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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汉语知识（69 道题） 

 
一、填空题 
1. 普通话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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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通用

语。  
答案：北京语音 
 
2. “队、退、会”这一组字的韵母相

同，都拼写为“        ”。 
答案：uei/ui 
 
3. “思、斯、四”这一组字的声母相

同，都是“_______”。 
答案：s 
 
4. “纸、笔、写”这一组字的声调相

同，都是         。 
答案：第三声（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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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在汉语中是个多音字，在“灾

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临危不惧，

千万不要被难．倒！”这句话中分别读

作      和       。 
答案：nàn、nán 
 
7. 在“一年一度”中，第一个“一”

读第____声，第二个“一”读第____
声。 
答案：四、二 
 
8. “不”在“不上不下”中读第______
声，在“不慌不忙”中读第____声。 
答案：二、四 
 
9. 形声字“轮”和“较”的形旁都是

“     ”，声旁分别是“     ”和

“____”。 

答案：车、仑、交 
 
10. “口”和“今”可以组成两个不同

结构的汉字，分别是“     ”和

“       ”。 
答案：吟、含 
 
11. 在汉语口语中，说一个人“没喝过

什么墨水”，意思是这个人“      很
少”。 
答案：文化/知识/学问 
 
12. 汉语中有这样的句子：“听说你乒

乓球打得很不错，给我们露两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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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请填写下面 3 个歇后语的后半部

分： 
1）孔夫子搬家_____________。 
答案：尽是输（书） 
2）竹篮打水_______________。 
答案：一场空 
3）打破砂锅_______________。 
答案：问（纹）到底 
 
14. 从“十、百、千、万”中选词填空，

分别组成成语。 
     年好合 
     众一心 
     篇一律 
     万火急 
答案: 百、万、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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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  
里  
挑  

表  里  如      目  十  行  
帆  
风  
顺  

答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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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选择合适的汉字填空，完成成语。 
（  ）  落  （  ）  出 
中          破 

  捞        （  ） 
（  ）        惊 
答案：（水）落（石）出 
        中      破 
        捞    （天） 
      （月）    惊 
 
17. 汉语成语“          ”，原指“住

在井底的青蛙永远只能看到井口那么

大的一块天”。常用来比喻见识狭窄

的人。 

 
答案：井底之蛙 
 
18. 用一个成语表示下面这幅图的

意思：  

 
答案：对牛弹琴 
 
19. 填写一个方位词，完成以下句子:
“在这种条件     ，我们不可能按时

完成任务。” 
答案：下 
 

20. 汉语的谚语是民间集体创造、广为

流传、言简意赅并较为定型的艺术语

句，是民众的丰富智慧和普遍经验的

规律性总结。比如“刀不磨要生锈，

人不学要         。” 
答案：落后   
 
21. 填写一个介词，完成以下句子：

“        我们大家看来，她的学习

成绩有了很大进步！” 
答案：在 
 
22. 现代汉语形容词有一种 ABB 式的

重叠式，如：“热乎乎、干巴巴、黑

洞洞”。请写出下面形容词后面常见

的叠音形式： 
暖             乱         
胖             亮         
答案（供参考）： 
暖洋洋（暖烘烘）、 乱糟糟（乱腾腾）

胖乎乎（胖墩墩）、亮晶晶（亮闪闪） 
 
23. 根据整个句子的意思，填写关联词

语，完成句子。 
“      我们早一点儿出门，     能
避开上班堵车的早高峰。” 
答案：如果/假如/要是/只要……就 
 
 
二、判断题 
24. “山上是三十四个石狮子”，这句

话中声母是“sh”的汉字有 8 个。 
答案：错误。6 个（山、上、是、十、

石、狮）。 
 
25. “嗡”“萌”“中”三个字的韵母

是一样的，都是“ong”。 
答案：错误。嗡：ueng；萌：eng；中：

ong 。 
 
26. 现代汉语中，“水手”“歌手”“球

手”“鼓手”“辩手”“枪手”等词

语中的“手”，实际上都指“擅长某

种技能的人或做某种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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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正确。 
 
27. “加、掐、瞎”拼作 jā、qā、xā。 

答案：错误。应是 jiā、qiā、xiā 

 
28. “闻、间、闭、闩、闪、闸、闯”

等汉字中的偏旁都有“门”，表示这

些字都和“门”的意思有关系。 
答案：错误。“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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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状态或性质。如“果汁儿”“针

尖儿”“指甲刀儿”等。 
答案：正确。 
 
30. “咱们得快点儿走了，于是咱们就

不能赶上末班车了”这句话用词完全

正确。 
答案：错误。“于是”应为“否则”

或者“（要）不然（的话）”。 
 
31. “月”在“明”“期”“朋”中原

来都是表示“月亮”的意思。 
答案：错误。“月”在“朋”中不是。 
 
32. 汉语口语中有这样的句子：“我从

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不再浪费时间玩

游戏了，请你不要给我泼冷水．．．。”其

中“泼冷水”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而

是通过比喻的方式表示“用言语或行

动打击他人的热情”。 
答案：正确。  
 
33. “桌子”“椅子”“孩子”“孔子”

“面子”等词里的“子”都读轻声，

是词缀。 
答案：错误。“孔子”的“子”不读

轻声，不是词缀。  
 
34. “拔苗助长”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将

苗拔起，帮助它生长。比喻不顾事物

发展的规律，强求速成，结果反而把

事情弄糟。 
答案：正确。 
35. “我好不容易才买到回家的火车

票”和“我好容易才买到回家的火车

票”两句话的基本意思是一样的。 
答案：正确。 
 
36. “上海是中国大城市中的之一”这

句话表达正确。 
答案：错误。应该说“上海是中国的

大城市之一”或“上海是中国大城市

中的一个”。 
 
37. “上周末你去了哪些地方，真的不

想起来了吗？”这句话没有语法错误。 
答案：错误。应为“想不起来”。 
 
38. “她不但自己学习勤奋努力，所以

还抽出时间帮助同学，一起进步。”

这句话的关联词语用得准确。 
答案：错误。“所以”改成“而且”。 
 
39. “虽然你的想法没有错，可却你没

有正确地表达出来，结果同学们误解

你了。”这句话的语序是对的。 
答案：错误。“却”应放在“你”的

后面。 
 
40. “昨天大伙儿都来参加晚会了，你

为什么没来吗？”这句话说得不对，

应该说成“昨天大伙儿都来参加晚会

了，你为什么没来呢？” 
答案：正确。 
 
41. “他明天不来学书法”和“他明天

没来学书法”都是正确的句子。 
答案：错误。第二句错误。 
 
42.  A: 你真漂亮！ 

B: 哪里哪里！ 
上面的对话中，B 想问 A 自己哪里漂

亮。 
答案：错误。“哪里哪里”是一种谦

虚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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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饭吃不完”和“饭没吃完”的意

思一样。 
答案：错误。 
 
 
三、选择题 
44. 下面这些词的拼音有拼写错误

的是：  
A. 舒服   shūfu   
B. 面包   miàmbāo 
C. 优秀   yōu xiù 
D. 语言   yǔyán 
答案：B 
 
45. 下列汉字字义为“树木很多的样

子”的是：   
A. 淼            B. 森 
C. 磊            D. 众 
答案：B 
 
46. 看你，都跑出一    汗了，赶紧擦

擦吧！ 
A. 次            B. 趟 
C. 滴            D. 头 
答案：D 
 
47. 下列四组词语中，加点汉字读音相

同的一组是： 
A. 单数． 数．学     B. 家长． 长．远 
C. 声乐． 乐．观     D. 银行． 自行．车 
答案：A                              
 
48. 下列汉字中，不是形声字的是： 
A. 蜘            B. 简      
C. 林            D. 唱 
答案：C 
 
49. “今年来我们学校留学的学生，据

我所知，欧美学生有上百个．．．”其中“上

百个”的意思是: 
 A. 上学的有一百个   
 B. 接近一百个人    

 C. 上面的一百个人    
 D. 一百个上来了 
答案：B 
 
50. 我的作业做完了，不知道做得对不

对，你帮我检查一    吧。 
A. 个            B. 趟 
C. 本            D. 遍 
答案：D 
 
51. 我刚到中国的时候，汉语一点儿也

不会说，和    都没办法交流。 
A. 哪儿          B. 什么  
C. 怎么          D. 谁 
答案：D 
 
52. 有些人早上赶时间，经常来不及吃

早饭，长期这样，     身体健康很

不利。    
A. 把            B. 给 
C. 对            D. 为 
答案：C 
 
53. “张总是我们公司的一把手．．．”这句

话中的“一把手”意思是： 
A. 工作能手  
B. 清洁工人   
C. 文字秘书   
D. 最高领导 
答案：D 
 
54. 大家一致认为只有你去才能解决

那个难题，所以你    去    可！ 
A. 没、不    B. 不、没     
C. 非、不    D. 别、不 
答案：C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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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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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四点半，我们就看见他急急

忙忙    跑出办公室下班了。 
A. 就、地         B. 刚、得 
C. 才、地         D. 一、就 
答案：C 
 
57. 下了一夜的雨，我早上出门上学，

觉得       。 
A. 有点儿冷     B. 一点儿冷 
C. 冷一点儿    D. 冷有点儿 
答案：A 
 
58. 你说了这么多，可我真的一点儿都

_______！ 
A. 听没懂         B. 听懂没 
C. 没听懂        D. 不听懂 
答案：C 
 
59. 这么简单的对话，对于我这个学了

四年中文的人来说，真是      一碟！ 
A. 小意思        B. 小麻烦 
C. 小菜          D. 凉菜 
答案：C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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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她今天到底．．能不能来上课啊？” 
这句话中，“到底”可以被下列哪个

词替换？ 
A. 怎么           B. 居然 
C. 竟然           D. 究竟 
答案：D 
 
62. 您千万     客气，这都是我应该

做的。 
A. 非             B. 没 
C. 不             D. 别 
答案：D 
 
63. 高速列车以 250 多公里的时速从

广州开     长沙。 
A. 对             B. 往 
C. 在            D. 朝 
答案：B 

 
 

64. “老李师傅做的菜就是棒，十里外

就能闻到菜的香味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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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65. 下面四个词语都有“事情来得很

急，没有预料到”的意思，下列哪一

个词可以放在“这事来得太       
了！”这句话中： 
A. 忽然          B. 骤然 
C. 猛然          D. 突然 
答案：D 
 
66. 客人们远道      来，我们准备了

一些本地的特色菜招待大家。 
A. 从            B. 由 
C. 起            D. 而 
答案：D 
 
67. 我终于想     了，她是我小学同

班同学。 
A. 起来          B. 出去 
C. 过去          D. 上来 
答案：A 
 
 
四、连线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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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请用线段将左右两边意义相近或

相似的词语连接起来。 
告诫              聪颖 
确定              了解 
感动              警告 
聪明              断定 
知道              打动 
 
答案： 
告诫              聪颖 
确定              了解 
感动              警告 
聪明              断定 
知道              打动 
 
69. 请为下面的名词选择合适的量词，

并用线段连接起来。 
一辆              小说 
一口              彩虹 
一部              汽车 
一场              水井 
一道              电影 
 
答案： 
一辆              小说 
一口              彩虹 
一部              汽车 
一场              水井 
一道              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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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国情知识（共 50 题） 

 

一、填空题 

1. 中国的陆地面积约        平方

公里。 

答案：960万 

 
2. 中国首都北京所在时区（东 8时区）

的标准时为全中国统一时间，称

为           。 

答案：北京时间 

 
3. 《        》是中国第一本按汉语

拼音音序排列的小型字典，是迄今最

有影响、最权威的一部小型汉语字典。 
答案：新华字典 

 
 
4. “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院
士利用中国野生稻资源培育出了世界

闻名的杂交水稻。 

 
答案：袁隆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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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022 年，第 24 届冬奥会将在中国的

__       和张家口市举行，这是中国

首次举办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答案：北京市 

7. 2014 年 9 月 27 日是第一个

“______________”。截至 2015 年底，

全球已在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500 多所孔子学院和 1000 多个孔子课

堂，孔子学院已经成为一张闪亮的中

国文化名片。 
答案：孔子学院日 
 
8.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         ”的简称。 

答案：海上丝绸之路 

 

9. 中国现任国家主席是        。 

 

答案：习近平 

 
10. 中国第一个大型野生动物类型国

家公园 2015 年 9 月在        挂牌，

该公园是中国目前面积最大、海拔最

高、物种最典型的国家公园。 
答案：西藏拉萨 
 

11. 2015 年，中国女科学家       因
发现了治疗疟疾的青蒿素而获得了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答案：屠呦呦 

http://baike.baidu.com/albums/15526/15526.html#0$fab3ac113363001fcb80c477
http://baike.baidu.com/albums/15526/15526.html#0$fab3ac113363001fcb80c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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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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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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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01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周年。 
答案：70 
 
 
二、选择题   

15.       是中国大陆的火警电话号

码。 
A. 120           B. 119 
C. 114           D. 110 
答案：B 

 
16. 中国最大的港口是        ，其吞

吐量居世界第一位。 
A. 连云港    B. 深圳港 
C. 青岛港    D. 上海港 
答案：D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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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_______既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

也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 
A. 洞庭湖           B. 青海湖 

C. 西湖             D. 鄱阳湖 

答案：B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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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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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歌词“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

春常在”中的“天涯海角”位于中国

最南端的        省。 
A. 广东            B. 云南 
C. 湖南              D. 海南 
答案：D 
 
22. 2015年8月，在喀山游泳世锦赛上，

中国选手       以 47 秒 84 的成绩夺

得男子 100 米自由泳金牌，是首位夺

得该项目世界冠军的亚洲人。 
A. 孙杨             B. 宁泽涛 
C. 林丹             D. 刘翔 
答案：B 

http://baike.baidu.com/view/511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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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16 年______正式入选奈史密斯

篮球名人堂，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

中国人。 
A. 易建联          B. 姚明 
C. 王治郅          D. 孙悦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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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汉 语 水 平 考 试 ” 的 简 称

是      。 
A. SHK           B. HSK 
C. KHS           D. HKS 
答案：B 

 
26.       是中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

是全国 60％以上人口主食的原料。 
A. 小麦             B. 玉米  
C. 水稻             D. 高粱 
答案：C 

 
27. 第 29 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

2008 年 8 月 8 日在中国      开幕，

这是中国首次承办奥运会，此次奥运

会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

想”。 
A. 上海        B. 深圳 
C. 北京        D. 天津 
答案：C  
 
28. 中国有 55 个少数民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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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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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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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2015 年 9 月 20 日，中国新型运载

火箭           在太原卫星发射中

心点火发射，成功将 20 颗微小卫星送

入太空。 
A. 天宫二号      B. 长征六号 
C. 长征五号      D. 天河六号 
答案：B 

http://baike.baidu.com/view/50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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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015 年 12 月，第二届世界互联网

大会在浙江省          举行。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明确

提出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

主张。 
A. 乌镇       B. 西塘 
C. 周庄       D. 龙门 
答案：A 

 
 
三、判断题  

33.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

投行”，于 2015 年 12 月正式成立。

这是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

机构，总部设在上海，共有 57个意向

创始成员国。 

答案：错误。总部设在北京。 

 
34. 青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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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错误。新疆是中国面积最大的

省级行政区。 
 
35. 1911 年，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

命党人发动了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

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 
答案：正确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

旗，旗面为红色，旗面左上方缀有五

颗黄色五角星。  

 

答案：正确。 
 
37. 2015 年底，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

达到 1.9 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位。 
答案：正确。 
 

 

四、连线题   

38. 请将下列省会与其所在省份连接

起来。 

南京                山西 
西安                四川 
成都                江苏 
武汉                陕西 
太原                湖北 
 
答案： 

南京                山西 
西安                四川 
成都                江苏 
武汉                陕西 
太原                湖北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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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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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将下列历史名人与所在朝代连接

起来。 

屈原                明朝 
孔子                战国时期 
李白                春秋时期 
李时珍              唐朝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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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明朝 
孔子                战国时期 
李白                春秋时期 
李时珍              唐朝 
 
41. 将下面的中国城市与相应的“美

称”连接起来。 

重庆                泉城 
哈尔滨              羊城      
景德镇              冰城 
济南                瓷都 
广州                山城 
 
答案： 
重庆                泉城 
哈尔滨              羊城      
景德镇              冰城 
济南                瓷都 
广州                山城 
 
 
五、列举题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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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列举至少三个中

国快递公司的名字。 

答案（供参考）：中国邮政、中通公

司、顺丰公司、韵达公司、申通公司、

宅急送、跨越速运、圆通公司、汇通

公司等。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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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请列举中国三大国有石油公司。 
答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

司。 
 
45. 网络购物现在在中国很受欢迎，请

你列举 3 个中国购物网站的名称。 
答案（供参考）：淘宝网、当当网、

京东商城、凡客诚品、唯品会、易趣

网、拍拍网、麦考林等。 
 
46. 中国有 56个民族，请列举其中的

5个。 

答案（供参考）：汉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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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傈僳族、佤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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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中国的省、直辖市、自治区、特

别行政区都有自己的简称，请列举出

至少 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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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请列举中国通信行业三大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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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答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

通。 

 

49. 请列举至少四种中国主流门户网

站的名称。 

答案（供参考）：人民日报网、新华

社网、中国籍广播电台网、中国日报

网、中国国际互联网络新闻中心网、

腾讯网、和讯网、人民网、中国网等。 
 
50. 请列举出中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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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

治区、西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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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中国文化 （共 74 题） 
 
一、选择题 
1.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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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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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庄子      B．老子 
C．韩非子      D．孔子 
答案：D  
 
3. 1974 年，在中国陕西出土的      ，

显示了秦代工匠高超的雕塑艺术水

平。 

A．唐三彩        B. 陶车 
C．兵马俑       D. 编钟  

 
答案：C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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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本草经》  B.《本草纲目》 
C.《脉经》           D.《素问》 
答案：B  
 
5. “四书”指《大学》《中庸》  _____   

和《孟子》，是儒家传道、授业的基

本教材。  

A. 《礼记》        B. 《周易》  

C. 《论语》        D. 《春秋》 
答案：C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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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和           B. 张骞    
C. 班超           D. 晏子 
答案：B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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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古诗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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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三月初三       B. 八月十五 
C. 五月初五      D. 正月十五    
答案：D  
 
9. _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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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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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10. “满招损，谦受益”是对中华民族

影响深远的一句名言，形象地表达了

这个古老而悠久的民族所崇尚______
的美德。 
A. 诚实           B. 谦虚  
C. 勤劳           D. 勇敢  
答案：B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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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世界上最早的地震仪器“地动仪”

是由东汉科学家_______发明的。 
A. 僧一行         B. 张衡 
C. 沈括           D. 扁鹊 
答案：B 
  
13. 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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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受百姓喜爱。  
A．针灸          B．拔罐  

C．推拿          D．刮痧  
答案：A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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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陆上丝绸之路的_______“丝绸之

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于 2014 年 6
月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该项目

是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

坦联合申报的，是首例跨国合作而成

功申遗的项目。 
A. 南段            B. 西段 
C. 北段            D. 东段 
答案：D 
 
16. 中国茶分红、绿、青、黄、黑、白

六大类，普洱茶属于_______。 
A. 绿茶            B. 黑茶  
C. 红茶            D. 黄茶 
答案：B 
 
17. “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自

2002 年开始举办，截至 2015 年已连续

成功举办    届。来自世界 100 多个

国家的 2300 多名大学生先后来华参加

了复赛、决赛。此项赛事已成为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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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架起

了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 
A. 11               B. 13 
C. 14               D. 9 
答案：C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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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云冈石窟        B. 莫高窟 
C. 龙门石窟        D. 麦积山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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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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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吾尔族        B. 藏族 
C. 苗族            D. 蒙古族 

 
答案：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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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著名的“唐僧取经”。 
A. 洛阳           B. 扬州     
C. 长安            D. 成都  
答案：C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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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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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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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的杰作。   

A.张择端            B.顾恺之  
C.曹仲达            D.张僧繇  

 
答案：A 

   
24. 刺绣是中国著名的传统手工艺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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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鲁绣              D. 京绣 
答案：B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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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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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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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卢沟桥            B. 宝带桥   
C. 洛阳桥            D. 赵州桥   

  
答案： D 
 
27．       是一种中国传统的智力游

戏，由七块板组成，这七块板可拼成

1600 种以上的图形，19 世纪初流传到

西方，被称为“东方魔板”。  

A. 七巧板             B. 万花筒 
C. 拼图              D. 积木 

 

答案：A  
 
 
二、填空题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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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来的京剧和众多地方戏曲产

生过深远的影响。     

 
答案：昆曲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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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反映

了中国民间传统节日______的习俗，

在那一天，人们登高望远，饮菊花酒，

品菊花茶。  
答案：重阳节  
 
31. 2016 年是中国农历丙申年，是十二

生肖年中的      年。   

 
答案：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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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故宫是_______两朝的皇

宫，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建筑

群。 
答案：明清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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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把每年的 9 月 10 日

定为“_______”，以表达对教师的尊

重。 
答案：教师节 
 
35. 《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

和_______合称中国古代四大文学名

著。 
答案：《红楼梦》 
 
36. 中国陶瓷，特别是瓷器，从唐代中

晚期开始通过海路大量向国外输出。

人们把这条通往亚、非、欧的海上交

通路线称为“_______”。 

答案：海上丝绸之路（或陶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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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______是彝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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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把节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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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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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答案：剪纸 
 
41. 为加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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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中国著名的“杂技之乡”是河北

_________。 
答案：吴桥 
 
48. 图片所展示的是中国一种传统拳

术___________。它的动作刚柔相济，

既可强身健体，又可预防疾病。   

 
答案：太极拳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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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   

  
答案：西安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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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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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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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

__________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

造力，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答案：长城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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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北京传统民居的格局是，一个院子

四面建有房屋，将庭院合围在中间，

这种民居叫___________。 

  

答案：四合院  
 
55. 1969 年出土于中国甘肃省武威县

的青铜器“____________”，是中国

的国宝级文物，现在已成为中国旅游

的图形标志。 

 
答案：马踏飞燕（或马超龙雀） 
 
56. 中国园林艺术是以山、_____、花

木、建筑这四种基本要素组合而成的

综合艺术。 

答案：水 
 
57. 近年来，“_________”倡导节约，

反对浪费，带动大家珍惜粮食，吃光

盘中食物，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  

 
答案：光盘行动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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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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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囍 
 
 
三、判断题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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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

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

互信、经济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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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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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足迹，

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 

 
答案：正确。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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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忠勇”的颜色是白色。 

 

答案：错误。在京剧脸谱中，红色象

征忠勇，白色象征奸诈。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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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正确。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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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女书”又叫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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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又叫作“江永女

书”。 
答案：正确。 
 
65. 富有浓郁民族风情的女装——旗

袍，是由傣族妇女的长袍演变而来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94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4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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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错误。旗袍是由满族妇女的长

袍演变而来。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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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的埃博拉

治疗中心。 
答案：正确。 
 
 
四、连线题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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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地区的民歌，请连线。 
小河淌水           西北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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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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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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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

下列神话人物与传说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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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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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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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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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刀 削 面            四川 
 

70. 请将下列京剧行当与它所代表的

人物连线。 
武生             会武艺的女子  
武旦             会武艺的男子  
净               幽默滑稽的人  
丑               豪放粗犷的男子  
答案： 
武生             会武艺的女子                     
武旦             会武艺的男子                        
净               幽默滑稽的人          
丑               豪放粗犷的男子        
  
五、列举题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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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中国古诗文中常提到的“花中四君

子”指的是哪四种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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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梅、兰、竹、菊 
 
73. 请至少列举三种中国民族乐器。 
答案（供参考）：古琴、箫、笛子、

古筝、扬琴、琵琶、二胡、锣、鼓等。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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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