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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汉语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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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用

语。 

答案：北京语音 

 

2.“凉、龙、林”这一组字的读音声

母相同，都是“____”。 

答案：l 

 

3.“念、内、闹”这一组字的读音声

母相同，都是“____”。 

答案：n 

 

4.“卖、拜、戴”这一组字的读音声

调相同，都是      。 

答案：第四声（去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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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在汉语中是个多音字，在词

语“数人数”中分别读作     和      

和       。 

答案：shǔ、shù 

 

7.“一”在“一五一十”中念第

_________声，在“一字一句”中念第            

________声。 

答案：四、二 

 

8.“不”在“不见不散”中念第____

声，在“不慌不忙”中念第____声。 

答案：二、四 

 

9.形声字“湖”和“湘”的形旁都是

“     ”，声旁分别是“    ”和

“____”。 

答案：氵、胡、相 

 

10.“口”和“木”，可以根据上下结

构组成两个不同的汉字，它们是

“    ”和“     ”。 

答案：呆、杏 

 

11. 汉语口语中说一个人“有一肚子

的 墨 水 ” ， 意 思 是 这 个 人 “ 很

有      ”。 

答案：学问（知识） 

 

12.汉语中有这样的句子：“听说你乒

乓球打得很不错，给咱们露两手吧！”

这里“露两手”的意思是           。 

答案：展示在某些方面的技术或才能 

 
 

请填写下面 3个歇后语的后半部分： 

13.孔夫子搬家，_____________。 

答案：尽是输（书） 

 

14. 竹篮打水，____________。 

答案：一场空 

 

15.小葱拌豆腐，             。 

答案：一青（清）二白   

 

16.从“十、百、千、万”中选词填空，

分别组成成语。 

    面埋伏 

    里之行 

    花齐放 

    家灯火 

答案:十、千、百、万 

 

17.在空格中填上一个合适的汉字，使

四个方向组成四个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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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年 

树 

旁 若 无     定 胜 天 

         才 

         辈 

         出 

答案：人 

 

18.选择合适的数字填空，完成成语。 

（  ）  湖  （  ）  海 

颜          面 

（  ）      （  ） 

色          方 

答案：五湖四海 

      颜  面 

      六  八 

      色  方 

 

19. 即使是聪明能干的妇女，没米也

做不出饭来。比喻做事缺少必要条件，

很 难 做 成 。 这 个 成 语

是                    。 

答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20.看图猜成语 

 

答案：无中生有 

 

21.汉语成语“         ”，原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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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看图完成汉语的一个成语。这是

“心中        ”。 

 

答案：心中有数 

 

23.填写一个方位介词，完成句子，“在

我们大家都还没有做好准备的前

提      ，你们不应该这么快就决定

开工。” 

答案：下 

 

24. 有的格言教给人们做人的准则有

的格言能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比如：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      。 

答案：落后   

 

25. 填写一个介词，完成句子，

“    父母看来，自己的孩子总是最

可爱最宝贝的！” 

答案：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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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     

舒服：_________ 

简单：_________    

收拾：_________ 

答案：考虑考虑、舒舒服服、简简单

单、收拾收拾 

 

27.现代汉语形容词有一种 ABB式的重

叠式，如：喜滋滋、圆滚滚、胖乎乎。

请写出下面形容词 A 后面的常见叠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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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BB： 

慢：             红：          

软：             绿：          

答案（供参考）：慢吞吞（慢腾腾）、

红彤彤（红通通）、软绵绵（软乎乎）、

绿油油（绿幽幽） 

 

28.湖南省省会    市，是中国历史文

化名城之一。 

答案：长沙 

 
 

29.“我们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完成这么多的任务，主要      我们

找到了最合适的工作方法。” 

答案：是因为 

 

30.填写一个连词，完成句子。 

“小李     聪明，而且还比一般人刻

苦，得到了这样好的成绩，一点也不

奇怪啊！” 

答案：不仅 

 

31.“俊、酷、帅”这一组字的读音声

调相同，都是      。 

答案：第四声（去声） 

 

32.汉语普通话口语里面，“啊”在“小

啊”、“真高啊”、“读书啊”中习惯念

“____”，在“来啊”、“生气啊”、“毛

衣啊”中习惯念“     ”。 

答案：哇(wɑ)、呀（yɑ） 

 

33.形声字“城”的形旁是“____，声

旁是“____”。 

答案：土、成 

 
 

34. 汉语中有这样的句子：“有要紧事

请找我们的一把手。”“一把手”的意

思是____________。 

答案：单位、部门或集体的最高领导 

 

35. 在下雪天给人送炭取暖。比喻在

别人有困难时给予物质上或精神上的

帮助。这个成语是          。 

 

答案：雪中送炭 

 

36. 汉语中的谚语是人们口头流传长

期习惯使用的固定语句，是用简单通

俗的话来反映深刻的道理。如“一寸

光阴一寸金，寸金难     寸光阴”。

这句谚语说明了时间是比金钱更为宝

贵的东西，每个人都应该珍惜时间。 

答案：买   

 

37.古代汉字有     、指事、会意、

形声等四种造字法。 

答案：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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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断题 

38. “三山四水十万树。”，这句话中

声母是“sh”的汉字有 6个。 

答案：错误。4个（山、水、十、树）。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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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陪”、“累”、“飞”、“北”、“美”、

“贵”这些字音的韵母都是一样的。 

答案：错误。“贵”与其他的不同

（uei/ui）。 

 

41.“华夏”的韵母相同，都是“ɑ”。 

答案：错误。“华”的韵母是“uɑ”，“夏”

的韵母则是“iɑ”。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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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佳、掐、虾”拼作 jā、qā、xā。 

答案：错误。应是 jiā、qiā、xiā 

 

44.汉字中，“灬”做偏旁而构成的字，

很多跟“火”有关，如“烹、熬、煮、

煎、蒸、热”等。 

答案：正确。 

 

45.“轿、轮、转、轻、输、辅”等汉

字中的偏旁都有“车”，表示这些词都

和“车”的意思有关系。 

答案：正确。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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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咱们得快点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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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成语“千里送鹅毛” 比喻礼物虽

然微薄，却含有深厚的情谊，所以人

们常常会接着说一句“礼轻情意重”。 

答案：正确。 

 

49.成语“亡羊补牢”是说“羊已经死

亡了，再去补牢房。”用来比喻“马后

炮”、“白干了”的行为。 

答案：错误。亡：逃亡，丢失；牢：

关牲口的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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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形容渔

民的日常工作状态。 

答案：错误。比喻对学习、工作没有

恒心，经常中断，不能长期坚持。  

 

51.成语“刻舟求剑”经常用来比喻一

些人不懂事物已发展变化，仍然静止

地看问题。 

答案：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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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步行街上，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意思是步行街上人们都走了，很冷清。 

答案：错误。意思是大街上人很多，

很热闹。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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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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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她虽然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所

以还是没能完成手头的工作。”这句话

的关联词语用得准确。 

答案：错误。“所以”改成“但/可”。 

 

56.“虽然你们大家都觉得她今天的打

扮很漂亮，却我不喜欢，因为她衣服

的颜色跟她皮肤的颜色很不和谐。”这

句话的词序是对的。 

答案：错误。“却”应该放在“我”的

后面。 

 

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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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请你把外套脱。”这句话不符合

汉语“把”字句的要求，可以改成“请

你把外套脱下。” 

答案：正确。 

 

59.“他明天不来吃午饭。”和“他明

天没来吃午饭。”都是正确的句子。 

答案：错误。第二句错误。 

 

60.A:你真漂亮！ 

B:哪里哪里！ 

上面的对话中，B想问 A自己哪个部位

很漂亮。 

答案：错误。“哪里哪里”是一种谦虚

的说法。 

 

61.“钱花不完。”和“钱不花完。”的

意思一样。 

答案：错误。 

 

62.惯用语“跑龙套”来源于中国传统

戏曲，原指戏曲中拿着旗子做兵卒的

角色。后比喻在人手下做无关紧要的

事。 

答案：正确。 

 

63.“朋”、“爬”、“福”、“普”、“破”、

“批”这些字音的声母都是一样的。 

答案：错误。“福”与其他的不同（f）。 

 

三、选择题 

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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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下列词语的拼写正确的是： 

A.回复  huípú        

B.中医  zhōnɡ ī 

C.工夫  ɡōnɡfu        

D.棋子儿 qízǐ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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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66. “看这比赛真叫人受不了，我都

紧张出一    汗了。” 

A. 次         B. 个 

C. 人         D. 头 

答案：D 

 

67.下列四组词语中，加点汉字读音相

同的一组是： 

A. 班长．  长．沙    B. 汉朝．  朝．前走     

C. 人数．  数．钱    D. 外行．  人行．道 

答案：B                   

 

68.下列汉字中，不是会意字的是： 

A.  男     B.  拿      

C.  狮     D.  取 

答案：C 

 

69.下列简称中错误的是： 

A.中国银行——中行  

B.美术作品——美品 

C.大学生运动会——大运会 

D.第二中学——二中 

答案：B 

 

70.下列成语中，加点的字不是一对反

义词的成语是: 

A.  不闻．不问．    B.  畏首．畏尾．     

C.  同甘．共苦．    D.  惩前．毖后． 

答案: A 

 

71. 汉语里的惯用语，活泼生动，常

用来比喻一种事物或行为，相当于一

个词或词组，它的意义往往不能简单

地从字面上推断。惯用语以三字结构

较常见。有一个惯用语，比喻用言语

或行动打击别人的热情。它是： 

A．拍马屁        B.泼冷水 

C. 穿小鞋        D.走后门 

答案：B 

 

72. “作业做完了，不知道对不对，你

帮忙        吧。” 

A. 看有点儿        B. 有点儿看 

C. 一下儿看        D. 看一下儿 

答案：D 

 

73.“就你一个人？再没有    同学了

吗？” 

A.别         B.其他  

C.另          D.别人 

答案：B 

 

74.“没想到姐姐的衣服你穿起来会这

么      ！” 

A．漂亮       B. 很美 

C．美好       D. 多美 

答案：A 

 

75.“路边，是一      杨树，树梢上

还传来一      鸟鸣声。” 

A.排排；阵阵   B.行行；只只 

C.棵棵；个个   D.层层；支支 

答案：A 

 

76.“汉语高手，      你莫属！” 

A. 不    B. 没     

C. 非    D. 别 

答案：C 

 

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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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都过    九点，我们才看见他

不急不忙    走进办公室。” 

A.了、的       B.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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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的、了       D.得、了 

答案：B 

 

79.“我现在不想吃饭，我先睡会吧，

今天写报告写了两个小时，的确

是      。” 

A.有点儿累  

B.一点儿累 

C.累一点儿     

D.累有点儿 

答案：A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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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就咱们两个人吃饭，你还要准

备四菜一汤，      太麻烦了吧？” 

 A.难道     B.为什么 

 C.未免      D.难得 

答案：C 

 

82.“看看你平时的表现，你得到今天

这样的结果，真是太     了。” 

A.正常     B.常常 

C.通常     D.往常 

答案：A 

 

83.“都不要说辛苦，比起你们，成天

为你们忙碌的父母      辛苦。” 

A.很        B.极 

C.更        D.还 

答案：C 

 

84.“您千万     这么夸我，我只是

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啊！” 

A.要        B.没 

C.不        D.别 

答案：D 

 

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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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下面的图，是在中国年轻人中流行

了很长时间的“    ”字，是在网络

聊天、论坛、博客中使用较为频繁的

字之一，它被赋予“郁闷、悲伤、无

奈”之意。  

 

A.哈         B.囧 

C.耶         D.分 

答案：B 

 
 

87.“他一直利用周末去打工，把钱存

起来，     能尽早买到一套他早就想

要的音响。” 



 

 8 

A.所以        B.因而 

C.为的是      D.因为 

答案：C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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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天气实在太热了，冰箱里的冷饮

都      喝光了。” 

A.从          B.由 

C.为          D.被 

答案：D 

 

90.“尽管这些天一直都下     大雪，

张师傅还是每天一大早就去上班，真

不容易啊！” 

A.上          B.着 

C.去          D.到 

答案：B 

 

91.下列哪项不是书写汉字时笔画的

先后顺序？ 

A．从上到下         B．从左到右 

C．先中间后两边     D．从内到外 

答案：D 

 

 

92.在高高的山崖上勒住马，比喻到了

危险的边缘及时清醒回头。这个成语

是： 

A．千军万马         B．马马虎虎 

C．悬崖勒马         D．马到成功 

答案：C 

 

93.三国时，刘备为了请诸葛亮出来帮

助自己打天下，曾经三次到诸葛亮隐

居的草房去拜访，最后一次才见到。

后来用来比喻真心诚意地一再邀请、

求教。这个成语是： 

A．三顾茅庐         B．三心二意 

C．三言两语         D．三足鼎立 

答案：A 

 

94．“去一下洗手间”、“解手”、“去方

便一下儿”的意思都是            

答案：上厕所 

 

95.下面哪种动物常被人用来比喻老

老实实勤勤恳恳工作的人？ 

A．松鼠           B．蚂蚁 

C．大公鸡         D．老黄牛 

答案：D 

 

96.下列哪一个词不是“喜笑颜开”的

近义词？ 

A．眉开眼笑        B．笑逐颜开 

C．笑容可掬        D．笑里藏刀 

答案：D 

 

四、连线题 

97.请用线条将左右两边意义相反或

相对的词语连接起来。 

安静              紧张 

奢侈              热情 

迷糊              嘈杂 

松弛              俭朴 

冷淡              清醒 

答案： 

安静              紧张 

奢侈              热情 

迷糊              嘈杂 

松弛              俭朴 

冷淡              清醒 

 

98.请为下面的名词选择合适的量词，

并用线条连接起来。 

一枚                电影 

一面                窗 

一部                邮票 

一顶                红旗 

一扇                帽子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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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                电影 

一面                窗 

一部                邮票 

一顶                红旗 

一扇                帽子 

   

 

99.请用线条将两边词语按近义词语

的关系连接起来。 

反复             阻挠 

忧虑             功绩 

封闭             担忧 

功劳             重复 

阻碍             闭塞 

答案： 

反复             阻挠 

忧虑             功绩 

封闭             担忧 

功劳             重复 

阻碍             闭塞 

 

100.从下面两组词语中选择合适的词

语来构成五组正确的汉语成语，并用

线条连接起来。 

百年         观天 

勇往         腾达 

一览         直前 

飞黄         树人 

坐井         无余 

 

答案： 

百年         观天 

勇往         腾达 

一览         直前 

飞黄         树人 

坐井         无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