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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

比赛试题： 
第三部分   文化常识 （共 85 题） 
标*为今年新题，28道 

 

一、选择题 
1*. 中国先秦墨家学派的创始人_____ 
是中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墨家

思想的核心是“兼相爱、交相利”，反

对恃强凌弱，主张平等兼爱。  
A．庄子    B．老子 
C．韩非子    D．墨子  
答案：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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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C  
 
3*. 东汉时期著名的医学家______经
过多年的刻苦钻研，结合自己长期积

累的医疗经验，写出了一部划时代的

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被后人

尊称为“医圣”。  
A. 华佗        B. 张仲景   
C. 扁鹊        D. 李时珍  
答案：B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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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在中国被誉为“瓷都”的城市

是        。  
A. 宜兴           B. 开封  
C. 景德镇         D. 佛山  
答案：C 
 

6. 中国记载神话最多的一部奇书是

______，它也是一部旅游、地理知识

方面的百科全书。       
A. 《封神演义》    B. 《东周列国志》  
C. 《聊斋志异》   D. 《山海经》 
答案：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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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年的_______。 
A. 蓝田人         B. 元谋人  
C. 山顶洞人       D. 北京人 
答案：B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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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日______的习俗。  
A. 中秋节        B. 端午节  
C. 重阳节        D. 元宵节   

   
答案：C 
 
9*. “满招损，谦受益”是中华民族影

响深远的一句名言，形象地表达了中

国这个古老而悠久的民族所拥有的

______的美好品德。 
A. 诚实          B. 谦虚   
C. 勤劳          D. 勇敢     
答案：B 
 
10. 被尊为“百戏之祖”的______ 起
源于江苏昆山，迄今已有六百多年的

历史。它曲词典雅、行腔宛转、表演

细腻，对后来的京剧和众多地方戏曲

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A. 评剧         B. 豫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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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昆曲       D. 潮剧     

  
答案：C    
 
11*. ______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打击乐

器，由青铜制成。演员演奏时用小木

锤或长型的棒敲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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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下列中国古代著名的乐曲中，哪一

首表现了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爱情故

事？  
A.《高山流水》 B.《梁山伯与祝英台》         
C.《二泉映月》 D.《阳春白雪》 
答案：B 
 
13*. 欧阳修诗句“去年元夜时，花市

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中的 “元夜”指的是农历_______ 。 
A. 三月初三        B. 八月十五 
C. 五月初五       D. 正月十五    
答案：D  
 
14. 以人民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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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展

示民族文化精品的特色“窗口”和连

接国内外友谊的“桥梁”。   
A. 吴裕泰            B. 张一元 
C. 老舍              D. 陶陶居 
答案：C  
 
15. 长篇小说《子夜》是中国著名现代

作家_______ 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

20世纪30年代初期旧中国广阔的社会

生活，先后被译为英、德、俄、日等

十几种文字。 
A. 老舍           B. 巴金 
C. 鲁迅           D. 茅盾 
答案：D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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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唐代陆羽编写_______一书，系统

地总结了种茶、饮茶的经验，叙述了

茶的历史发展，被后人尊为“茶圣”。  
A. 《茶道》        B. 《茶经》 
C. 《茶艺学》      D. 《茶语者》 
答案：B 
 
18. 截至 2015 年，“汉语桥”世界大学

生中文比赛自 2002 年以来已连续成功

举办    届。来自世界 100 多个国家

的 1500 多名大学生先后来华参加了复

赛、决赛；目前，比赛已成为各国大

学生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重要平台，

在中国与世界各国青年中间架起了一

座沟通心灵的桥梁。 
A. 11             B. 13 
C. 14             D. 9 
答案：C 
19. 位于河南洛阳的______是中国石

刻艺术的巅峰，也是多元文化融合的

见证。不仅希腊文化、印度文化、南

亚文化、中亚文化在这里交汇，甚至

鲜卑气韵与汉文化都在这里融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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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A. 云冈石窟        B. 莫高窟 
C. 龙门石窟        D. 麦积山石窟  

 
答案：C   
 
20. 藏族同胞在婚丧节庆、迎来送往、

拜会尊长等重要时刻都有_________
的习惯，它是藏族人民最普遍的一种

礼节。  
A. 磕长头         B. 献哈达   
C. 拥抱           D. 握手  
答案：B 
 
21. 北京的传统民居叫_______，它是

中国古老传统的文化象征。 
A. 大杂院         B. 四合院 
C. 别墅           D. 围屋  

 
答案：B  
 
22. 唐朝著名僧人玄奘从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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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           B. 扬州     
C. 长安            D. 成都  
答案：C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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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_______是当今世界上现存最

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敞肩石拱桥。 

A. 卢沟桥          B. 宝带桥   
C. 洛阳桥          D. 赵州桥   

 
答案： D 
 
24. “轻似蝉翼白如雪，抖似细绸不闻

声”是人们对_______的赞誉。明清以

来，许多书画大家都用它来书写作画，

它也是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   
A. 棉           B. 宣纸 
C. 麻           D. 丝绸  
答案：B  
 
25*. 中国人常将女中豪杰称为“巾帼

英雄”，“巾帼”具体指古代妇女身上

的_______ 。 
A. 上衣             B. 裙子 
C. 头饰             D. 罩袍  
答案：C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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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名

园”。 
A. 怡园           B. 留园  
C. 网师园         D. 环秀山庄 

 
答案：B  
 
27. 刺绣，是中国著名的传统手工艺

品。中国刺绣的品种很多，江苏的苏

绣、湖南的        、广东的粤绣和

四川的蜀绣，被称为中国“四大名绣”。 
A. 杭绣          B. 湘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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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鲁绣          D. 京绣 
答案：B  
 
28. _____    是运用在川剧艺术中塑

造人物的一种特技，通过瞬间多次变

换脸部妆容来揭示剧中人物内心的思

想感情。  
A. 滑步           B. 水袖   
C. 变脸           D. 踩跷  

             
答案：C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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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甘英          B. 张骞    
C. 班超          D. 晏子 
答案：B  
 
30. 中国人结婚的时候喜欢在门上、窗

户上贴一个大红色的字，这个字是 
_______字。 
A. 春          B. 喜 
C. 庆          D. 福  
答案：B  
 
 
二、填空题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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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赵氏孤儿》  
 
32*. 2015 年是中国农历羊年，这种纪

年方法叫十二______  纪年法，也称

干支纪年法，是中国自上古以来一直

使用的一种纪年方法。   

 
答案：生肖   
 
33*. 汉代司马迁著述的 《_    _  》
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答案：史记   
 
34. 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各地自

然和人文环境不尽相同，形成了丰富

多彩、各具特色的民居建筑。 _______
依势而建，高悬地面，既通风干燥，

又能防毒蛇、野兽，具有很强的实用

性和观赏性。  

 
答案： 吊脚楼 
 
35. 青松、翠竹和______这三种植物历

来被中国人所喜爱，原因就在于它们

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显示出生机勃勃

的活力，象征着中国人所敬慕和追求

的高尚情操。  
答案：冬梅（或梅花）  
 
36. 2012 年 10 月 11 日，瑞典文学院宣

布将 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

家        。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

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答案：莫言 
 
37. 重视教育，尊敬师长，在中国有悠

久的传统。人们称老师为“恩师”、“先

生”。现在，中国还把每年的 9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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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定为_______，以表达对教师的尊

重。 
答案：“教师节” 
 
38. 《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

和_______合称中国古代四大文学名

著。 
答案：《红楼梦》 
 
39. “火把节”是______族、白族等民

族的传统节日。节日之夜，人们在村

寨田间举着火把游行，欢快地唱歌跳

舞，以期消灾降福。 

 
答案：彝  
 
40*. 目前,世界上唯一存活的象形文

字是        , 被誉为文字的“活化

石”。 
答案：东巴文 
 
41*. 从创作题材来看，中国画出现最

早的是人物画，山川风光只是作为人

物画的背景出现的，后来发展成为独

立的画种______，这是中国绘画的一

大特色。  

 
答案：山水画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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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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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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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那达慕大会”是_______历史悠久

的传统节日, 每年七、八月举行。那达

慕大会的内容主要有摔跤、赛马、射

箭、套马等民族传统项目。 
答案：蒙古族 
 
46. “文房四宝”是中国独具特色的文

书工具，包括笔、墨、纸、_______。 
答案：砚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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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身健体又可预防疾病，深受人们喜

爱。   

 
答案：太极拳   
 
48. 中国历史上，______曾是 13 个王

朝的首都。在 1000 多年前就已成为人

口超过百万的国际城市，与意大利的

罗马、希腊的雅典和埃及的开罗并称

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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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西安 
 
49*.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集大

成者_______的著作，他辩证地综合了

前人的学说，建立了一套“法”、“术”、

“势”相结合、以法治为主的政治思

想体系。     
答案：韩非 
 
50. _______是世界最古老的弹拨乐器

之一，主要由弦与木质共鸣器发音，

至今已有 3000 多年历史，是中国古代

精神文化在音乐方面的主要代表之

一。  

 
答案:中国古琴 
 
51. 中国       位于北京市天安门广

场西侧，是国家表演艺术中心，推出

歌剧、音乐会、舞蹈、戏剧、戏曲等

高雅艺术。 

 
答案：国家大剧院 
 
52*. 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

________体现了中华人民的伟大创造

力和聪明才智，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答案：长城 
 
53. 从 1405 年起，明代航海家_______
曾率领船队先后七次下西洋，最远到

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 
答案：郑和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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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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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马超龙雀”）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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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_______起源于中国，是中国最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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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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    
 
58*. 司母戊方鼎是中国商代晚期的文

物 ， 是 世 界 上 已 发 现 的 最 大 的

_______。 
答案：青铜器  
 
59*. 中国园林艺术是以山、水、花木、 
_______这四种基本要素组合而成的

综合艺术。 

 
答案：建筑 
 
 
三、判断题  
60．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编写的

《本草纲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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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正确。 
 
61. 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老文字叫

甲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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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 
 
62. 俗话说：“种田看节气”，几千年来，

中国农民都是按照二十四节气来安排

农活的。 
答案：正确。  
 
63.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一座系统展示

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综合性博物馆。

它记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足迹，

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 

 
答案：正确。 
 
64*. 脸谱是戏曲中某些角色脸上画的

各种图案，用来表现人物性格和特征。

其中，表示“忠勇”的象征颜色是白

色。 

 
答案：错误。在京剧脸谱中，红色象

征忠勇，白色象征奸诈。 
65. 古代民间传说，农历七月初七晚上

喜鹊在银河上搭桥，让牛郎与织女 在
桥上相会。所以农历七月初七被很多

当代中国人视为中国的“情人节”。 
答案：正确。 
 
66. 为促进“汉语桥”选手的相互交流，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于 2011 年 10
月成立了“汉语桥”俱乐部，让更多

的朋友在这里分享学习汉语的快乐，

收获友谊，实现梦想。 

http://baike.baidu.com/view/94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4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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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正确。 
 
67*. 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
罗游记》中第一次较全面地报道了当

时中国的城市、风俗、宗教、交通、

物产和商业活动，激起了欧洲人对东

方文明的向往。  
答案：正确   
 
68．富有浓郁民族风情的女装——旗

袍，是由满族妇女的长袍演变而来

的。 

 
答案：正确。 
 
69*. 四书又称四子书，是《论语》、《大

学》、《中庸》、《孟子》的合称。 
答案：正确 
  
70. 汉字的形态与图画有着天然的联

系，这就使得汉字的书写不仅有表达

意义的作用，更有对审美的追求，所

以人们说，中国书法是“纸上的舞蹈”。 
答案：正确。 
  
71. 木偶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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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错误。应为“手影戏”。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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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目前，中国已发现的数量较多、阵

容最大的雕塑，是陕西省的秦始皇陵

兵马俑。 
答案：正确 
 
74. 泼水节是苗族的传统节日。 

 
答案：错误。是傣族的传统节日。  
  
四、连线题 
75*. 中国饮食文化丰富多彩，有各种

各样的风味小吃，特色鲜明，风味独

特。请将下列内容正确连线。 
过桥米线            陕西 
羊肉泡馍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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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不理包子          湖北 
三鲜豆皮            天津 
夫妻肺片            太原 
 刀削面            四川  
 
答案：  
过桥米线            陕西 
羊肉泡馍            云南 
狗不理包子          湖北 
三鲜豆皮            天津 
夫妻肺片            太原 
刀 削 面            四川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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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请确认下列京剧行当，并将正确

内容连线。 
会武艺的女子         武生            
会武艺的男子         武旦               
幽默滑稽的人         净 
豪放粗犷的男子       丑 
 
答案： 
会武艺的女子         武生            
会武艺的男子         武旦               
幽默滑稽的人         净 
豪放粗犷的男子       丑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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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列举题 
79. 中国古诗文中常提到的“花中四君

子”指的是哪四种植物？  

 
答案：梅、兰、竹、菊 
 
80. 中国人的姓氏有单姓，也有复姓，

你知道中国人的复姓有哪些？请列举

几个。（至少两个） 
答案（供参考）：司马、欧阳、诸葛、

端木、西门、东郭、公孙等。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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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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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涌现出了许多不朽的文学作品。

请列举你熟悉的中国文学作品。（至

少三项） 
答案（供参考）：《西游记》、《三

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

等。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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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列举几种。（至少

三种） 
答案（供参考）：古琴、箫、笛子、古

筝、琵琶、二胡等。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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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答案：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

书院、应天书院（也有一说：石鼓书

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

院） 
 
84. 茶是中国的传统饮品，你知道中国

茶有哪些品种？（至少两种） 
答案（供参考）：红茶、绿茶、青茶（乌

龙茶）、黑茶、黄茶、白茶；再加工茶

如花茶、砖茶、沱茶等。 
 
85*. 请例举你最喜欢的三位中国古代

诗人。 
答案：（如李白、杜甫、苏东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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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