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第十届中小学生“汉语桥”语言文化知识复习题(初中部) 

 

1. ____是诗、书、画、印相结合的艺术。  

（A）中国画 （B）书法 （C）雕刻 (D) 诗歌  

2. 2022 年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________举行。 

（A）北京 （B）温哥华 （C）卡尔加里  (D) 伦敦 

3. ____是一部鬼狐小说集。 

（A）《聊斋志异》 （B）《红楼梦》 （C）《西游记》 (D) 《三国演义》 

4. 篆刻出来的艺术品叫____。 

（A）印章 （B）印泥 （C）瓷器  (D) 陶器 

5. ____是中国儒家的代表。 

（A）孔子 （B）老子 （C）庄子 (D) 惠子 

6. ____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A）火药 （B）手枪 （C）算盘 (D) 地震仪 

7. ____是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著之一。 

（A）《水浒传》 （B）《四世同堂》 （C）《聊斋志异》 (D) 《红灯记》 

8. 猜灯谜是____的习俗。 

（A）元宵节 （B）春节 （C）重阳节  (D) 中秋节 

9. ____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最集中的省份。 

（A）云南省 （B）广东省 （C）湖南省  (D) 河北省 

10. ____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A）道教 （B）佛教 （C）伊斯兰教 (D) 基督教 

11. 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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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猫 



12. ____演员用口腔模仿各种声音。 

（A）口技 （B）曲艺 （C）武术  (D) 京剧 

13. ____是一年中白天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 

（A）夏至 （B）冬至 （C）立秋  (D) 立春 

14. 中国现任国家主席是____。 

（A）习近平（B）李克强 （C）胡锦涛  (D) 温家宝 

15. 属相也叫____。 

（A）生肖 （B）地支 （C）天干  (D) 节气 

16. 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是____。 

（A）秦朝 （B）汉朝 （C）清朝  (D) 唐朝 

17. ____中的长廊，是中国园林中最长的廊。 

（A）北京颐和园 （B）承德避暑山庄 （C）北京故宫 (D) 地下宫殿 

18. ____中下游地区是中国文化的摇篮。 

（A）黄河 （B）长江 （C）珠江 (D) 黑龙江 

19. “____”的故事说明中华民族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 

（A）孟母三迁 （B）一诺千金 （C）画龙点睛 (D) 狐假虎威 

20. “____”告诉人们要谦让。 

（A）孔融让梨 （B）孟母三迁 （C）画龙点睛  (D) 狐假虎威 

21. “____”是说明诚实守信的名言。 

（A）一诺千金 （B）一马当先 （C）一举两得  (D) 一鼓作气 

22. 中国的姓氏有多种来源，其中复姓“司马”可能起源于____。 

（A）官职 （B）居住地 （C）图腾崇拜物  (D) 爱好 

23. “____”是维吾尔族文学中的故事。 

（A）阿凡提的故事 （B）阿诗玛的故事 （C）孙悟空的故事  (D) 三只小猪 



24. “____”是中国民间关于勤奋学习的名言。 

（A）活到老，学到老  (B）三人行，必有我师 （C）言必信，行必果  (D) 勤洗澡，常换衣 

25. “____”指只要几个人在一起，其中就必定有值得我学习的老师。 

（A）三人行，必有我师 （B）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C）活到老，学到老  (D) 我中华 五千年 

26. “____”字常在办喜事时使用。 

（A）双喜 （B）寿 （C）禄   (D) 忠 

27.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出自____的《水调歌头》。 

（A）苏轼 （B）白居易 （C）柳永  (D) 李白 

28. 大熊猫的主要食物是____。 

（A）竹子 （B）昆虫 （C）香蕉  (D) 肉 

29. 中国的农历既能表示____的圆缺变化，又能表示季节的寒暑变化。 

（A）月亮 （B）太阳 （C）地球  (D) 星星 

30. ____姑娘在出嫁以前，要把头发梳成很多根辫子披在肩上。 

（A）维吾尔族 （B）蒙古族 （C）傣族 （D）壮族 

31. 哈尔滨位于东北平原北部，是____省的省会。 

（A）黑龙江 （B）辽宁 （C）吉林 （D）河北 

32. 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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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____人口约占中国总人口的 91.59％。 

（A）汉族 （B）满族 （C）壮族 （D）回族 

34. 端午节传说是为了纪念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____。 

（A）屈原 （B）杜甫 （C）王维 （D）文天祥 

35. ____是安徽省的地方戏。 

（A）黄梅戏 （B）粤剧 （C）豫剧 （D）越剧 



36. 京剧的青衣属于____。 

（A）旦 （B）净 （C）丑 （D）生 

37. 梅兰芳是____四大名旦之一。 

（A）京剧 （B）粤剧 （C）豫剧 （D）越剧 

38. 中国古代著名的“____之路”就是通过河西走廊，进入塔里木盆地，再通过西亚到达欧洲的。 

（A）丝绸 （B）茶叶 （C）青铜 （D）瓷器 

39. ____是中国大陆的火警电话号码。 

（A）119 （B）120 （C）114 （D）110 

40. 中国著名的兵马俑在____。 

（A）西安（B）天津 （C）上海 （D）南京 

41. 相声是讲究说、学、____、唱。 

（A）逗 （B）画 （C）演 （D）跳 

42. 笛子是____的乐器。 

（A）吹 （B）打 （C）弹 （D）拉 

43. _____是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言。 

（A）普通话 （B）中文 （C）广东话 （D）北京话 

44. 目前发现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是_______。 

（A）甲骨文 （B）金文 （C）繁体字 （D）简化字 

45.  _______是联合国的工作文字之一。 

（A）简化字 （B）金文 （C）繁体字 （D）甲骨文 

46. 汉语中“而立之年”指的是_____岁。 

（A）30 （B）50 （C）70 （D）20 

47. 中国第一位皇帝是_____。 



（A）秦始皇 （B）汉武帝 （C）武则天 （D）成吉思汗 

48. 下面哪个社交媒体是由中国公司运营的？_____ 

（A）Wechat （B）Twitter （C）Facebook （D）LinkedIn 

49. 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的名字在________家喻户晓。 

（A）中国 （B）美国 （C）加拿大 （D）欧洲 

50. 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于________年。 

（A）1978 （B）1987 （C）1966 （D）1949 

 

答案：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