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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問題集 

 コンテスト当日に中国に関する知識を問う参加者共通の筆記テストを実施し
ます。この知識問題集から20題（１問２点）出題し、この知識問題集以外
にオリジナルの問題を10題（１問１点）出題します。本コンテストをきっかけに
幅広く中国に関心を持ち、よりいっそう中国について学習して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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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汉语知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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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标

准汉语。  

答案：北方话 

 

2. “寸、伦、唇、昆”这一组字的韵母相

同，都是“        ”。 

答案：uen/un 

 

3.  “顺、舜、吮、瞬”这一组字的声母

相同，都是“_______”。 

答案：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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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是多音字，在“这是王大夫的大

儿子”这句话中分别读作       和      

和_____。 

答案：dài、dà  

 

7. “答”是多音字，在“你的回答正确”

和“我没有答应他的请求”中分别读作     

和      。 

答案：dá、dā 

 

8.  “一”在“一五一十”中读为第____

声，在“一字一句”读为第____声。 

答案：四、二 

 

9. “不”在“不上不下”中读第______声，

在“不慌不忙”中读第____声。 

答案：二、四 

 

10. “口”和“木”可以组成不同结构的三

个汉字，分别是“    ”、 “       ”

和“    ”。 

答案： 呆、杏、困 

 

11. “他在音乐方面完全是个门外汉”的

意思是 “      ”。 

答案：他在音乐方面是个外行人。 

 

12. “大家都说你有两把刷子”，这里“有

两把刷子”的意思是           。 

答案：有本领、有能力、有本事。 

 

13.请填写下面 3 个歇后语的后半部

分： 

1）竹篮打水_____________。 

答案：一场空 

2）骑驴看唱本_______________。 

答案：走着瞧 

3）大海捞针_______________。 

答案：没处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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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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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  

笑  

颜  

春  暖  花      怀  畅  饮    

门  

见  

山  

答案：开 

 

16. 有一个成语描述的是这样的景象：

车多得像流水，马像游龙，形容来往

车马很多，热闹繁忙的景象。这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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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是_________。 

 

答案：车水马龙 

 

17. 用一个成语表达下面这幅图的

意思：  

 
答案：画蛇添足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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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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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众的智慧和普遍经验的规律

性总结。如“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

计在于      。” 

答案：春    

 

20. 填写一个介词，完成以下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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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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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现代汉语形容词有一种 ABB 式的

重叠式，如：“白花花、干巴巴、黑洞

洞”。请写出下面形容词后面常见的叠

音形式： 

红          静_________ 

                                   

热          急_________ 

           

答案（供参考）： 

红彤彤（红通通/红扑扑）、静悄悄、

热乎乎、急匆匆 

 

23. 根据整个句子的意思，填写关联词

语，完成句子。 

“      你当时在场，     未必有更

好的办法。” 

答案：即使……也/就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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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骏 jùn”和“寸 cùn”的韵母相同。 

答案：错误。骏是 ün,寸是 un（uen）。 

 

26. 现代汉语中，“水手”“歌手”“球

手”“鼓手”“辩手”“棋手”等词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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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实际上都指“擅长某种技能的人

或做某种事的人”。 

答案：正确。 

 

27. “假、恰、夏”拼作 jà、qà、xà。 

答案：错误。应是 jià、qià、xià。 

 

28. “船、舸、舢、艘、航、舰”等汉字

的都有偏旁“舟”，说明这些字都和“舟”

有关系。 

答案：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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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点儿”“土豆丝

儿”“米粒儿”等。 

答案：正确。 

 

30. “快点儿走吧，于是赶不上看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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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是中国大城市中的之一”这句

话表达正确。 

 

答案：错误。应该说“天津是中国的大

城市之一”或“天津是中国大城市中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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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成语“亡羊补牢”是说“羊已经

死亡了，再去补牢房”，用来形容“白干

了”“马后炮”的行为。 

 

答案：错误。亡：逃亡，丢失；牢：

关牲口的圈，此处指羊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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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我好不容易才买到回家的机票”和

“我好容易才买到回家的机票”两句话

的意思是基本一样的。 

答案：正确。 

 

36.“他每天从家七点钟去学校”这句话

是正确的。 

答案：错误。应为“他每天七点钟从家

去学校” 。 

 

37. “这事儿刚说完，怎么还提起来

了？ ”这句话“还”使用正确。 

答案：错误。“还”应改为“又”。 

 

38. “她不仅学习方法好，所以还非常

刻苦，课余时间差不多都用在学习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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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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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你。”这句话的语序是对的。 

答案：错误。“却”应放在“大家”的后面。 

 

40. “这种药品的有效率达到百分九十

五点之三五 ”这句话说得不对，应该

说成“这种药品的有效率达到百分之

九十五点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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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月我付给你五百十五块”这句

话是错误的。  

答案：正确。应该说“这个月我付给你

五百一十五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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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这些词的拼音有拼写错误

的是：  

A. 窗户   chuānghu   

B. 电灯   diàndēng 

C. 优秀   yiōuxioù 

D. 骄傲   jiāo'ào 

答案：C 

 

45. 下列汉字字义为“水大的样子”的

是：   

A. 淼            B. 森 

C. 磊            D. 众 

答案：A 

 

46. 我太紧张了，都出了一    汗！ 

A. 次            B. 趟 

C.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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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艰难． 难．得     B. 校长． 长．沙 

C. 快乐． 乐．器     D. 出行． 行．业 

答案：A                              

 

48.      会议的程序，我们还要再商

量。     

A. 根据           B. 关于       

C. 按照           D. 由于 

答案：B 

 

49. “我猜你这部新手机不便宜，应该

上千．．”其中“上千”的意思是: 

 A. 手机上号到了一千号   

 B. 超过一千块钱    

 C. 前面有一千个人    

 D. 第一千部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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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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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对音乐专业的学生来说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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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了，我今天    买    可！ 

A. 没  不    B. 不  没     

C. 非  不    D.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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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八点了，他     没起床。 

A. 都  就         B. 刚  才 

C. 快  还         D. 一  就 

答案：C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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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最近太忙了，那本书我还_______。 

A. 看没完         B. 看完没 

C. 没看完        D. 不看完 

答案：C 

 

59. 他身体特别好，每天跑十公里对他

来说真是      _______一碟！ 

A. 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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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究竟．．知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啊？” 这句话中，“究竟”可以被下列哪

个词替换？ 

A. 怎么           B. 终于 

C. 竟然           D. 到底 

答案：D 

 

62. 快     玩手机了，老师开始讲课

了。 

A. 非             B. 没 

C. 不             D. 别 

答案：D 

 

 

63. 高铁        每小时 300 公里的

速度从北京开往广州。 

A. 对             B. 以  

C. 由             D. 将 

答案：B 

 

 

64. “她怎么这么开心？一公里外就能

听到她的大笑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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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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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     了，这个人太蛮横了！

我要去与他评评理。 

A. 进去          B. 下去 

C. 过来          D. 出来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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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我们都是有备      来的，请马上

安排我们开始干活儿吧。 

A. 从            B. 由 

C. 起            D. 而 

答案：D 
 

四、连线题 

68. 请用线段将左右两边意义相反的

词语连接起来。 
 

茂盛              细腻 

粗糙              枯萎 

慎重              笔直 

蜿蜒              马虎 

迟钝              平坦 

崎岖              灵敏 
 

答案： 

茂盛              细腻 

粗糙              枯萎 

慎重              笔直 

蜿蜒              马虎 

迟钝              平坦 

崎岖              灵敏 
  

69. 请为下面的名词选择合适的量词，并用

线段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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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请用线段将有配合关系的关联词

语连接起来。 

无论              不如 

与其              何况   

尚且              都 

倘若              而且 

不但              也    

哪怕              就 

 

答案： 

无论              不如 

与其              何况   

尚且              都 

倘若              而且 

不但              也    

哪怕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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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国情知识（共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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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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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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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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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院士

2017 年率领团队选育的超级杂交稻平

均每公顷产量 17.2 吨，创造了世界水

稻单产的最新、最高记录，为中国粮

食稳步增产做出新的贡献。 

答案：袁隆平 

 

 

 

7. 北京获 2022 年第二十四届奥林匹

克冬季奥运会举办权，北京将成为首

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季

奥运会的城市。共同举办本届冬季奥

运会的城市是        。 

答案：张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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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 23 日，中国科学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中国

科学院院士张弥曼在巴黎获颁“世界

杰出女科学家”奖，她是第        位

获此殊荣的中国女科学家。 

 

答案： 五 

http://baike.baidu.com/albums/15526/15526.html#0$fab3ac113363001fcb80c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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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目前世界排名前十的港口中，有 7

个位于中国。2017 年 12 月     洋山

深水港四期自动化码头建成，这是全

球最大的智能集装箱码头，自动化码

头所有操控系统均出自中国企业。 

答案：上海 

 

 

 

11. 2017 年 5 月 5 号，由中国自主研发

的大型客机        在上海浦东国际

机场成功首飞，这标志着中国已经具

备了研制现代干线飞机的核心能力。 

答案：C919 

 

 

12. 被誉为 “中国国宝”的       体

色为黑白相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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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大熊猫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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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017 年 4 月，中国政府确定设立河

北        新区。该新区是继深圳经

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具有全

国意义的新区，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

首都功能起到极大的作用。 

答案：雄安 

 

15.按照中国婚姻法的规定，中国男性

公民的结婚不早于        周岁，女

性公民的结婚不早于        周岁。 

答案：22   20 

 

16.        是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

的超大型跨海通道。大桥总长 55 公里，

是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2018 年元旦，

大桥主体全线亮灯，预计将在 2018 年

7 月通车。 

答案：港珠澳大桥 

 

17. 截至 2017 年 10 月底，中国移动支

付交易规模近 150 万亿元，居全球首

位。中国人移动支付最常用的两个软

件是      和      。 

答案：支付宝、微信 

http://baike.baidu.com/view/511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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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连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

东非第一大港蒙巴萨，是一条采用中

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装备建造的

现代化铁路。 该铁路是肯尼亚半个世

纪以来最大的基建工程，已于 2017 年 

6 月开始试运营。 

答案：蒙内铁路 

 

 

二、选择题   

19. 中国迄今为止持续时间最长、参与

人数最多、国家支持最大、社会影响

最广的志愿服务项目是        。 

A.红丝带计划       B.西部计划 

C.希望工程         D.三支一扶 

答案：B 

 

20. 金砖国家包括俄罗斯、中国、巴西、

印度和南非五国。2017 年中国正式接

任金砖国家主席国。9 月 4 日，金砖国

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中国      举

行。 

A.青岛         B.深圳 

C.上海         D.厦门 

答案：D 

 

21. 为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中国工

商总局制定出台了《网络购买商品 

______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该规

定已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正式实施，

更好地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 

A.6         B.8 

C.7         D.10 

答案：C 

 

22. _______既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

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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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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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中国人口在地域上的分布特点是 

_______。 

A. 东多西少         B. 东少西多               

C. 南多北少         D. 南少北多 

答案：A 

 

25. 近年来中国的电子商务发展迅速。

其中   月   日是淘宝商城（天猫）

的网络促销日，也是目前中国最大的

网购狂欢节。 

 A. 1  1      B. 12  12 

 C. 9  9        D. 11  11 

答案：D 

 

26. 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 ISC2017

国际高性能计算大会上，中国自主超

级计算机        获得世界超级计算

机排名榜 TOP500 第一名。 

A. 银河二号    B.神威·太湖之光 

C. 天河一号   D.天河二号 

答案：B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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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2017 年 11 月 5 日，中国西昌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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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中心以“一箭两星”的方式成功发

射两颗        全球组网卫星。预计

2020年底中国将建成39颗卫星的完整

系统，提供全球服务。 

A.北斗一号        B.北斗二号 

C.北斗三号        D.北斗四号 

答案：C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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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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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40 余个少数民族）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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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壮族       B. 傣族 

C. 藏族       D. 回族 

答案：A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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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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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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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B. 10 

C. 20      D. 30 

答案：C 

 

35.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

行，是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

融机构，总部设在        ，目前共

有 77 个正式成员国。 

A.上海      B.广州 

C.北京      D.天津 

答案：C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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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inaembassy.cz/chn/xnyfgk/t334489.htm
http://www.chinaembassy.cz/chn/xnyfgk/t3344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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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断题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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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底，

全球已有14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25

所孔子学院和 1113 个孔子课堂，各类

学员累计达 916 万人。 

答案：正确。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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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2017 年 5 月 3 日，世界上首台超越

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单光量子计算机在

中国诞生，这标志着中国的量子计算

机研究领域已迈入世界一流水平。 

答案：正确 

 

40. 中国气候的地域特点是南暖北寒，

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 

答案：正确。 

 

41. 2017 年 5 月，中国在东海进行的可

燃冰试采获得成功，这标志着中国成

为全球第一个实现了在海域可燃冰试

开采中获得连续稳定产气的国家。 

答案：错误。在南海北部海域进行了

可燃冰试采。 

 

42.目前，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已连续

5 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应用市场，中国机

器人市场进入高速增长期。 

答案：正确。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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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中国第五十

一处世界遗产。 

答案：错误，可可西里国家自然保护

区位于青海省。 

 

四、连线题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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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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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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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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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山城 

 

五、列举题    

47. 随着中国电商产业的发展，物流快

递行业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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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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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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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

也对。） 

 

50. 京广高速铁路全程 2298 公里，是

中国运营里程最长的一条高铁。京广

高铁始于北京西站，止于广州南站，

途经六省市，请列举这六省市的名称。 

答案：北京（京）、河北（冀）、河南

（豫）、湖北（鄂）、湖南（湘）、广东

（粤）。 

 

51. 中国现在共有八个国家中心城市，

请列举出五个你所知道的城市。 

答案：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

州、成都、武汉、郑州。 

 

52. 长江是中国第一长河、世界第三大

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注

入东海，途经 11 个省级行政区。请列

举出其中的三个省级行政区的名字。 

答案（供参考）：青海省、西藏自治区、

云南省、四川省、重庆市、湖北省、

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江苏省和

上海市。 

 

53. 请列举中国通信行业三大运营商。 

答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

通。 

 

54. 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

2013年至2017年中国先后批复成立了

11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请列举出其中

5 个自贸区的名称。 

答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福

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辽宁）

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浙江）自由

贸易试验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

区；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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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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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历史小说是 

          ，书中塑造了许多不同性

格的人物，受到中外读者的喜爱。 

A．《红楼梦》       B．《西游记》  

C．《三国演义》     D．《水浒传》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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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剧种是

______，它有近两百年的历史，是中

国民族戏曲的精华。 

A. 京剧       B. 越剧 

C. 豫剧      D. 粤剧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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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加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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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三次           B. 五次    

C. 七次           D. 四次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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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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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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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C  

 

10. “唐装”是由中国清代的传统服饰

_______演变而来的。 

A. 旗袍           B. 马褂  

C. 长袍           D. 汉服  

 

答案：B 

 

11. 宋朝画家张择端的_______描绘了

北宋首都东京（今河南开封）汴河两

岸清明节前后的风貌，不仅感染力强，

欣赏价值高，而且是研究北宋时期东

京的重要材料。 

 

A.清明上河图       B. 富春山居图  

C.千里江山图       D. 洛神赋图  

答案：A 

 

12. 北京的_______是目前世界上最大

的木结构建筑群，它金碧辉煌，雄伟

壮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

文化遗产”。  

A．颐和园    B. 圆明园   

C．故宫    D. 雍和宫   

 

答案：C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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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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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久不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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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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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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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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书”指《大学》《中庸》     和

《孟子》。  

A. 《礼记》        B. 《周易》  

C. 《论语》        D. 《春秋》 

答案：C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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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中国传统文化中，______色常常用

来代表喜庆。 

A. 蓝            B. 白 

C. 红            D. 黑  

答案：C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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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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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是藏族人最常用的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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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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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目前世界上唯一存活的象形文字

是_______，被誉为文字的“活化石”，

体现了纳西族先民对自然、社会、

人类的认识。   

 
A. 东巴文          B. 象形文   

C. 甲骨文          D. 古彝文 

答案：A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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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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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中国苗、瑶、侗等民族特别喜爱

的一种古老乐器叫_______。 

A．笛子        B．芦笙 

C．巴乌           D．葫芦丝  

 

答案：B 

  

28. “满招损，谦受益”是中华民族影响

深远的一句名言，表达______的美好

品德。 

A. 诚实          B. 谦虚   

C. 勤劳          D. 勇敢     

答案：B 

 

29. “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自

2002 年开始举办，截至 2017 年已连续

成功举办    届。目前全球有 120 多

个国家组织了海外预赛，并每年选派

优秀选手到中国参赛。此项活动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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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B. 13 

C. 10               D. 16 

答案：D 

 

30. 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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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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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空题 

31. 2018 年是中国农历戊戌年，是十二

生肖年中的      年。   

答案：狗。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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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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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道家思想的创始人是春秋末

年的老子，他的著作      对中国人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答案：《道德经》   

 

35.      文化诞生于四川省广汉地

区，距今 5000 至 3000 年，出土的器

物中以青铜面具尤为引人注目。 

 

答案：三星堆 

 

36. 川剧艺术中塑造人物的一种特技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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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变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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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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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等色彩为主，釉色艳丽自然，深受

人们喜爱。 

 

答案：唐三彩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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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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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明代的_______既是中国教育行政

管理机构，又是国家的最高学府。 

 

答案：国子监 

 

42. 中国古代著名的兵书_________已

http://baike.so.com/doc/915731-9679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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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译为英、法、日、德、俄等多种文

字。 

答案：《孙子兵法》 

 

43. 蓝印花布和 _________是中国民

间的传统印染工艺品，色彩自然，别

具风格，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答案：蜡染 

 

44.  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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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___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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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后母戊方鼎（原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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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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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

代 四 大 发 明 是 指 南 针 、 造 纸 术

___________和火药。 

答案：印刷术 

 

49.《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按部首

编排的汉语字典，作者为______。 

 

答案：许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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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89%E8%AF%AD%E5%AD%97%E5%85%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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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月亮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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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都市中人们健身、娱乐的一种方式。 

 

答案：广场舞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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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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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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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狮子林、沧浪亭、拙政园和_______

统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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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留园 

 

56. 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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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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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笔、墨、纸、________被称为“文

房四宝”，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发展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答案：砚  

 

59. 陆上丝绸之路的东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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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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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中国 

http://baike.so.com/doc/5343275-5578718.html
http://baike.so.com/doc/4511222-47210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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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断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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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文字与今文字的分水岭是隶书。 

答案：正确。 

 

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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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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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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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庙会是中国民间的一种社会活动，

据说起源于古代的祭祀土地神，以后

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民间物品交流的集

市和文化表演的场所。 

 
答案：正确。 

 

66.  中国古诗文中常提到的“花中四

君子”指的是梅、兰、竹、松。 

答案：错误。应为“梅、兰、竹、菊”。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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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又叫作“江永女书”。 

答案：正确。 

 

68.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

的建筑称“宫”或“观”。  

答案：正确。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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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aike.baidu.com/view/94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4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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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连线题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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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王楼         烟台 

大观楼         贵阳 

甲秀楼         昆明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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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中国古代对于人的年龄有许多独

特的称呼。请用线段将下列别称与它

指代的年龄连接起来： 

 

而立之年         九十岁 

鲐背之年         三十岁 

不惑之年         五十岁 

知天命之年       四十岁 

古稀之年         八十岁 

耄耋之年         七十岁 

耳顺之年         一百岁 

期颐之年         六十岁 

 

答案： 

而立之年         九十岁 

鲐背之年         三十岁 

不惑之年         五十岁 

知天命之年       四十岁 

古稀之年         八十岁 

耄耋之年         七十岁 

耳顺之年         一百岁 

期颐之年         六十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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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请用线段将下列古代文化名人与

其雅号和代表作连接起来。  

诗仙      杜甫      《早发白帝城》 

诗圣      李白      《石壕吏》 

书圣      吴道子    《兰亭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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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圣      王羲之    《送子天王图》 

 

答案 

诗仙      杜甫      《早发白帝城》 

诗圣      李白      《石壕吏》 

书圣      吴道子    《兰亭集序》 

画圣      王羲之    《送子天王图》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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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                明朝 

孔子                战国时期 

李白                春秋时期 

李时珍              唐朝 

 

76. “借代”是用一种事物或现象的名称

指代另一种事物或现象的修辞方法。

请将下列借代词与它所指的事物或现

象连线： 

同窗                   男子 

须眉                   平民 

桃李                   读书 

布衣                   学生 

开卷                   同学 

 

答案 

同窗                   男子 

须眉                   平民 

桃李                   读书 

布衣                   学生 

开卷                   同学 

 

 

五、列举题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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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你知道中国的“三大国粹”是指什么

吗？请列举出来。 

参考答案：国画、京剧、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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