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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 “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

比赛试题： 

第一部分   汉语知识（68 道题） 

 

 

一、填空题 

1.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以      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

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全民通

用语。  

答案：北方话 

 

2. 久、修、秋”这一组字的读音韵母

相同，都是“____”。  

答案:iou/iu  

 

3. “吹、成、齿、处”这一组字的读

音声母相同，都是“____”。 

答案：ch 

 

4. “文、如、其、人”这一组字的声

调相同，都是         。 

答案：第二声 

 

5. “ü”在“_____、_____、_____”

三个声母后，书写时应该去掉“ü”上

的两点。        

答案：j、q、x 

 

6. “长”在汉语中是个多音字，在

“头发越长越长了”中分别读作____ 

和____。  

答案:zhǎng、cháng  

7. 在“一心一意”中，第一个“一” 

念第____声，第二个“一”念第____ 

声。 

答案:四、二  

8. “不”在“不见不散”中念第____

声，在“不知不觉”中念第____声。 

答案：二、四 

 

9. 形声字“潮”和“湘”的形旁都是

“    ”，声旁分别是“    ”和“____”。 

答案：氵、胡、相  

 

10. “口”和“十”，可以组成两个不

同的汉字，它们是“    ”和“     ”。 

答案：叶、古 

 

11. 在汉语口语中，说一个人“听他聊

天儿就知道他满肚子墨水”，意思是

这个人“      很多”。 

答案：文化/知识/学问 

 

12. “大家都说你做菜有两下子！今天

的饭你来做吧！”这里“有两下子”

的意思是           。 

答案：展示在某些方面的技术或才能 

 

13. 请填写下面 3 个歇后语的后半部

分： 

（1）理发师教徒弟，_____________。 

答案：从头学起 

 

（2）骑驴看唱本_______________。 

答案：走着瞧 

 

（3）竹篮打水，              。 

答案：一场空 

 

14. 从“十、百、千、万”中选词填空，

分别组成成语。 

      花齐放 

      万火急 

      里迢迢           

      家灯火 

答案: 百、十、千、万 

 

15. 在空格中填上一个合适的汉字，从

四个方向组成四个成语。 

知  

行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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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终  如      诺  千  金  

         马  

         当  

         先  

答案：一 

 

16. 选择合适的数字填空，完成成语。 

（  ）  到  （  ）  功 

不          人 

（  ）      （  ） 

蹄          美 

答案：（马）到（成）功 

       不       人 

      （停）  （之） 

       蹄       美 

 

17. 汉语成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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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事情的成功有十

分的把握，又比喻遇事不慌，十分沉

着。  

答案:胸有成竹  

 

18. 看图完成汉语的一个成语。 

 

答案：画蛇添足 

 

19. “上”“中”“下”是汉语常用

的 3 个方位词，请填写恰当的方位

词 :“ 在 大 家 达 成 了 共 识 的 前

提      ，才能启动下一个程

序。” 

答案：下 

 

20. 谚语是在民间流传的固定语句，用

简单通俗的话反映出深刻的道理。如：

人不可貌相，      不可斗量。 

答案：海水   

 

21. 填写一个介词，完成句子，

“     目前的条件来看，我们还必须

做更多的准备工作，不能马上开工。” 

答案：从/就/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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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_________     

漂亮：_________ 

研究：_________    

踏实：_________ 

答案：考虑考虑、漂漂亮亮、研究研

究、踏踏实实 

 

23. 填写关联词语，根据句意完成句子。 

“ ____我们早一点出门，____不会赶

上这堵车的早高峰了!唉!”  

答案:如果/假如/要是；就  

 

 

二、判断题 

24. “寺前树上结了四十四个涩柿子”

这句话中声母是“s”的汉字有 5 个。 

答案：错误。3个（寺、四、涩）。 

 

25. “翁”、“朋”、“工”三个字音

的韵母是一样的，都是“onɡ”。 

答案：错误。翁：uenɡ；朋：enɡ；工：

onɡ 。 

 

26. 现代汉语中，“水手”、“歌手”、

“球手”、“鼓手”、“辩手”、“枪

手”等词语中的“手”，实际上都是

表示“从事/做/掌握/用„„的人”。 

答案：正确。 

27. “佳、掐、虾”拼作 jā、qā、xā。 

答案:错误。应是 jiā、qiā、xi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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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问、间、闭、闩、闱、闸”等汉

字中的偏旁都有“门”，表示这些词

都和“门”的意思有关系。 

答案：错误，“问”中的“门”与读

音有关系。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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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盖儿”、 “雨

点儿”、“针眼儿”等。  

答案:正确。  

 

30. “早点儿睡吧，于是明天早上第一

节课就会迟到。”这句话用词完全正

确。 

答案：错误。“于是”应为“否则”。 

 

31. “月”在“朝”、“阴”、“胖”

中都是表示“月亮”的意思。 

答案：错误。“月”在“胖”中不是。 

 

32. 汉语口语中有这样的句子：“跑步

是对身体健康有利的锻炼方式，但也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跑步，应当因人而

异，千万不能一刀切。”其中“一刀

切”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通过比

喻的方式表示“按统一的标准处理、

办理事情”。 

答案：正确 

 

33.“想头、听头、看头、山头、吃头”

都读轻声。 

答案：错误。“山头”的“头”不读

轻声。  

 

34. 成语“狐假虎威”是说“狐狸借老

虎之威吓退百兽。”用来比喻仰仗别

人的威势来欺压人。 

答案：正确。  

 

35. “周末的步行街，人山人海，好不

热闹”和“周末的步行街，人山人海，

好热闹”两句话的意思基本是一样的。 

答案：正确。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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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这么多年没联系，她的模样我真

的不记起来了。”这句话没有语法错

误。 

答案：错误。应为“记不起来了”。 

 

38. “就算你把你的理由说上三天三 

夜，我也不会相信你!”这句话的用 

词都很恰当。 

答案:正确  

 

39. “虽然你没参加老同学的聚会，可

却大家都记得你，聚会时很多人谈到

了你。”这句话的语序是对的。 

答案：错误。“却”应该放在“大家”

的后面。 

 

40. “同学们都去看电影了，你为什么 

不去吗?” 的说法不对，应该说成

“同 学们都去看电影了，你为什么不

去呢?”  

答案:正确。  

 

41. “大卫明天不来上课。”和“大卫

明天没来上课。”都是正确的句子。 

答案：错误。第二句错误。 

 

42. A:你的汉语说得真棒！ 

B:哪里哪里！ 

上面的对话中，B 想问 A 自己汉语好

在哪里。 

答案：错误。“哪里哪里”是一种谦

虚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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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我比我哥哥不高”这句话是正

确的。 

答案：错误。应该说“我没有我哥哥

高”。 

 

三、选择题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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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下列汉字中，字义表示“水很大

的样子”的是： 

A. 淼          B. 森    

C. 焱          D. 垚 

答案：A 

 

46. “跑了七八里路，都跑出一____汗

了!” 

A. 次 B. 个 

C. 人 D. 身  

答案:D 

 

47. 下列四组词语中，加点汉字读音相

同的一组是： 

A. 为难． 难．得     B. 校长． 长．沙 

C. 快乐． 乐．器     D. 出行． 行．业 

答案：A                              

 

48. 下列汉字中，不是形声字的是： 

A. 枝       B. 期      

C. 休       D. 房 

答案：C 

 

49. 他来中国留学，带来上百斤行李。 

“上百斤”的意思是:  

A.一百斤以上 B.接近一百斤  

C.上面的一百斤 D. 超过一百斤  

答案:B  

 

50. 这首歌真好听，我还想听，你再唱

一      吧。  

A. 个        B. 趟 

C. 首        D. 遍 

答案：D 

 

51.  汉字“廿”表示     。 

A. 十            B. 二十 

C. 三十          D. 四十 

答案： B 

 

52.     身体健康，我们应该保证

按时作息。    

A. 把   B. 给   C. 对   D. 为了 

答案：D 

 

53. 这本书对音乐专业的学生来说太

重要了，我今天    买    可！ 

A. 没  不    B. 不  没     

C. 非  不    D. 不  不 

答案：C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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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____八点了，他____没起床。 

A. 都  就         B. 刚  才 

C. 快  还         D. 一  就 

答案：C 

 

56. 快到年末了，工作的确比平

常      。” 

A. 有点儿忙  

B. 一点儿忙 

C. 忙一点儿     

D. 忙有点儿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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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听你介绍了这么多美味的中国 

菜，我 _______马上就找一家中餐

厅!” 

A. 想不得 B. 了不得 

C. 恨不得 D. 认不得  

答案:C  

 

58. 早饭吃三个馒头不算多，对我来说

真是      一碟！ 

A. 小问题     B. 小麻烦 

C. 小菜        D. 凉菜 

答案：C 

 

59. “疆域辽阔的中国位____太平洋 

西岸，亚欧大陆的东部。” 

A. 为 B. 于 

C. 在 D. 有  

答案:B  

 

60. 你究竟知不知道这个题的答案啊？ 

这句话中，“究竟”可以被下面哪个

词替换？ 

A. 怎么      B. 终于 

C. 竟然      D. 到底 

答案：D 

 

61. “您千万____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啊!”  

A. 要 B. 没 

C. 不 D. 别  

答案:D  

  

62. “高速列车     每小时 300 公里

的速度从长沙驶向广州。” 

A. 为         B. 以 

C. 在         D. 有 

答案：B 

 

63. “夜空中的星星眨着眼睛。”这句

话使用的修辞手法是 

         。 

A. 夸张        B. 比喻 

C. 对比        D. 拟人 

答案：D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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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中，它是： 

A. 忽然       B. 骤然 

C. 猛然       D. 突然 

答案：D 

 

65. 天气实在太热了，冰箱里的饮料都

____喝光了。 

A. 从          B. 由 

C. 被          D. 而 

答案：C 

 

66. 我读不     了，这故事太长了!我

要歇一会。 

A. 进去         B. 出去 

C. 过去         D. 下去 

答案：D 

 

四、连线题 

67. 请用线条将左右两边意义相同或

相近的词语连接起来。 

饱学              操纵 

承担              装饰 

肮脏              博识 

把持              担负 

点缀              龌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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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饱学              操纵 

承担              装饰 

肮脏              博识 

把持              担负 

点缀              龌龊 

 

68. 请为下面的名词选择合适的量词，

并用线条连接起来。 

一列                电脑 

一扇                彩虹 

一台                火车 

一场                木门 

一道                大雨 

 

答案： 

一列                电脑 

一扇                彩虹 

一台                火车 

一场                木门 

一道                大雨  

 

第十六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

比赛试题： 

 

第二部分  国情知识（共 52 题） 

 

一、填空题 

1. 中国陆地面积约        平方公

里。 

答案：960 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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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是中国第一本按汉语

拼音音序排列的小型字典。它是迄今

最有影响、最权威的一部小型汉语字

典，堪称小型汉语语文辞书的典范。 

答案：新华字典 

 

 

4. 2022 年，第 24 届冬奥会将在中国的        

市和        市举行，这是中国首次举

办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答案：北京、张家口 

 

5. _______是由中国研制,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标准动车组。该列车在

京沪高铁率先实现 350 公里时速运营。 

A. 复兴号      B. 和谐号 

C. 东方红号    D. 神州号 

答案：A 

 
 

6. “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 世纪            ”的简

称。 

答案：海上丝绸之路 

 

7. 中国现任国家主席是        。 

 

 

 

 

 

 

答案：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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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中国        和        各有一

个迪士尼乐园 

答案： 香港、上海 

 

9. “短斤少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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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克。 

答案：500 

 

10.         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动物

之一，数量十分稀少，属于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体色为黑白相间，被誉为

“中国国宝”。 

 

答案：熊猫 

 

11. 中国气候的地域特点是南        

北       ，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 

答案：暖、寒 

 

12. 2018 年 11 月 11 日，双十一购物

狂欢节总成交额为 2135 亿人民币，再

创历史新高。中国人最常用的两个移

动支付软件是______和_____。 

 

答案：支付宝、微信 

 

13. 按照中国婚姻法的规定，中国公民

的结婚年龄，男性不得早于       周

岁，女性不得早于        周岁。 

答案：22 ; 20 

 

1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已于         年 1 月 1 日施行。 

答案：2018 

 

15. 下图是哪个银行的标志? 

       
答案：中国银行 

 

 

二、选择题   

16.       是中国大陆的火警电话号

码。 

A. 120         B. 119 

C. 114         D. 110 

答案：B 

 

17. 中国最大的港口是        ，其吞

吐量位居世界第一位。 

A. 连云港    B. 深圳港 

C. 青岛港    D. 上海港 

答案：D 

 

18. 中国地域辽阔，有四大高原，其中

有“世界屋脊”之称的是      。 

A. 青藏高原     B. 黄土高原 

C. 云贵高原     D. 内蒙古高原 

答案：A 

 

19. 中国功夫巨星______于 2017年荣

获第 89届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他是首

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A. 成龙         B. 李连杰 

C. 甄子丹       D. 吴京 

答案：A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

《________________》。 

A.东方红          B. 黄河颂 

C.义勇军进行曲    D. 浏阳河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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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中国人口在地域上的分布特点

是                。 

A. 东多西少        B. 西多东少 

C. 南多北少        D. 南少北多 

答案：A 

 

22. 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上，中国女排

在教练 ______的带领下，时隔 12年，

再次获得奥运冠军。 

A. 姚明          B. 郎平 

C. 林丹          D. 刘翔 

 

 

 

 

 

 

 

 

答案：B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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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2019 年是香港回归中国    周年，

香港新当选的第五任行政长官林郑月

娥表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

巨大成功。 

A. 10      B. 15 

C. 22      D. 30 

答案：C 

 

 

25.       是中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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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是    。 

A. 云南      B. 贵州 

C. 台湾      D. 广西 

答案：A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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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人民币是中国的法定货币，其货币

符号是      。2015 年 11 月，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宣布正式将人民币纳入

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A. ¥        B. ＄  

C. €        D.  ₽  

答案：A 

 

29.       诞生于 1898 年，初名京师

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

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

端。 

A. 清华大学      B. 北京师范大学 

C. 北京大学      D. 复旦大学 

答案：C  

 

30. 2016 年 11月 18日，_______飞船

装载航天员顺利返回地球。此次航行

历时 33天，创造了中国航天员驻留太

空的新纪录。 

A. 天宫二号      B. 神州十一号 

C. 长征五号      D. 天河六号 

答案： B 

 

31. _______是中国的第一个特别行政

区，是自由港，也是著名旅游胜地。 

A. 珠海     B. 澳门 

C. 厦门     D. 香港 

答案：B 

 

32. 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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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珠海     B. 厦门 

C. 深圳     D. 汕头 

答案：C 

 

33. 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______。 

A.搜狐         B.百度                

C.新浪         D.雅虎 

答案：B    

 

 

 

 

三、判断题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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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可可西里国家自然保护区位于西

藏自治区，是中国面积最大、海拔最

高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也是中国第 51

项世界遗产。 

答案：错误，可可西里国家自然保护

区位于青海省。 

 

36. 1997 年 7 月 1 日，中国政府恢

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成立香港特别

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 

答案：正确。 

 

37. 珠穆朗玛峰海拔 8844.43 米，是

中国，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它位

于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国境线上。  

 
答案：正确。 

 

38. 孔子学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孔子学院坚持共建共享，为增进中国

与各国人民友谊，促进中外文明交流

互鉴作出了积极贡献。截至 2018 年 12

月，中国已在 154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548 所孔子学院和 1193 个中小学孔子

课堂，注册学员达 210 万人。 

答案：正确。 
 

 

39. 2016 年 11 月 17 日，中国首次获

得国际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最高奖—

—戈登贝尔奖。由中国自主研制的“神

威 . 太湖之光”成为全球运行速度最

快的超级计算机。 

答案:正确。 

 

40. 中国是最早参与帮助非洲抗击埃

博拉（Ebola Virus）疫情的国家，援建

的利比里亚治疗中心是疫区唯一一个

由单一国家独立建设和运行的埃博拉

治疗中心。 

答案：正确。 

 

 

四、连线题   

41. 请将下列省会与其所在省份连接

起来。 

南京                山西 

杭州                四川 

成都                江苏 

西安                浙江 

太原                陕西 

 

答案： 

南京                山西 

杭州                四川 

成都                江苏 

西安                浙江 

太原                陕西 

 

42. 中国古代将五大名山称为五岳，

请将下列名山和它所在的省份连接起

来。 

东岳泰山            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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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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将下列历史名人与所在朝代连接

起来。 

曹操                明朝 

孔子                三国时期 

李白                春秋时期 

李时珍              唐朝 

 

答案： 

曹操                明朝 

孔子                三国时期 

李白                春秋时期 

李时珍              唐朝 

 

44. 将下面的“中国之最”与相应的

城市连接起来。 

中国最大的城市          吐鲁番 

雾最多的城市           乌鲁木齐 

海拔最高的城市          重庆  

温度最高的城市          拉萨 

距海洋最远的城市        上海 

 

答案： 

中国最大的城市          吐鲁番 

雾最多的城市           乌鲁木齐 

海拔最高的城市          重庆  

温度最高的城市          拉萨 

距海洋最远的城市        上海 

 

五、列举题    

45. 随着中国电商产业的发展，物流

快递行业也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请列举出至少三个

中国知名快递公司的名字。 

答案（供参考）： 

中国邮政（EMS）、顺丰、韵达、申通、

圆通、中通、汇通等。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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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请列举出中国四大高原的名称。 

答案：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 

高原和云贵高原。 

48. 中国现在有 8 个国家中心城市，请

你列举出其中至少 5 个城市的名称。 

答案：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

州、成都、武汉、郑州。 

 

 

49. 请列举出至少五个中国省、直辖

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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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供参考）：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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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青）   台湾省（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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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辖市：  

北京（京） 上海（沪）  

天津（津） 重庆（渝） 

 

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        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疆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  

内蒙古自治区      蒙  

 

特别行政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    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    澳  

50. 请列举中国通讯行业三大运营商。

答案：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

信。 

 

51. 网络购物现在在中国很受欢迎，请 

列举出三个你所知道的中国购物网站

的名称。 

答案（供参考）：淘宝网、当当网、 

京东商城、聚美优品、网易考拉、唯

品会、大众点评、美团等。 

 

52. 请列举出中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

区的名称。 

答案：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

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广西壮族

自治区、西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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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

比赛试题： 

第三部分   文化常识 （共 71 题） 

 

一、选择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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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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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其中唐朝烧制

出的一种陶瓷叫_______ ，它以黄、

褐、绿等色彩为主，釉色艳丽自然，

深受人们喜爱。 

A．唐三彩    B．珐琅彩  

C．粉彩    D. 斗彩 

 
答案：A  

 

4. 明朝科学家_________编写的《天工

开物》总结了明朝农业和手工业生产

技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

被誉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

书”。 

A.徐光启          B. 宋应星  

C.李时珍            D. 徐霞客 

答案：B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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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剧         B. 昆曲     

C. 豫剧       D. 粤剧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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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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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安徽九华山、山西五台山、_______ 

和四川峨眉山被称为中国四大佛教名

山。 

A. 山东泰山      B. 浙江普陀山    

C. 河南嵩山    D. 福建武夷山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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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拙政园、狮子林、沧浪亭和_______ 

被称为苏州 “四大名园”，它们吸收

了中国江南园林艺术的精华，是中国

优秀的文化遗产。 

A. 蠹园           B. 梅园  

C. 留园         D. 网师园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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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昆曲 D. 潮剧  

 
答案：C  

  

11. 苏轼的词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

婵娟” 表达了对亲人朋友的思念之情

和美好祝愿。这里的“婵娟”指的是

_______ 

A.高山          B.月亮         

C.流水          D.太阳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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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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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轻似蝉翼白如雪，抖似细绸不闻

声。”是人们对_______的赞誉，它易

于保存。最大特点是脆，不会褪色，

2009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A. 麻纸            B. 宣纸 

C. 皮纸           D. 竹纸    

 
答案：B  

 

15. 中国著名神话故事“       ”讲

述了世界的起源，充满着原始浪漫主

义色彩。 

 

A．女娲补天     B．盘古开天 

C．精卫填海   D．夸父逐日 

答案：B  

 

16. 中国历史上，________曾是 13 个

王朝的首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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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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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  

 

A. 北京           B. 西安   

C. 开封           D. 南京  

答案：B   

 

17. 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的第一次大

规模的交流与融合发生在      时期。  

A．秦汉         B．汉唐 

C．宋明            D．明清 

答案：B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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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首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

赛于______年开始举办。 

A. 2001        B. 2002 

C. 2003        D. 2004 

答案：B 

 

20. 中国广东、福建等地的客家人的住

宅叫_______，它高大奇特，设计与建

造融科学性、实用性、观赏性于一体，

受到了国内外许多建筑大师的称赞。

A. 大杂院        B. 四合院 

C. 土楼          D. 窑洞  

 

答案：C   

 

21. “那达慕大会”是_______族人民一

年一度的传统体育竞技活动，多在草

绿花红、马壮羊肥七、八月举行。 

A. 维吾尔         B. 藏   

C. 苗             D. 蒙古  

 

答案：D 

 

22. 王安石的诗句“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中的“屠苏”指的

是_______。  

A. 柴       B. 酒 

C. 醋          D. 茶 

答案：B 

 

23. 唢呐是一种民间吹管乐器，公元 3

世纪由_______传入中国。 

A. 朝鲜          B. 印度   

C. 波斯          D. 日本   

 

答案： C 

 

24. _______ 是藏族人常用的饮料，逢

年过节、结婚、生孩子、迎送亲友，

必不可少。 

A. 青稞酒             B. 马奶子酒 

C. 红薯酒             D. 杨梅酒  

答案：A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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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活动的繁荣景象，是中国古代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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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的杰作。 

A. 张择端        B. 顾恺之      

C. 曹仲达        D. 张僧繇 

 

答案：A  

 

26.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

家 。 北 宋 末 期 发 行 了 一 种 纸

币          ，上面印有房屋、树木、

人物等，这是中国最早的纸币。 

A．贝币       B．交子 

C．布币          D．刀币  

 

答案：B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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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孤儿》  B．《窦娥冤》  

C．《汉宫秋》      D．《梧桐雨》 

答案：A 

 

28. _____    是当今世界上现存最早、

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敞肩石拱桥，位于

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 

A. 卢沟桥           B. 宝带桥   

C. 洛阳桥           D. 赵州桥   

           

答案：A 

 

二、填空题 

 

29. 2019 年是农历己亥年，是十二生肖

年中的______ 年。 

答案：猪。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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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仙配》是______ 的代表剧

目。 

答案：黄梅戏 

 

31. “先秦” 指的是中国历史上___                                             

统一中国以前的漫长的历史时期。 

答案：秦始皇  

  

32. 汉代司马迁著述的 《_    _  》

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答案：史记   

 

33. 中国画按内容分，主要有人物画、

山水画和______ 三大类。 

 

答案：花鸟画 

 

34. 《三国演义》、《红楼梦》、《水

浒传》和_______合称中国古代四大文

学名著。 

答案：《西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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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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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尚情操。  

答案:冬梅(或梅花)  

 

36. 中国苗、瑶、侗等民族特别喜爱的

一种古老吹奏乐器叫        ，是苗

族等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  

 
答案：芦笙 

 

37. 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国民间传统节

日______ 。这一天中国人有赏灯和吃

元宵的习俗。  

答案： 元宵节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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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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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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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______，它

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

500 年间的诗歌作品，共计 305 首。 

答案：《诗经》 

 

42.“文房四宝”是中国独具特色的文

书工具，包括笔、墨、纸、____。 

答案：砚 

 

43. 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是

_______。 

答案：《永乐大典》 

 

44. 图片所展示的是中国一种传统拳

术_______ 。它的动作刚柔相济，既

可技击防身，又可强身健体。   

 

答案：太极拳   

 

45. 中国近几年流行起来的、参与者多

为中老年女性的舞蹈叫_______，是现

代都市人们健身、娱乐的一种新方式。 

 
答案：广场舞 

 

46. 中国       位于北京市天安门广

场西侧，是国家表演艺术中心。 

 

答案：国家大剧院 

 

47. 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

________体现了中华人民的伟大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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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聪明才智，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答案：长城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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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_______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一，主要通过经络、穴位的作用，

运用“针法”和“灸法”来治疗疾病，深受

百姓欢迎。   

答案：针灸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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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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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四川峨眉山 

 

52. 中国人逢有新婚吉庆时，都爱在门

窗上贴大红的_________字，寓意好事

成双、大吉大利。 

 

答案：囍 

 

53. 古诗“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中的“元

夜”指的是农历________的夜晚。 

答案：正月十五/元宵节 

  

54. 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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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    

 

三、判断题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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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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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物学巨著。  

答案:正确。  

 

56.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

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

双多边机制，主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

经济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

经济联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答案：正确。  

 

57. 黄山雄踞风景秀丽的安徽南部，是

中国最著名的风景区之一。黄山美在

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 

 

答案：正确。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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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天干地支纪年开始于汉代，这种纪

年方式是以正月初一为起点的。 

答案：错误。天干地支纪年是以立春

为起点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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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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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圩镇，所以又叫做“江永女书”。 

答案：正确。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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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连线题 

 

63. 楼阁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佼佼者，

坐落在奇山秀水间，点缀出一幅幅极

具诗情画意的美景。请用线段将下列

楼阁与其所在地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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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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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楼         烟台 

大观楼         贵阳 

甲秀楼         昆明 

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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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爱。下面几首著名的民歌各属于哪个

地方的民歌，请连线。 

 

小河淌水           山西民歌 

走西口             西南民歌 

凤阳花鼓           江淮民歌 

紫竹调             河北民歌 

小白菜             江浙民歌 

 

答案： 

小河淌水           山西民歌 

走西口             西南民歌 

凤阳花鼓           江淮民歌 

紫竹调             河北民歌 

小白菜             江浙民歌 

 

65. 隋唐时期，中国石窟艺术有了很大

发展，几大著名石窟中最大的洞窟都

是在此时开凿的。它们以藏有大量丰

富多彩、千姿百态的佛教壁画与塑像

闻名于世，被誉为“艺术的宝库”。请用

线段将下列石窟与其所在地连接起来： 

云冈石窟       河南洛阳 

龙门石窟       山西大同 

莫高窟         甘肃天水 

麦积石窟       甘肃敦煌      

 

答案： 

云冈石窟       河南洛阳 

龙门石窟       山西大同 

莫高窟         甘肃天水 

麦积石窟       甘肃敦煌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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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列举题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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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文房四宝”是中国独具特色的文

书工具。请一一列举。 

答案：笔、墨、纸、砚。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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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四大

发明”展现了中国古代灿烂的科技文

化、请说说是哪四大发明？ 

答案：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

术。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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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列举 3 种。 

参考答案：过桥米线、羊肉泡馍、狗

不理包子、三鲜豆皮、夫妻肺片、臭

豆腐、刀削面等。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