于是你就不能参加这次活动。”这句话

用词完全正确。 

答案：错误。“于是”应为“否则”。 

 

82 西施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四大美

女”之一，有心痛的毛病。犯病时手扶

住胸口，皱着眉头，比平时更美丽。 同

村女孩东施学着西施的样子扶住胸

口，皱着眉头，因其本来就长得丑，

再加上刻意地模仿西施的动作，装腔

作势的怪样子，让人更加厌恶。这就

是成语“东施效颦”，一般用来比喻胡

乱模仿，效果极坏。 

 

答案：正确。 

 

83.成语“千里送鹅毛” 比喻礼物虽

然微薄，却含有深厚的情谊，所以人

们常常会接着说一句“礼轻情意重”。 

答案：正确。 

 

84.成语“亡羊补牢”是说“羊已经死

亡了，再去补牢房。”用来比喻“马后

炮”、“白干了”的行为。 

答案：错误。亡：逃亡，丢失；牢：

关牲口的圈。羊逃跑了再去修补羊圈，

还不算晚。比喻出了问题以后想办法

补救，可以防止继续受损失。  

 

 

85.惯用语“跑龙套”来源于中国传统

戏曲，原指戏曲中拿着旗子做兵卒的

角色。后比喻在人手下做无关紧要

的事。 

答案：正确。 

 

86.“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形容渔

民的日常工作状态。 

答案：错误。比喻对学习、工作没有

恒心，经常中断，不能长期坚持。  

 

87.“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说明家里

如果有古董，就会发财。 

答案：错误。是说老年人有丰富的生

活经验,可以做年轻人的生活指导。  

 

88.“刻舟求剑” 比喻不懂事物已发

展变化而仍静止地看问题。 

答案：正确。 

 

 

89.“听了他讲的笑话，我差点儿没笑

死”和“听了他讲的笑话，我差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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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死了”的意思是一样的。 

答案：正确。 

 

90.“步行街上，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意思是步行街上人们都走了，很冷清。 

答案：错误。意思是大街上人很多，

很热闹。 

 

 

91.“中国是亚洲国家中的之一。”这

句话没有毛病。 

答案：错误。应该说“亚洲国家之一”

或“亚洲国家中的一个”。 

 

92.“不管你什么做，都不能让我满

意！”这句话的用词都很恰当。 

答案：错误。“什么”改成“怎么”或

“怎样”。 

 

93.“她因为勤奋刻苦，而且还很虚心

好问。”这句话的关联词语用得准确。 

答案：错误。“因为”改成“不仅/不

但/不止/不光”。 

 

94.“虽然我的自行车式样很老了，却

我非常喜爱它，因为它是我父亲送给

我的生日礼物。”这句话的词序是对

的。 

答案：错误。“却”应该放在“我”的

后面。 

 

95.“今天珍妮为什么没来上课吗？”

的说法不对，应该说成“今天珍妮为

什么没来上课呢？” 

答案：正确。 

 

96.“请你把课文读”。这句话不符合

汉语“把”字句的要求，可以改成“请

你把课文读一下。” 

答案：正确。 

 

97.“我明天不来上班。”和“我明天

没来上班。”都是正确的句子。 

答案：错误。第二句错误。 

 

98.A:你真漂亮！ 

B:哪里哪里！ 

上面的对话中，B想问 A自己哪个部位

很漂亮。 

答案：错误。“哪里哪里”是一种谦虚

的说法。 

 

99.“我的同学”、“我的姐姐”、“我的

书”中的“的”都可以不要。 

答案：错误。“我的书”中的“的”不

可省略。 

 

100.“上个星期我去旅行了。”和“我

上个星期去旅行了。”的基本意思是一

样的。 

答案：正确。 

 

101.“钱没用完。”和“钱不用完。”

的意思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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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错误。 

 

三、选择题 

102.下面的汉字中，有一个字音的声

调和另外三个不同，它是： 

A.  跳          B.  闹 

C.  叫          D.  巧 

答案：D 

 

103.下面这些词中，有拼写错误的

是： 

A.馄饨 huéntuēn      

B.窗花 chuānɡhuā  

C.剪纸 jiǎnzhǐ       

D.毛笔 máobǐ 

答案：A 

 

104.“我的天啊！”中“啊”的实际读

法是：  

A.yɑ          B.wɑ 

C.nɑ          D.rɑ 

答案：C 

 

105.下列词语的拼写正确的是： 

A.回复  huípú        

B.中医  zhōnɡ ī 

C.工夫  ɡōnɡfu        

D.棋子儿 qízǐer 

答案：C 

 

106.普通话中不和 in相拼的声母是： 

A．t          B. x 

C. m          D. b 

答案：A 

 

107. “你看看你，都急出一    汗了。” 

A. 次         B. 个 

C. 人         D. 头 

答案：D 

 

 

108.下面各词语中，两个字声调不一

样的是： 

A.人情      B.  美好 

C.晚年      D.  地震 

答案：C 

 

109.下列四组词语中，加点汉字读音

相同的一组是： 

A. 家长．  长．虹    B. 唐朝．  朝．东走     

C. 计数．  数．钱    D. 内行．  自行．车 

答案：B                   

 

110.根据汉字的造字法来判断，“上”

是：     

A．形声字        B.象形字                   

C. 会意字        D.指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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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111.下列汉字中，字义表示“早晨太

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是： 

A.  早          B.  旦    

C.  暮          D.  晨 

 

答案：B 

 

112.根据汉字的造字法，“狮”是：     

A．形声字        B.象形字                   

C. 会意字        D.指事字                   

 

 

答案：A 

 

113.下列汉字中，不是形声字的是： 

A.  招     B.  呼    

C.  粮     D.  中 

答案：D 

 

114.下列汉字中，不是会意字的是： 

A.  众     B.  体     

C.  诗     D.  尖 

答案：C 

 

115.下列短语中加点的词都表示动

物，含褒义的是： 

A．狼．子野心    B. 虎．头虎．脑 

C. 狐．朋狗．友    D. 小肚鸡．肠 

答案：B 

 

116.下列简称中错误的是： 

A.中国农业银行——农行  

B.艺术作品——艺品 

C.奥林匹克运动会——奥运会 

D.清华大学——清华 

答案：B 

 

117.下列成语中，加点的字不是一对

反义词的成语是: 

A.  不闻．不问．    B.  畏首．畏尾．     

C.  同甘．共苦．    D.  瞻前．顾后． 

答案: A 

 

118.“这是我们厂的拳头产品。”这句

话中的“拳头产品”意思是： 

A.  拳击手套     

B.  保暖手套    

C.  护手产品    

D.  特有的而无人能及的产品 

答案：D 

 

119. “在我们学校后面的山上，有很

多叫    名字的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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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到         B. 不出 

C. 不动         D. 不够 

答案：B 

 

120. 汉语里的惯用语，活泼生动，常

用来比喻一种事物或行为，相当于一

个词或词组，它的意义往往不能简单

地从字面上去推断。惯用语以三字结

构较常见。有一个惯用语，比喻拆台、

从根本上损害别人，而现今是指为了

自己谋取利益，而在暗地里不折手段

的从对方挖取相关的人员、技术。它

是： 

A．触霉头        B.泼冷水 

C. 挖墙脚        D.扣帽子 

答案：C 

 

121. “ 这 写 的 到 底 是 什 么 ，

你        。” 

A. 看不看          B. 看又看 

C. 看了看          D. 看一看 

答案：D 

 

122.下列词语中，两个汉字之间不能

插入“一次”、“一个”等别的成分的

词语是: 

A.游泳        B.打听 

C.谈话        D.睡觉 

答案：B 

 

123.下列词语中，不能和“提高”搭

配的是： 

A.效率        B.标准 

C.质量        D.精力 

答案：D 

 

124.“你刚来，对工作还不熟悉，

多请教一下单位   老资格的同事

们吧！” 

A. 上    B. 下 

C. 间    D. 中 

答案：A 

 

125.“教室里就你一个人？没有   同

学吗？” 

A.谁         B.其他  

C.另          D.别人 

答案：B 

 

126.“那本新词典不见了，我找遍了

整个房间，    都找不着！” 

A. 哪儿       B. 那儿  

C. 这儿       D. 谁 

答案：A 

 

127.“本学期新来的留学生被分成了

三个班，_____班_____十五名同学。” 

A.每、各  

B.各、每 

C.每、每   

D.各、各 

答案：A 

 

128.“真没想到这个小山村的风景会

是这么      。” 

A．漂亮       B. 很美 

C．美好       D. 多美 

答案：A 

 

129.“从舷窗看出去，一    红日从

海平面上慢慢升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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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只    B. 轮 

C. 把    D. 片 

答案：B 

 

 

130.“读了一遍    一遍，他仍然记

不住这些新课的生词。” 

A. 还    B. 又    

C. 且     D. 而 

答案：B 

 

131.“大楼的外边，是一      杨树，

树梢上还传来一      鸟鸣。” 

A.排排；阵阵   B.行行；只只 

C.棵棵；个个   D.层层；面面 

答案：A 

 

132.“篮球高手，      你莫属！” 

A. 不是    B. 没有     

C. 非     D. 怎能 

答案：C 

 

133.长沙是_______。 

A.有着三千年历史一座的悠久城市 

B.一座有着三千年历史的悠久城市      

C.一座有着三千年悠久历史的城市 

D.悠久的有着三千年历史一座城市 

 

答案：C 

 

134.“老师     不生气，反倒高兴地

表扬他敢于指出老师讲课中的疏漏。” 

A. 不是        B. 可是 

C. 非但       D. 所以 

答案：C 

 

135.“我是_______，但过了这么久，

哪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啊！” 

A. 见那个人过  

B. 见过那个人 

C. 那个人见着     

D. 见着那个人 

答案：B 

 

136.“听到他在楼上唱着走调的歌儿，

大家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句话中“笑

了起来”的意思是： 

A.开始笑了     B.坐起来笑  

C.站起来笑     D.对着上方笑 

答案：A 

 

137. “过   九点，他才慢吞吞   走

进办公室。” 

A.了、的       B.了、地 

C.的、了       D.得、了 

答案：B 

http://www.china-sss.com/travelguide/idx3_759.html
http://www.china-sss.com/travelguide/idx3_7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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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我实在没时间陪你去吃饭，今

天真      。” 

A.有点儿忙  

B.一点儿忙 

C.忙一点儿     

D.忙有点儿 

答案：A 

 

139.“一下飞机，珍妮_______马上就

能见到妈妈！” 

A.想不得     B.了不得      

C.恨不得    D.认不得 

答案：C 

 

140.“你的吉他弹得真不错！不过我

觉得你唱歌唱得也     棒啊!” 

A.很        B.多 

C.更        D.太 

 

答案：A 

 

141.“我从上海刚一回到家就让几个

朋友    拉出去吃饭了。” 

 A.被       B.给 

 C.由       D.把 

答案：B 

 

142. “一个当代大学生，竟然一点都

不会用电脑，      太落伍了吧？” 

 A.难道     B.为什么 

 C.未免      D.难得 

答案：C 

 

143.“每次考试成绩都是优秀，这结

果对于他这样一个勤奋努力又聪明好

问的学生而言，简直是太     了。” 

A.正常     B.常常 

C.通常     D.往常 

答案：A 

 

144.“你不要抱怨学习辛苦，比起你

来，成天为你忙碌的父母    辛苦。” 

A.很        B.极 

C.更        D.还 

答案：C 

 

145.“我们到底该往哪个方向走啊？” 

这句话中，“到底”可以被“     ”

替换，而不会改变整个句子的意思。 

A.怎么      B.居然 

C.竟然      D.究竟 

答案：D 

 

146.“您千万     这么客气，把我当

您自己的孩子就好。” 

A.要        B.没 

C.不        D.别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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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高速列车     每小时 350公里

的速度从长沙驶向广州。” 

A.为         B.以 

C.在         D.有 

答案：B 

 

148.下面的图，是在中国年轻人中流

行了很长时间的“    ”字。 

 

A.哈         B.囧 

C.耶         D.分 

答案：B 

 

149.“妈妈今天        好像特别开

心呢，家里有啥喜事了？” 

A.看上去    B.看过来 

C.看下去     D.看出来 

答案：A 

 

150.“把羽绒服穿     吧，外面风大，

可不是一般的冷啊！” 

A．点儿      B. 上 

C．下        D. 过 

答案：B 

 

151.“大家都加班加点地干，     在

七月以前按时完成这项工作。” 

A.所以        B.因而 

C.为的是      D.因为 

答案：C 

 

152.“我渴极了！现在就是有一条河

的水我都能喝光！”这句话使用的修辞

手法是 

         。 

A.夸张        B.比喻 

C.对比        D.递进 

答案：A 

 

153.下面四个词语都表示“事情来得

很急，没有预料到”的意思。其中有

一个词可以放在“这事来得太   了！”

中，它是： 

A. 忽然       B. 骤然 

C. 猛然       D. 突然 

答案：D 

 

154.“      小李老师就是显得年轻，

穿什么都合身，比你精神多了！” 

A. 谁          B. 哪个  

C. 人家         D. 他人 

答案：C 

 

 

155.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歌曲《我的祖

国》中有这样一句：“姑娘好像花儿一

样。”这句使用的修辞手法是     。 

A.借代       B.比喻 

C.比拟       D.夸张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87%E5&in=30823&cl=2&cm=1&sc=0&lm=-1&pn=8&rn=1&di=4557980073&ln=2000&fr=ala0&ic=0&s=0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87%E5&in=30823&cl=2&cm=1&sc=0&lm=-1&pn=8&rn=1&di=4557980073&ln=2000&fr=ala0&ic=0&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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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156.“呵呵，下午来了好几个朋友，

咱家的冰箱都      吃空了。” 

A.从          B.由 

C.为          D.被 

答案：D 

 

157.

“                           我

还能穿！” 

A.爸爸的那件旧羊毛大衣 

B.那件爸爸的羊毛旧大衣 

C.羊毛那件爸爸的旧大衣 

D.爸爸的羊毛旧那件大衣 

答案：A 

 

158.“夜空飘    小雨，路灯暗暗的，

路上很久也看不到一个行人。” 

A.上          B.着 

C.去          D.到 

答案：B 

 

159.“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黑

化肥发灰会挥发，灰化肥挥发会发黑，

灰化肥发黑挥发会发灰。”这是汉语

发音练习常用的      。 

A.歇后语       B.谚语 

C.绕口令       D.成语 

答案：C 

 

四、连线题 

160.请将左右两边意义相反或相对的

词语连接起来。 

生                清晰 

上涨              软弱 

聪慧              死 

模糊              下降 

强硬              愚笨 

 

答案： 

生                清晰 

上涨              软弱 

聪慧              死 

模糊              下降 

强硬              愚笨 

 

161.根据词语之间的常见搭配关系用

线条把它们连接起来。 

维持             家务 

保持             秩序 

坚持             冷静 

主持             会议 

操持             意见 

 

答案： 

维持             家务 

保持             秩序 

坚持             冷静 

主持             会议 

操持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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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请为下面的名词选择合适的量

词，并用线条连接起来。 

一枚                电影 

一尾                窗 

一部                邮票 

一块                鱼 

一扇                手表 

 

答案： 

一枚                电影 

一尾                窗 

一部                邮票 

一块                鱼 

一扇                手表 

   

163.根据关联词语之间的配合关系用

线条把它们连接起来。 

尚且              何况 

之所以            都 

不是              为的是 

倘若              就 

无论              而是 

 

答案： 

尚且              何况 

之所以            都 

不是              为的是 

倘若              就 

无论              而是 

 

164.请用线条将两边词语按近义词语

的关系连接起来。 

马虎             忧郁 

无趣             愉快 

方便             乏味 

舒畅             粗心 

郁闷             便利 

答案： 

马虎             忧郁 

无趣             愉快 

方便             乏味 

舒畅             粗心 

郁闷             便利 

165.从下面两组词语中选择合适的词

语来构成五组正确的汉语成语，并用

线条连接起来。 

百年         观天 

勇往         腾达 

一览         直前 

飞黄         树人 

坐井         无余 

 

答案： 

百年         观天 

勇往         腾达 

一览         直前 

飞黄         树人 

坐井         无余 

 

 

第二部分  中国国情 

 

一 、填空题 

1．中国位于亚洲大陆东部、太平洋西

岸，陆地面积约        平方公

里。 

答案：96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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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49 年 10 月 1 日，在天安门城楼

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领

袖是   。    

答案：毛泽东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       ，

旗面为红色，旗面左上方缀有五

颗黄色五角星。 

答案：五星红旗 

 

4．青藏高原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

有 许 多 崇 山 峻 岭 ， 号 称

“        ”。 

答案：世界屋脊 

 

5.中国地形分布规律是        ，呈

三级阶梯，自西向东，逐级下降。 

答案：西高东低 

 

6．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中，福娃

晶 晶 的 原 型 是 中 国 的 国

宝        ,它代表着快乐，是友

谊与和平的使者,深受全世界人

民的喜爱。 

答案：熊猫 

 

 

7 中国除了天然河流外，还有许多人工

开凿的运河，        是世界上

开凿最早、最长的运河，全长 1801

公里，是中国历史上与万里长城

齐名的伟大工程。 

答案：京杭大运河 

 

 

 

8．中国人口在地域上的分布特点 

是     多      少。 

答案:东,西 

 

9．_     是缓解中国北方水资源严重

短缺局面的重大工程。该工程分

东线、中线、西线三条调水线,

通过跨流域的水资源合理配置，

大大缓解我国北方水资源严重

短缺问题，促进南北方经济、社

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

展。 

答案：南水北调 

10．        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

是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面

http://www.yiyuo.com/html/jieriqingdian/jetu/dan/20080505/59899.html
http://www.yiyuo.com/html/jieriqingdian/jetu/dan/20080505/59899.html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0%C2%D4%CB%BB%E1%BC%AA%CF%E9%CE%EF%BE%A7%BE%A7&in=4674&cl=2&lm=-1&pn=0&rn=1&di=9666723720&ln=1094&fr=&fmq=&ic=&s=0&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2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0%C2%D4%CB%BB%E1%BC%AA%CF%E9%CE%EF%BE%A7%BE%A7&in=4674&cl=2&lm=-1&pn=0&rn=1&di=9666723720&ln=1094&fr=&fmq=&ic=&s=0&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2
http://www.zouuu.com/photo/showphoto.php?sighpictid=4772
http://www.zouuu.com/photo/showphoto.php?sighpictid=4772
http://baike.baidu.com/view/164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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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约 130 平方公里，是武陵源风

景名胜区的一个组成部分。 

答案：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11．“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院

士，他利用中国野生稻资源培育

出了世界闻名的杂交水稻，美国

最权威的《科学》杂志发表了他

的研究成果。 

答案：袁隆平。 

 

 

12．目前中国有 34 个省级行政区，包

括 23 个省、        个自治

区 、        个 直 辖 市 、        

个特别行政区。 

答案：5、4、2    

 

13．        是第一位与维也纳爱乐、

柏林爱乐、美国五大交响乐团等

所有一流乐团长期合作、并在全

世界所有著名音乐厅举办个人独

奏会的中国钢琴家，也是第一位

在美国白宫举办专场独奏会的中

国钢琴家，他被媒体誉为 “当今

世界最年轻的钢琴大师”、一位

“将改变世界的年轻人”。 

答案：朗朗。 

 

 

14“雨打黄梅头，四十五天无日头”，

长江中下游地区，每年六月初到七月

初常是阴雨连绵的天气，这时正值江

南梅子成熟的季节，此时被称为                     

时节。 

答案:梅雨。 

 

15．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 

是        ，它的单位是元，辅币单

位是角和分。 

答案：人民币 

 

16．汉语成语“白山黑水”中的“白

山”指的是长白山，那么“黑水”指

的是        。 

答案：黑龙江 
 

17．中国古代著名的        就是通

过河西走廊，进入塔里木盆地，

再通过西亚到达欧洲的。 

答案：丝绸之路 

 

18．茅台酒产于中国西南贵州省仁怀

县的        ，素以色清透明，

入口柔绵，回香持久等特点闻名

天下，深受中国百姓的喜爱。 

 

 

 

http://home.cer.net/redian_6023/20070924/t20070924_256234.shtml
http://home.cer.net/redian_6023/20070924/t20070924_256234.s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74.htm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C0%C9%C0%CA&in=27465&cl=2&lm=-1&pn=66&rn=1&di=35538759810&ln=2000&fr=bk&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C0%C9%C0%CA&in=27465&cl=2&lm=-1&pn=66&rn=1&di=35538759810&ln=2000&fr=bk&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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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茅台镇 

 

19. “八百里洞庭，烟波浩渺”，洞庭

湖位于        省北部，面积约为

2740 平方千米，为中国第二大淡水湖。 

答案：湖南 

 

20．2006 年 7 月 1 日，        铁路

全线通车，它是目前世界上海拔

最高的铁路。 

答案：青藏 

 

 

 

21．        为解决香港、澳门、台

湾问题，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

了        的构想，按造这个构想，

香港、澳门已经回归中国，他还被称

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答案：邓小平，一国两制

 

 

22．西安，元代以前称        ，是

中国的六大古都之一，并且是其

中历史最长的一个都城。 

答案：长安 
 

23．        是中国第一大河，它发

源于青藏高原，流经十个省、市、自

治区，与黄河并称为中国的“母亲河 

答案：长江 

 

24.在青藏高原，有一组当今世界海拔

最高、规模最大的宫殿式建筑群，

它就是雄伟壮丽的藏传佛教宫堡

建筑        。 

答案：布达拉宫。 

 

 

  

25“三八红旗手”是中国在 

       颁给优秀劳动妇女的荣誉称

号。 

答案：三八妇女节 

 

26．2008年 9月 25日 21时 10分，中

国三位宇航员乘坐        进入

太空，这是我国航天史上的第三

次载人航天飞行，它实现了中国

航天员首次出舱活动，标志着中

国航天事业的又一个全新的开

始。 

答案:神州七号宇宙飞船 

http://cul.shangdu.com/Contents/Channel_4406/2008/0616/134282/content_134282.htm
http://cul.shangdu.com/Contents/Channel_4406/2008/0616/134282/content_134282.htm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5%E7%CA%D3%CC%A8%CC%A8%B1%EA&in=17935&cl=2&cm=1&sc=0&lm=-1&pn=27&rn=1&di=3136437960&ln=2000&fr=&ic=0&s=0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5%E7%CA%D3%CC%A8%CC%A8%B1%EA&in=17935&cl=2&cm=1&sc=0&lm=-1&pn=27&rn=1&di=3136437960&ln=2000&fr=&ic=0&s=0
http://baike.baidu.com/view/44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09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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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瀑布，因当地一种常见

的植物“黄果树”而得名，位于中国贵州

省，是中国第一大瀑布，享有“中华第

一瀑”之盛誉。 1999 年被大世界吉尼

斯总部评为世界上最大的瀑布群，列

入世界吉尼斯记录。 

答案：黄果树瀑布  

 

 

 28 中国的        是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水电站。 

答案：三峡水电站 

 

 

29. CCTV 是        的英文标识，它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电视台，也是

中国重要的新闻舆论机构。 

  

      

   

答案：中国中央电视台 

 

30．中国民间传说《白蛇传》中的许

仙与白娘子相遇在西湖。西湖位

于浙江省      ，又名“西子湖”。 

答案：杭州市。 

 

 

31．河南，河北中的“河”指的是“黄

河”；山东，山西，其中的“山”指的

是：           

答案：太行山。     

http://baike.baidu.com/view/1605.htm
http://baike.baidu.com/image/cbc17b385d41926896ddd846
http://baike.baidu.com/image/cbc17b385d41926896ddd846
http://news3.xinhuanet.com/video/2006-05/19/content_4570088.htm
http://news3.xinhuanet.com/video/2006-05/19/content_45700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3472.htm
http://baike.baidu.com/image/d57e9994be1bdf5bd31b703b
http://baike.baidu.com/image/d57e9994be1bdf5bd31b703b
http://baike.baidu.com/image/d57e9994be1bdf5bd31b7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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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孔子的故乡是        省曲阜。曲

阜是春秋时期鲁国的都城，这里有

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最著名是

曲阜三孔--孔庙、孔府、孔林。  

答案：山东 

 

33中国民歌《       》中美丽的阿里

山风景区面积约有 175 公顷，是

台湾著名的天然森林公园和旅游

胜地。 

答案：阿里山的姑娘。 

 

 

34.地图上看黄河干流像一个巨大的

汉字-----“        ”字。 

答案: 几 

 

35  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是    

        。 

答案：胡锦涛   

 

 

36 中国规定：首都北京所在时区（东

8 时区）的标准时为全国统一时

间， 

称为        。 

答案：北京时间 

二、选择题   

37      是中国大陆的火警电话号

码。 

A.  120         B.  119 

C.  114         D.  110 

答案：B 

 

38 中国最大的港口是        ，其吞

吐量位居世界第三位。 

A. 连云港    B.深圳港 

C. 青岛港    D.上海港 

答案：D 

 

 

39 中国有四个直辖市分别是北京、上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CC%AB%D0%D0%C9%BD&in=22096&cl=2&lm=-1&pn=1&rn=1&di=35962288248&ln=2000&fr=&fmq=&ic=0&s=0&se=1&sme=0&tab=&width=&height=&face=0&is=&istype=2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CC%AB%D0%D0%C9%BD&in=22096&cl=2&lm=-1&pn=1&rn=1&di=35962288248&ln=2000&fr=&fmq=&ic=0&s=0&se=1&sme=0&tab=&width=&height=&face=0&is=&istype=2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0%A2%C0%EF%C9%BD&in=18338&cl=2&lm=-1&pn=4&rn=1&di=40629817815&ln=2000&fr=&fmq=&ic=0&s=0&se=1&sme=0&tab=&width=&height=&face=0&is=&istype=2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0%A2%C0%EF%C9%BD&in=18338&cl=2&lm=-1&pn=4&rn=1&di=40629817815&ln=2000&fr=&fmq=&ic=0&s=0&se=1&sme=0&tab=&width=&height=&face=0&is=&istyp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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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津和         

A 广州     B   重庆 

C 深圳     D   哈尔滨 

答案 B 

 

40 图中的中国小学生脖子上系的

是      ，它是少先队员的标志，它代

表红旗的一角，象征着胜利。 

A  红领带     B  红围巾 

C  红领巾     D  红丝带 

 

答案：C 

41 中国距离最长、口径最大的输气管

道“西气东输”工程是把      的天

然气输送到豫皖江浙沪地区地区。 

A陕西 B 新疆 C青海 D甘肃 

答案：B 

42 下面标志      是中国银行的标

志： 

A  1               

B   

C                

D   

答案：A 

 

43 中国有 5 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下面

不 是 自 治 区 的

是      。 

A. 广西   B.内蒙古 

C. 宁夏   D.云南 

答案：   D 

 

44．青海湖既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

也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        即

是因其而命名的。 

答案：A 湖北省        B 青海省 

      C湖南省        D 河北省 

答案：B 

 

4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的建筑物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D6%D0%B9%FA%D2%F8%D0%D0%B1%EA%D6%BE&in=9690&cl=2&lm=-1&pn=6&rn=1&di=17644944153&ln=2000&fr=&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D2%F8%D0%D0%B1%EA%D6%BE&in=15741&cl=2&lm=-1&pn=2&rn=1&di=51113815878&ln=2000&fr=&fmq=&ic=0&s=0&se=1&sme=0&tab=&width=&height=&face=0&is=&istype=2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D6%D0%B9%FA%BD%A8%C9%E8%D2%F8%D0%D0%B1%EA%D6%BE&in=19740&cl=2&lm=-1&pn=0&rn=1&di=44442545130&ln=2000&fr=&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2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D6%D0%B9%FA%BD%BB%CD%A8%D2%F8%D0%D0%B1%EA%D6%BE&in=31387&cl=2&lm=-1&pn=2&rn=1&di=19306108665&ln=2000&fr=&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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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A. 故宫       B. 天安门 

C. 长城      D.  颐和园 

答案：B 

 

46．《西游记》中的火焰山是指今天

的        。 

A.柴达木盆地   B. 塔里木盆地 

C. 四川盆地     D. 吐鲁番盆地 

答案：D 

 

47     是中国的著名网球运动员， 

2011 年 1 月 14 日，在 WTA 顶级巡回

赛澳大利亚站中，首次获得 WTA 顶级

巡回赛冠军，这是悉尼赛历史上第一

位中国冠军。 

A. 李娜  B.郭晶晶 

C.邓亚萍   D.郎平 

答案：A 

 

 

48．     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

区，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六分之

一。 

A. 青海   B. 西藏 

C. 新疆     D. 河南 

答案：C 

 

49. 中国地形多种多样，各类地形占

全国陆地面积最大的是_______。 

A.山区        B.沙漠                 

C.盆地        D.平原 

答案：A 

 

50． 2010 年世界博览会在      举

行，这次博览会的主题是：“城市，让

生活更美好”。 

答案：A 广州 B 上海 

C 北京D 深圳 

答案：B 

 

51．人口普查是一项重要的国情调

查，对国家管理、制定各项方针政

策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新中国建立

后，在 1953 年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

口普查，2010 年 11 月 1 日零时开始

正在进行着的是       人口普查。 

  

A 第三次          B 第七次 

C  第五次         D 第六次 

答案：D 

 

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A.  2000  B.  2001 

C.  2004  D.  2002 

http://www.hwjyw.com/zhwh/modern_china/200803/t20080319_14363.shtml
http://www.hwjyw.com/zhwh/modern_china/200803/t20080319_14363.s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1608.htm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C0%EE%C4%C8&in=14017&cl=2&lm=-1&pn=10&rn=1&di=4679904876&ln=2000&fr=&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C0%EE%C4%C8&in=14017&cl=2&lm=-1&pn=10&rn=1&di=4679904876&ln=2000&fr=&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072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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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53．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人口大国，

截至目前，全国总人口约     亿，共

有    个民族。 

A.  12    56  B.  14     55 

C.  13    46  D.  13     56  

答案：D 

 

54．“紫禁城”指的是北京的      ，

其中“紫”是紫微星的意思。 

A颐和园 B长城 C雍和宫 D故宫 

答案：D 

 

 

55．柴达木盆地，位于青海省西北部，

不仅是盐的世界，而且还有丰富的石

油、煤，以及多种金属矿藏，所以有

“      ”的美称。 

A.  中国粮仓 

B. 天府之国 

C. 鱼米之乡 

D. 聚宝盆 

答案：D 

 

56．1986年，中国开始实行       年

制义务教育。 

A.  十        B.  十一 

C.  九        D.  八 

答案：C 

 

57．中国于 1988年设立国家汉语水平

考试，简称      。这项考试是为测

试母语为非汉语者的汉语水平而设立

的中国国家级标准化考试。 

A.  SHK  B.  HSK 

C.  KHS  D.  HKS 

答案：B 

 

58．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封建朝代 

是        。 

A.  夏 朝     B.  秦朝 

C.  唐 朝     D.  商朝 

答案：B 

http://news.qq.com/a/20081210/001860.htm
http://news.qq.com/a/20081210/0018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2694.htm
http://www.chinaembassy.cz/chn/xnyfgk/t334489.htm
http://www.chinaembassy.cz/chn/xnyfgk/t3344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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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是中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

它是全国 60％以上人口的主食。 

A. 小麦      B. 玉米 

C. 水稻      D. 高粱 

答案：C 

 

60．“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

州”，鹤楼位于        。江南三大名

楼之一，国家旅游胜地四十佳。素有

“天下江山第一楼”之美誉。 

A. 湖南省  B. 云南省 

C. 广东省  D. 湖北省 

答案：D 

 

61．        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

它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 

A. 清华大学  B. 北京大学 

C. 南开大学  D. 北京师范大学 

答案：B 

 

62．      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

流，也是中国的母亲河，它的下游形

成了世界著名的“地上河”。 

A 海河 B 淮河 C 黄河 D 汾河 

 

答案：C 

 

63．新中国最早的股票交易所是 

1990 年成立的，现在中国大陆分别在

上海和        有两个股票交易

所。 

A.  天津    B.  深圳 

C.  北京  D.  武汉 

答案： B 

 

 

 

 

 

 

64．中国少数民族众多，其中   是现

在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主要分

布在广西、云南、广东和贵州等省区。 

A.  壮族  B.  傣族 

C.  藏族  D.  回族 

答案：A 

65．在中国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

出版机构是       

A 新华书店   B 中华书局 

C 商务印书馆 D 人民出版社   

答案： C 

 

66．“天下功夫出少林”，要探访少林

功夫的发源地，就要去        少林

寺。 

A.  河北省  B.  湖北省 

C.  河南省  D.  安徽省 

答案：C 

 

 

http://baike.baidu.com/view/669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961.htm
http://news.xinhuanet.com/travel/2007-11/08/content_7032567_2.htm
http://news.xinhuanet.com/travel/2007-11/08/content_7032567_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09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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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第一个经

济特区是        。 

A. 珠海     B.  厦门 

C. 深圳     D.  汕头 

答案：C 

 

68．中国气候的特点是      ，属于

大陆性季风气候。 

A 北暖南寒   B 南暖北寒 

C 东暖西寒   D 西暖冬寒   

 答案：B 

 

69．香港        回归中国，是亚洲

繁华的大都市，地区及国际金融中心

之一，条件优越的天然深水港，素有

“东方之珠”“购物天堂”的美称。 

A   1998    B  2000 

C    1995    D  1997 

答案：D 

70 ． 中 国 北 京 市 的 电 话 区 号 是 

________。 

A.010         B 020.                

C.001         D.002 

答案：A 

 

71．中国最长的        铁路北起北

京，南至深圳，与香港九龙相连，正

线全长 2381公里。 

A.京沪      B.京广 

C.京九      D.京哈 

答案：C 

 

72．       是中国的影坛巨星，也是

国际功夫电影巨星，在大陆和香

港等华人地区具有很高声望与影

响，深受国际影迷的喜爱。其代

表作主要有《醉拳》、《警察故事》

等。 

A.李小龙       B.成龙 

C.李连杰       D.甄子丹 

答案：B 

 

 

三、判断题    

73．第 16届亚运会于 2010 年 11月 12

日至 27日在中国广州进行，广州是中

国第一个取得亚运会主办权的城市。

广州还将在亚运会后举办第十届残疾

人亚运会。 

答案：错误。广州是中国第二个取得

亚运会主办权的城市，北京曾于

1990年举办第 11届亚运会。 

 

74．西北地区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

区之一，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国

少数民族总人口数的 2/3，主要有

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

克族等。 

答案：错误。约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1/3。 

 

75．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简称安理

会）是联合国的６大主要机构之

一。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

则，安理会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

安全的责任，是唯一有权采取行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B3%C9%C1%FA&in=15092&cl=2&lm=-1&pn=7&rn=1&di=36469420455&ln=2000&fr=bk&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B3%C9%C1%FA&in=15092&cl=2&lm=-1&pn=7&rn=1&di=36469420455&ln=2000&fr=bk&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http://baike.baidu.com/view/67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4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668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830.htm


 

 29 

动的联合国机构。中国是安理会

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答案：正确。 

 

76．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政府把

环境保护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

1989 年，首部《环境保护法》正

式颁布。 

答案：正确。 

 

77．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 1935 年

由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 

答案：正确。 

 

78．水、土是立国之本。中国水资源

的分布情况是南多北少，而耕地

的情况却是南少北多。 

 

答案：正确。 

 

79．内蒙古自治区简称内蒙古，首府

呼和浩特市，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少数

民族自治区。居住在内蒙古草原上的

蒙古族人最常饮用的茶是酥油茶。 

 

答案：错误。应该是奶茶。 

 

80． 1949年 9月 27日，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

北平，即日起北平改名北京 

 

答案：正确。 

 

81．。从 1983 年起,中国中央电视台在

每年农历除夕晚上都为庆祝农历新年

而举办综艺性文艺晚会，简称春晚。

每年大年三十晚上，都有数亿观众守

在电视机前，迎接新年的到来。 

 

答案：正确。 

 

82．2007 年 4 月 9 日孔子学院总部       

在中国上海正式揭牌成立。它的成

立为中国语言文化的推广创造了

更好的条件。 

答案：错误。北京。 

 

 

83．珠穆朗玛峰海拔 8844.4 3 米,是

中国,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它

位于中国西藏和尼泊尔之间的国

境线上. 

答案:正确。 

 

 

84．云南省南部的西双版纳是中国少

有的热带阔叶林区，森林植物多

达 5000余种，有“植物王国”之

称。 

答案：正确 

http://baike.baidu.com/view/290670.htm
http://cul.news.qingnet.cn/news/200805/0660341.htm
http://cul.news.qingnet.cn/news/200805/06603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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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京沪高速铁路于 2008 年 4 月 18

日开工，从北京南站出发终止于

上海虹桥站。2010 年 11 月 15 日

铺轨完成，将于 2011年 6月通车。

它的建成将使北京和上海之间的

往来时间，缩短到 5小时以内。 

.答案：正确。 

 

86．按照中国婚姻法的规定，中国男

性公民的结婚年龄为 22周岁，女

性公民的结婚年龄为 20周岁。 

答案：正确。 

 

87．澳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特别

行政区之一，位于中国东南沿海

的珠江三角洲西侧。下图即是澳

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 

答案：正确。 

 

 

 

88．中国的行政区域基本分为省（自

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县

（自治县、市）、乡（镇）三级。 

答案.：正确。 

 

89．成语“斤斤计较”中的“斤”是

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

的重量计量单位。一斤相当于一

千克。 

答案：错误。一斤相当于 500克。 

 

90．目前全世界约有华侨华人 4500多

万，他们大部分分布在东南亚地

区。 

答案：正确。 

 

四、连线题   

91．请将中国的五大淡水湖与所属的

省份连接起来。 

江西              巢湖 

湖南              洞庭湖 

江苏与浙江        洪泽湖  

江苏              鄱阳湖 

安徽              太湖 

答案： 

江西              巢湖 

湖南              洞庭湖 

江苏与浙江        洪泽湖  

江苏              鄱阳湖 

安徽              太湖 

 

92．请将下列景区与所在的省份或直

辖市连接起来。 

天涯海角           甘肃 

九寨沟             云南 

丽江               四川 

敦煌               海南 

答案： 

天涯海角           甘肃 

九寨沟             云南 

丽江               四川 

http://baike.baidu.com/view/3259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36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36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354.htm
http://baike.baidu.com/image/d041a4a1c579daa4471064bc
http://baike.baidu.com/image/d041a4a1c579daa4471064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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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               海南 

 

93．请将下列省会与其所在省份连接

起来。 

南京                山西 

兰州                四川 

成都                江苏 

武汉                甘肃 

太原                湖北 

 

答案： 

南京                山西 

兰州                四川 

成都                江苏 

武汉                甘肃 

太原                湖北 

 

94．中国古代将五大名山称为五岳，

请将下列名和它所在的省份连接

起来。 

东岳泰山            湖南省 

西岳华山            陕西省 

北岳恒山            山东省 

南岳衡山            山西省 

中岳嵩山            河南省 

 

答案： 

东岳泰山            湖南省 

西岳华山            陕西省 

北岳恒山            山东省 

南岳衡山            山西省 

中岳嵩山            河南省 

 

95．请将下列地名与各地的特色小吃

连接起来。 

陕西            羊肉串 

山东            拉面 

新疆            羊肉泡馍 

兰州            煎饼卷大葱 

浙江            东坡肉 

答案： 

陕西             羊肉串 

山东             拉面 

新疆             羊肉泡馍 

兰州             煎饼卷大葱 

浙江            东坡肉 

 

96．将下列历史名人与所在朝代连接

起来。 

屈原              明朝 

曹操              战国时期 

李白              三国时期 

李时珍            唐朝 

答案： 

屈原                明朝 

曹操                战国时期 

李白                三国时期 

李时珍              唐朝 

 

97．将下面的“中国之最”与相应的

城市连接起来。 

距离海洋最远的城市      拉萨 

中国最大的城市       上海 

雾日最多的城市       吐鲁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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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最高的城市      乌鲁木齐 

温度最高的城市       重庆 

 

答案： 

距离海洋最远的城市      拉萨 

中国最大的城市       上海 

雾日最多的城市       吐鲁番  

海拔最高的城市      乌鲁木齐 

温度最高的城市       重庆 

 

五、列举题    

98．中国已建立自然保护区一千多处，

其中有 14处被列为世界级自然保

护区.请列举出其中三个保护区

的名称。 

答案：1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 2 卧龙自

然保护区3 鼎湖山自然保护区4 梵净

山自然保护区 5 武夷山自然保护区 6 

锡林郭勒草原自然保护区 7 神农架自

然保护区8 博格达峰自然保护区9 盐

城自然保护区 10 西双版纳自然保护

区 11 天目山自然保护区 12 茂兰自

然保护区 13 九寨沟自然保护区  

14 丰林自然保护区。 

 

99．请列举出中国现行金融体系中的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答案：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100请列举出 3个中国最擅长的奥运

会体育项目。 

答案：羽毛球、乒乓球、跳水、体

操、举重等。 

  

101．请列举出中国知名大学的名称。

（至少五个） 

答案（供参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南京

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大学、湖南大学等 

 

102．请列举出你所知道的中国酒类的

知名品牌（至少五个）。 

答案（供参考）：五粮液、茅台、水井

坊、燕京啤酒、青岛啤酒、哈尔

滨啤酒、张裕、泸州老窖、酒鬼

酒、汾酒、剑南春、郎酒、花雕

酒等 

 

103．中国有 56 个民族，请列举其中

的 5个。 

答案：汉族、 族、.回 族、藏 族、. 维

吾尔族、苗 族、彝 族、壮 族 、朝 鲜 

族、. 满 族、 侗 族、瑶 族、. 白 族、 

土 家 族、 哈 尼 族、 哈 萨 克 族、 

傣 族、 黎 族、 僳 僳 族、 佤 族、.

畲 族、 高 山 族、 拉 祜 族、 水 

族 、 东 乡 族、 纳 西 族、 景 颇 

族 、 柯 尔 克 孜 族、 土 族、 达 

斡 尔 族、 仫 佬 族等。 

 

104．请列举出中国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简称。（至少五个） 

答案：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 简称西藏、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疆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宁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蒙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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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冀） 山西省（晋）  

辽宁省（辽） 吉林省（吉）  

黑龙江省（黑） 江苏省（苏）  

浙江省（浙） 安徽省（皖)  

福建省（闽） 江西省（赣）  

山东省（鲁） 河南省（豫）  

湖北省（鄂） 湖南省（湘）  

广东省（粤） 海南省（琼）  

四川省（川、蜀） 贵州省（黔、贵）  

云南省（滇、云） 陕西省（陕、秦）  

甘肃省（甘、陇） 青海省（青）  

台湾省（台）  

特别行政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 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 澳  

直辖市：  

北京 京 、上海 沪  

天津 津 、重庆 渝 

  

105．请列举 5个你所知道的中国的姓

氏。 

答案 ：赵、钱、孙、李、  周、吴、郑、

王、冯、陈、褚、卫 、 蒋、沈、韩、杨、 

朱、秦、尤、许、何、吕、施、张等。 

 

106．请列举你所知道的中国报纸的名

称。（至少四个） 

答案（供参考）：光明日报 解放军报 经

济日报 科技日报 人民日报 人民日

报（海外版） 人民政协报 中国青年

报 新华社环球时报 计算机世界 作

家文摘 检查日报 健康报 健康文摘

报 今晚报 天津日报 网络世界 金融

时报 经济参考等。 

 

107．中国地域辽阔，请列举你所知道

的四大高原名称。 

答案（供参考）：中国的四大高原是青

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云

贵高原。 

 

六、影音题 

108．【播放短片】请问短片中所播放

的歌曲是什么？ 

答案：《月亮代表我的心》。 

 

 

109．【播放短片】请问短片中所展现

的是中国 2009年新开通的什么铁

路运营线？ 

答案：武广高速铁路 

 

110．【播放短片】中国有很多方言，

请你说出短片中你所听到的方言

的名称。 

答案：四川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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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中国文化 

一、选择题 

111. 中 国 古 代 伟 大 的 思 想 家

http://baike.baidu.com/view/266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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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庄子    B．老子 

C．韩非子    D．孔子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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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故宫，这座_______ 两朝

的皇宫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建

筑群。 

A．唐宋    B．宋元  

C．明清    D．隋唐  

 

（插图） 

答案：C 

114.“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体现了中华民族________

的传统美德。  

A．勤俭持家    B．尊老爱幼  

C．礼貌谦让    D．见义勇为 

答案：B  

115．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国民间传统节

日_______，也叫“上元节”、“灯节”。  

A. 中秋节         B.端午节   

C. 元宵节         D.重阳节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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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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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

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

花别样红”中的“四时”指的是  

________ 。  

A. 四个小时       B．四年  

C．四个季节       D．四天 

答案：C  

119.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

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

旧符”描写的是中国民间_______的习

俗。 

A．过春节         B．过中秋  

C．过清明         D．过端午  

 

答案：A  
 

120.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也是人类

http://baike.baidu.com/view/26607.htm
http://www.ivsky.com/Photo/184/64639.html
http://www.ivsky.com/Photo/184/64639.html
http://tupian.hudong.com/s/%E8%B4%B4%E6%98%A5%E8%81%94/xgtupian/1/7
http://tupian.hudong.com/s/%E8%B4%B4%E6%98%A5%E8%81%94/xgtupian/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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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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把节”是______族、白族

等民族的传统节日。节日之夜，人们

在村边地头举着火把游行，欢快地唱

歌跳舞，表示消灾降幅。 

A．藏         B. 彝   

C．瑶        D. 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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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图） 

124. 中 国 最 大 的 佛 教 石 窟 是

________ 。 

A.龙门石窟        B.云冈石窟   

C.敦煌石窟         D.麦积山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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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________是

皇权的象征。 

A. 狮           B.虎   

C. 龙            D.凤 

答案：C 

128．下列食物中不属于中国传统食物

的是 _____ 。  

A．饺子             B．寿司  

C．豆腐           D．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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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历来形式丰富多样，最

早的形式是______。 

A. 小说            B. 诗歌 

C. 散文            D. 戏剧  

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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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曲艺”是各种说唱艺术的总称。

其中，一个人表演动作，一个人藏在

后面或说或唱，互相配合，这种曲艺

形式叫________ 。   

A. 相声        B.快板   

C. 双簧         D.二人转 

答案：C  

  

132. 中国现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

_______，中国画和西洋画都很有造

诣，尤其以画马闻名，代表作是《群

马图》。 

A．刘海粟         B. 张大千   

C．徐悲鸿         D. 齐白石 

 
答案：C 

 

133. 旧时中国店铺的门口，常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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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自然风光秀丽多姿，人

文景观丰富多彩，素有“五岳独秀”

之美称。  

A．东岳泰山        B.西岳华山

C．南岳衡山        D.北岳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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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族乐器种类繁多，可分为

吹、拉、弹、打四大类，例如拉的乐

器有_______、萧等。  

A. 笛              B. 锣 

C. 古筝            D. 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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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aike.baidu.com/view/21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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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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鲁迅           D. 矛盾 

答案： C 

142. 中国人饮茶讲究用水，一般认为

用_______泡茶最好。 

A．江河水         B．自来水 

C．泉水           D．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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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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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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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达慕大会”是_______人民一

年一度的传统体育竞技活动，多在草

绿花红、马壮羊肥的七、八月举行。 

A．维吾尔        B．藏族 

C. 蒙古族        D. 苗族 

 
答案：C 

 

149．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

一部天文学著作《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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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是中国的

第一位皇帝。  

答案：秦始皇 

152. 中国古代历法除了甲子纪年法

外，还以鼠、马、牛、羊等十二生肖

http://tupian.hudong.com/s/%E9%82%A3%E8%BE%BE%E6%85%95/xgtupian/1/8
http://tupian.hudong.com/s/%E9%82%A3%E8%BE%BE%E6%85%95/xgtupian/1/8
http://baike.baidu.com/view/562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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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年办法，因此 2011 年又叫

________ 。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

p://www.javapj.com/wp-content/uploads/2011

/02/tunian.jpg&imgrefurl=http://www.javapj.c

om/&h=248&w=400&sz=39&tbnid=iUKRTm

OLxy-9qM:&tbnh=77&tbnw=124&prev=/ima

ges%3Fq%3Dtunian%2B%25E5%259B%25B

E%25E7%2589%2587&zoom=1&q=tunian+

%E5%9B%BE%E7%89%87&hl=zh-CN&usg

=__3BH1oCh5hOtTfvt4FKVmFXk3M48=&s

a=X&ei=XBpqTeq0NJCwvgON7ongDA&ve

d=0CCsQ9QEwAg 

答案： 兔年 

 

153. 中国画又叫国画，它是用毛笔、

墨及颜料在_______或绢上画出的画。 

答案：宣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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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物产、气候

和生活习惯不同，人们的口味也不一

样，有“_______、北咸、东辣、西酸”

之说。  

答案：南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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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自己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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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中的“China”一词有两个

意 思 ， 一 个 是 中 国 ， 另 一 个 是

_________ 。 

答案：瓷器 

161. “丝竹管弦”是中国古代对琴瑟

箫笛等________的总称。  

答案：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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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诗“两个黄鹂鸣翠柳”的下一

句是_______。 

答案：“一行白鹭上青天” 

164. 中国象棋，古代叫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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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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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www.javapj.com/wp-content/uploads/2011/02/tunian.jpg&imgrefurl=http://www.javapj.com/&h=248&w=400&sz=39&tbnid=iUKRTmOLxy-9qM:&tbnh=77&tbnw=124&prev=/images%3Fq%3Dtunian%2B%25E5%259B%25BE%25E7%2589%2587&zoom=1&q=tunian+%E5%9B%BE%E7%89%87&hl=zh-CN&usg=__3BH1oCh5hOtTfvt4FKVmFXk3M48=&sa=X&ei=XBpqTeq0NJCwvgON7ongDA&ved=0CCsQ9QEwAg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www.javapj.com/wp-content/uploads/2011/02/tunian.jpg&imgrefurl=http://www.javapj.com/&h=248&w=400&sz=39&tbnid=iUKRTmOLxy-9qM:&tbnh=77&tbnw=124&prev=/images%3Fq%3Dtunian%2B%25E5%259B%25BE%25E7%2589%2587&zoom=1&q=tunian+%E5%9B%BE%E7%89%87&hl=zh-CN&usg=__3BH1oCh5hOtTfvt4FKVmFXk3M48=&sa=X&ei=XBpqTeq0NJCwvgON7ongDA&ved=0CCsQ9QEwAg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www.javapj.com/wp-content/uploads/2011/02/tunian.jpg&imgrefurl=http://www.javapj.com/&h=248&w=400&sz=39&tbnid=iUKRTmOLxy-9qM:&tbnh=77&tbnw=124&prev=/images%3Fq%3Dtunian%2B%25E5%259B%25BE%25E7%2589%2587&zoom=1&q=tunian+%E5%9B%BE%E7%89%87&hl=zh-CN&usg=__3BH1oCh5hOtTfvt4FKVmFXk3M48=&sa=X&ei=XBpqTeq0NJCwvgON7ongDA&ved=0CCsQ9QEwAg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www.javapj.com/wp-content/uploads/2011/02/tunian.jpg&imgrefurl=http://www.javapj.com/&h=248&w=400&sz=39&tbnid=iUKRTmOLxy-9qM:&tbnh=77&tbnw=124&prev=/images%3Fq%3Dtunian%2B%25E5%259B%25BE%25E7%2589%2587&zoom=1&q=tunian+%E5%9B%BE%E7%89%87&hl=zh-CN&usg=__3BH1oCh5hOtTfvt4FKVmFXk3M48=&sa=X&ei=XBpqTeq0NJCwvgON7ongDA&ved=0CCsQ9QEwAg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www.javapj.com/wp-content/uploads/2011/02/tunian.jpg&imgrefurl=http://www.javapj.com/&h=248&w=400&sz=39&tbnid=iUKRTmOLxy-9qM:&tbnh=77&tbnw=124&prev=/images%3Fq%3Dtunian%2B%25E5%259B%25BE%25E7%2589%2587&zoom=1&q=tunian+%E5%9B%BE%E7%89%87&hl=zh-CN&usg=__3BH1oCh5hOtTfvt4FKVmFXk3M48=&sa=X&ei=XBpqTeq0NJCwvgON7ongDA&ved=0CCsQ9QEwAg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www.javapj.com/wp-content/uploads/2011/02/tunian.jpg&imgrefurl=http://www.javapj.com/&h=248&w=400&sz=39&tbnid=iUKRTmOLxy-9qM:&tbnh=77&tbnw=124&prev=/images%3Fq%3Dtunian%2B%25E5%259B%25BE%25E7%2589%2587&zoom=1&q=tunian+%E5%9B%BE%E7%89%87&hl=zh-CN&usg=__3BH1oCh5hOtTfvt4FKVmFXk3M48=&sa=X&ei=XBpqTeq0NJCwvgON7ongDA&ved=0CCsQ9QEwAg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www.javapj.com/wp-content/uploads/2011/02/tunian.jpg&imgrefurl=http://www.javapj.com/&h=248&w=400&sz=39&tbnid=iUKRTmOLxy-9qM:&tbnh=77&tbnw=124&prev=/images%3Fq%3Dtunian%2B%25E5%259B%25BE%25E7%2589%2587&zoom=1&q=tunian+%E5%9B%BE%E7%89%87&hl=zh-CN&usg=__3BH1oCh5hOtTfvt4FKVmFXk3M48=&sa=X&ei=XBpqTeq0NJCwvgON7ongDA&ved=0CCsQ9QEwAg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www.javapj.com/wp-content/uploads/2011/02/tunian.jpg&imgrefurl=http://www.javapj.com/&h=248&w=400&sz=39&tbnid=iUKRTmOLxy-9qM:&tbnh=77&tbnw=124&prev=/images%3Fq%3Dtunian%2B%25E5%259B%25BE%25E7%2589%2587&zoom=1&q=tunian+%E5%9B%BE%E7%89%87&hl=zh-CN&usg=__3BH1oCh5hOtTfvt4FKVmFXk3M48=&sa=X&ei=XBpqTeq0NJCwvgON7ongDA&ved=0CCsQ9QEwAg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www.javapj.com/wp-content/uploads/2011/02/tunian.jpg&imgrefurl=http://www.javapj.com/&h=248&w=400&sz=39&tbnid=iUKRTmOLxy-9qM:&tbnh=77&tbnw=124&prev=/images%3Fq%3Dtunian%2B%25E5%259B%25BE%25E7%2589%2587&zoom=1&q=tunian+%E5%9B%BE%E7%89%87&hl=zh-CN&usg=__3BH1oCh5hOtTfvt4FKVmFXk3M48=&sa=X&ei=XBpqTeq0NJCwvgON7ongDA&ved=0CCsQ9QEwAg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www.javapj.com/wp-content/uploads/2011/02/tunian.jpg&imgrefurl=http://www.javapj.com/&h=248&w=400&sz=39&tbnid=iUKRTmOLxy-9qM:&tbnh=77&tbnw=124&prev=/images%3Fq%3Dtunian%2B%25E5%259B%25BE%25E7%2589%2587&zoom=1&q=tunian+%E5%9B%BE%E7%89%87&hl=zh-CN&usg=__3BH1oCh5hOtTfvt4FKVmFXk3M48=&sa=X&ei=XBpqTeq0NJCwvgON7ongDA&ved=0CCsQ9QEwAg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www.javapj.com/wp-content/uploads/2011/02/tunian.jpg&imgrefurl=http://www.javapj.com/&h=248&w=400&sz=39&tbnid=iUKRTmOLxy-9qM:&tbnh=77&tbnw=124&prev=/images%3Fq%3Dtunian%2B%25E5%259B%25BE%25E7%2589%2587&zoom=1&q=tunian+%E5%9B%BE%E7%89%87&hl=zh-CN&usg=__3BH1oCh5hOtTfvt4FKVmFXk3M48=&sa=X&ei=XBpqTeq0NJCwvgON7ongDA&ved=0CCsQ9QEwAg
http://baike.baidu.com/view/668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8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2922.htm
http://www.hudong.com/wiki/%E6%80%BB%E7%A7%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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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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元代天文学家______创造的

《授时历》以 365.2425 天为一年，和

现在通用的公历的天数相同。 

答案：郭守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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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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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逢有新婚吉庆时，都爱

在门口、厅堂等处贴上大红的______， 

寓意好事成双、大吉大利。 

答案：双喜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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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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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中国古代名篇_______是被后人

誉为“书圣”的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 

代表作品。 

答案：《兰亭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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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剧是中国传统戏剧中的瑰宝，

其表现手段可以概括为“唱、念、做、 

_______”四个方面。 

答案：打 

183. 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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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请客有“以______为礼”

的传统习惯。为了让别人多喝酒，酒

宴上还常常做一些游戏，如对诗、猜

谜语、划拳等等。 

答案：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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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的传统乐器。  

答案： 维吾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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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一部中医

著作_______，这部最早的中医著作运

用阴阳五行学说，揭示了人与自然界

之间的密切关系。 

答案： 《黄帝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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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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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每年的 4月 4日至 6日之间是中

国传统节日清明节，民间有祭祖、扫

墓和________的习俗  

 

答案：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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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

利玛窦来到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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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农历的纪年法，一年有

24个节气，譬如立春、清明、白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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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是慈

禧太后。  

答案：错误。唯一的女皇帝是武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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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正确。 

 
 

204. 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诗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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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how.ooopic.com/pic/431887/
http://show.ooopic.com/pic/43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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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正确。  

 

205. 三星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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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 

 

206. 象棋棋盘上的“楚河汉界”来源

于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之间长达

四年的“楚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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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蜥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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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意”是中国画传统画法之一。

其用笔不求工整，注重神态表现，笔

法简练，韵味十足，具有很强的表现

力。写意画是中国画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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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节人们除了吃粽子、赛龙

舟，还要在这一天洒扫庭院，挂艾枝，

悬菖蒲，洒雄黄水，饮雄黄酒，激浊

除腐，杀菌防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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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错误。“松、竹、梅”被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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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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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儿满周岁时，长辈摆出糕点、

书、笔、印章、算盘、铜钱、玩具等，

让孩子任意抓取，以此预测他长大后

的爱好和前程。这种民间流传的习俗

叫“抓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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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下列中国的传统节日与其农

历日期连接起来。 

正月初一           元宵节 

正月十五           春  节 

五月初五           乞巧节  

七月初七           端午节 

八月十五           重阳节 

九月初九           中秋节 

 

答案： 

正月初一           元宵节 

正月十五           春  节 

五月初五           乞巧节  

七月初七           端午节 

八月十五           重阳节 

九月初九           中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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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国古代神话丰富多彩，远古时代

就有很多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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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时起，就有了关于神话的记载。

请将下列传说中的相关内容连线： 

盘古            炼石补天 

女娲            开天辟地 

夸父            衔石填海    

精卫            夸父逐日 

答案： 

盘古            炼石补天 

女娲            开天辟地 

夸父            衔石填海   

精卫            夸父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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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认为有些动物具有灵

性，把它们合称为“四灵”。你知道

它们都是哪些动物吗？  

答案：麒麟、凤凰、龙、龟 

 

224. 请列举出你知道的中国功夫（至

少三项）。 

答案（供参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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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常”是中国价值体系的核

心因素，贯穿于整个中华伦理的历史

发展中。请列举你所知道的。 

答案：仁、义、礼、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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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参考）：东坡肉、烤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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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参考）：红茶、绿茶、花茶、

砖茶、沱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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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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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参考）：李白，杜甫，白居

易，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吴承

恩等。  

六、影音题 

230．[播放视频] 请问这种民间艺术

是什么？ 

答案：踩高跷 

 

http://www.ccnt.com.cn/show/jieshao/yueju.htm
http://www.ccnt.com.cn/show/jieshao/yuej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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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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放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

片段] 请问这部电视连续剧是根据那

个中国民间传说故事改编的？ 

答案：《白蛇传》或《雷峰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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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演讲参考题  

 

一、2011，从“心”开始 

二、我会飞得更高 

三、握手，中国！ 

四、汉语连接你和我 

五、汉语桥、友谊桥 

六、趣说学汉语   

七、汉语之最 

八、一路有你 

九、我想告诉你 

十、快乐中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