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第十届中小学生“汉语桥”语言文化知识复习题(小学 4－6 年级) 

  
  

1)   农历____是元宵节。 

   （A）正月十五    （B）正月初一    （C）正月三十    （D）二月初一 

  

2)   农历正月初一是____。 

   （A）春节    （B）中秋节    （C）除夕    （D）重阳节 

  

3)   生肖一共有____。 

   （A）12个    （B）24个    （C）36    （D）48 

  

4)   赏灯和____是元宵节的习俗。 

   （A）吃元宵    （B）吃粽子    （C）插菊花    （D）吃饺子 

  

5)   除夕夜吃____有辞旧迎新的意思。 

   （A）饺子    （B）月饼    （C）粽子    （D）面包 

  

6)   春节期间____是重要的活动，传说可以驱除妖魔。 

   （A）放爆竹    （B）登高    （C）赏月    （D）放风筝 

  

7)   汉字书写艺术叫____。 

   （A）书法    （B）大字    （C）写书    （D）读书 

  

8)  汉族是中国人口____的民族。 

   （A）最多    （B）最少    （C）第二多    （D）第二少 

  

9)  中国的民居中，四合院在____。 

   （A）北京    （B）天津    （C）湖南    （D）湖北 

  

10) 中国画的作画工具有毛笔、____及颜料、宣纸或绢。 

   （A）墨    （B）钢笔    （C）圆珠笔    （D）铅笔 

  

11) 中国人姓名都是____。 

   （A）姓在前，名在后 （B）姓在后，名在前 （C）二者都可以 （D）以上都不对 

  

12) 中国有____个民族。 

   （A）56    （B）55    （C）54    （D）53 
  

13) 中秋节在农历____。 

   （A）八月十五    （B）九月初九    （C）五月初五    （D）正月初一 

  

14) 孙悟空是____中的形象。 

   （A）《西游记》  （B）《红楼梦》   （C）《水浒传》   （D）《三国演义》 

  



15) 一些北方城市，会在冬季举行____。 

   （A）冰灯灯会    （B）赏花会    （C）饮酒会    （D）品茶会 

  

16) 大熊猫的主要食物是____。 

   （A）竹子    （B）昆虫    （C）香蕉    （D）肉 

  

17) 拜年是____的重要习俗。 

   （A）春节    （B）元宵节    （C）中秋节    （D）端午节 

  

18) 天安门在____。 

   （A）北京    （B）成都    （C）上海    （D）大连 

  

19) ____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 

  (A)秦始皇    (B)孔子    （C）孙中山    （D）李白 

  

20) ____在每年公历 4月 5日。 

   （A）清明节    （B）重阳节    （C）端午节    （D）春节 

  

21) “____”说的是汉朝孔融小时候和大家一起吃梨，把大的让给别人，自己吃小梨的故事。 

   （A）孔融让梨    （B）退避三舍    （C）一诺千金    （D）孟母三迁 

  

22) “三人行，必有我师”是____说的。 

   （A）孔子    （B）诸葛亮    （C）老子    （D）孟子 

  

23)  佛教的建筑有寺、____和石窟。 

          (A)  塔    (B)  教堂     (C)   清真寺     (D)  宫 
 

24)  ____的前夜叫除夕。 

   （A）春节    （B）元宵节    （C）中秋节    （D）火把节 

  

25)  ____的习俗是赏月和吃月饼。 

   （A）中秋节    （B）春节    （C）端午节    （D）清明节 

  

26)  ____发明指南针，解决了海上辨认方向的问题。 

   （A）中国人    （B）英国人    （C）美国人    （D）希腊人 

  

27)  ____描写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 

   （A）《西游记》   （B）《红楼梦》  （C）《水浒传》  （D）《三国演义》 

  

28)  五台山是四大____名山之一。 

          (A)   佛教     (B)  伊斯兰教     (C)道教     (D)基督教 
  

29)  ____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A）1949     （B）1950     （C）1951     （D）1954 
  

30)  ____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A）北京     （B）南京     （C）重庆     （D）上海 

  



31)  ____替父从军。 

   （A）花木兰     （B）草木兰     （C）铁木兰     （D）土木兰 

  

32) 1997年中____两国举行政权交接仪式，香港回到祖国怀抱。 

   （A）英     （B）美     （C）法     （D）德 

  

33) 北京简称____。 

   (A)京       (B)沪    （C ）哈    （D）黑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____。 

   （A）五星红旗     （B）青天白日旗     （C）三色旗     （D）星条旗 

  

35) ____、清华大学是北京最著名的大学。 

   （A）北京大学    （B）复旦大学    （C）上海交通大学   （D）吉林大学 

  

36) ____被称为“冰城”。 

   （A）哈尔滨    （B）南京    （C）无锡    （D）苏州 

  

37) 中国著名的兵马俑在____。 

   （A）西安    （B）上海    （C）天津    （D）南京 

  

38) ____的大雁塔是中国著名的古塔。 

    (A) 西安           (B) 天津       （C）哈尔滨    （D）南京    

  

39) ____是中国影响最大的剧种。 

   （A）京剧    （B）粤剧    （C）豫剧    （D）越剧 

  

40) ____的特点是麻、辣、酸。 

   （A）四川菜    （B）广东菜    （C）浙江菜    （D）江苏菜 

  

41) ____发明了风筝。 

   （A）中国人    （B）印度人    （C）埃及人    （D）希腊人 

  

42) ____是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 

   （A）武术    （B）舞蹈    （C）相声    （D）杂技 

  

43) ____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A）火药    （B）手枪    （C）算盘    （D）伞 

  

44) ____是中国最大的吉祥物，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A）龙    （B）凤凰    （C）麒麟    （D）龟 

  

45) ____是最早生产丝绸的国家。 

   （A）中国    （B）日本    （C）印度    （D）埃及 

  



46) 下面的动物中，____不属于十二生肖。 

   （A）狮子  （B）鸡   （C）马   （D）牛 

  

47) 按画法分，中国画主要有工笔画和____。 

   （A）写意画    （B）山水画    （C）人物画    （D）花鸟画 

  

48) 曹操是____中的人物。 

   （A）《三国演义》   （B）《西游记》   （C）《红楼梦》  （D）《水浒传》 

  

49) 笛是____的乐器。 

   （A）吹    （B）打    （C）拉    （D）弹 

  

50) 端午节的习俗是吃粽子、____。 

   （A）赛龙舟    （B）插菊花    （C）赏月    （D）登高 

  
 

答案：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