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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文化常识   

一、选择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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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国历史上，______曾是 13个王朝

的首都。在 1 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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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        D．开封  

答案：B  

 

 

3. 2012年 10月１１日，瑞典文学院

宣布将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

作家        。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A. 余秋雨      B．贾平凹 

C．莫言        D．铁凝 

 

 
答案：C 

 

4．“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形象

地表达了吃苦耐劳、团结包容以及

________的传统美德。  

A．勤俭持家    B．勤奋努力  

C．礼貌谦让    D．见义勇为 

答案：B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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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        B．本草纲目  

C．伤寒杂病论       D．神农本草经  

答案：B 

 

6. 加拿大美声歌唱家托马斯是孔子

学院总部主办“I Sing Beijing―国

际青年声乐家汉语歌唱计划”的学员，

他在 2013年春晚与中国京剧名角于魁

智合作演唱     经典唱段《迎来春色

换人间》。 

A．京剧        B．昆曲  

C．相声        D．快板  

答案：A 

 

 

7.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也是人类的

发源地之一。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是

距今约 170万年的_______。 

A．蓝田人         B．元谋人  

C．山顶洞人       D．北京人 

答案：B  

 

8. 长鼓舞是________民族舞蹈，以击

打长鼓，边击边舞而得名。  

A．苗族          B. 朝鲜族  

C．藏族          D. 维吾尔族 



 

 2 

 

答案：B  

 

9.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指南

针、造纸术、印刷术和______这“四

大发明”展现了中国古代灿烂的科技

文化。  

A．日晷         B.地动仪     

C．火药        D.针灸    

答案：C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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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曲词典雅、行腔宛转、表演

细腻，对后来的京剧和众多地方戏曲

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A．评剧         B.豫剧     

C．昆曲       D.潮剧     

答案：C    

 

 

11. ________是流行于中国甘肃、宁

夏、青海、新疆等省区，汉、回、裕

固等民族中的一种山歌形式，2009 年

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 

A. 信天游        B.长调 

C. 花儿          D.晨歌 

答案：C 

 

12．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文化活动，

中国人离不开_______。它既是解渴润

喉的饮品，又是聚会待客的必备，被

誉为“国饮”。 

A．豆浆          B．茶 

C．可乐        D．酒 

答案：B 

 

13. 重阳节为农历的九月九日，在汉

语中“九九”的发音与“久久”相同，

象征着生命长久。1989 年，中国政府

把这一天定为______，倡导敬老爱老

的风气。 

A. 父亲节        B. 敬老节 

C. 母亲节        D. 中秋节   

答案： B 

 

14. 以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及其名

剧命名的茶馆_______ ,开业以来，

接待了近 47 位外国元首、众多社会

名流和 200 多万中外游客。成为展

示民族文化精品的特色“窗口”和

连接国内外友谊的“桥梁”。   

A. 吴裕泰茶庄    B.张一元茶庄   

C. 老舍茶馆      D.陶陶居茶楼 

答案：C  

 

15. 旧时中国店铺的门口，常写有 

“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八个大字。

这说明中国自古就提倡公平交易、诚

实待客的行业道德。这八个大字中的

“叟”指的是_____＿。 

A．儿童         B. 熟人  

C．老人         D. 生人 

答案：C 

 

16. 世界上最早的地震仪器“地动仪”

是由东汉时期的科学家_______发明

创造的。 

A.僧一行            B. 张衡 

C.沈  括            D. 扁鹊 

答案：B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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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及美好祝愿。“婵娟”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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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 。 

A. 高山         B.月亮 

C. 流水        D.太阳    

答案：B 

 

18．“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

自 2002年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    

届。来自世界 80多个国家的 1000多

名大学生先后来华参加了复赛、决赛；

目前，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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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国青年中间架起了一座沟通心

灵的桥梁。 

A．11             B. 12 

C. 14             D. 9 

答案：B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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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希腊文化、印度文化、

南亚文化、中亚文化在这里交汇，甚

至鲜卑气韵与汉文化都在这里融为一

体。 

A. 云冈石窟         B.莫高窟 

C. 龙门石窟         D.麦积山石窟  

 
答案：C   

 

20. 无论是追求时尚生活的年轻一

代，还是保持勤俭美德的老一辈，越

来越多的中国人加入到了低碳环保的

行列，_______上下班已成为一种新时

尚。  

A. 开车            B. 打的 

C. 等车            D. 拼车  

 

答案： D 

 

21. “火把节”是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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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消灾降幅。 

A．藏         B. 彝   

C．瑶        D. 侗   

 

答案：B  

 

22.《阿 Q正传》是中国著名现代文学

家_______ 先生的小说代表作。  

A. 老舍           B. 巴金 

C. 鲁迅           D. 矛盾 

答案： C 

 

23. “________”被认为是世界上最

早使用的纸币，发行于北宋时期的成

都。 

A．五铢钱       B．通宝  

C．贝币         D．交子   

答案： D 

 

24. “轻似蝉翼白如雪，抖似细绸不

闻声”是人们对_______的赞誉。明清

以来，许多书画大家都用它来书写作

画，它也是非常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A.棉           B.宣纸 

C.麻           D.丝绸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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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古诗“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

旬动地京”中的“正月”指的是农历

______。  

A. 一月          B.二月   

C. 十一月        D.十二月  

答案：A  

 

26.苏州是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园林城

市，现在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古代园林

有 70多个，其中________、拙政园、

狮子林、沧浪亭被称为苏州 “四大名

园”。 

A. 怡园           B.留园  

C. 网师园         D.环秀山庄 

 

答案：B  

 

27. 刺绣，是中国著名的传统手工艺

品。中国刺绣的品种很多，江苏的苏

绣、湖南的湘绣、广东的粤绣和_____

的蜀绣，被称为中国“四大名绣”。 

A.福建          B.四川      

C.安徽          D.江西 

答案：B 

 

28. _______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演员只凭一双手、一盏灯甚至一轮明

月，就可以展开巧思，通过手势的

变化，创造出栩栩如生的形象。 

A．皮影戏        B．木偶戏 

C. 手影戏        D. 纸影戏 

 

答案：C 

 

29．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

一部天文学著作是《_____》。 

A. 天文         B. 天工开物 

C. 天文星占     D. 甘石星经 

答案： D 

 

30. _______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一，主要通过经络、腧穴的作用，

运用“针法”和“灸法”来治疗全身

疾病。  

A．针灸           B．拔罐  

C．推拿           D．刮痧  

答案：A 

 

31.北京的故宫，这座_______ 两朝的

皇宫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建筑

群。 

A．唐宋    B．宋元  

C．明清    D．隋唐  

 

（插图） 

答案：C 

32. 中国古代神话_______的故事，是

远古中国人对人类起源的认识，也是

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生活的一种反映。 

A．羿射九日   B．精卫填海  

C．女娲造人   D．盘古开天  

http://baike.baidu.com/view/562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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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33.“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体现了中华民族________的

传统美德。  

A．勤俭持家    B．尊老爱幼  

C．礼貌谦让    D．见义勇为 

答案：B  

34.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

烂的历史和文化，同时也形成了自己

的道德观念，“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形象地表达了中华民族________的传

统美德。  

A．勤俭持家    B．诚实守信  

C．礼貌谦让    D．见义勇为 

答案：B  

35．_______是中国独有的民族体育

运动之一，是以简单小巧、信手可得

的物件练出高超技艺的代表节目。它

不仅是锻炼身体的手段，也是一种

优美的艺术表演，很具观赏性。 

A. 踢毽子         B.踩高跷   

C. 滚铁环         D.抖空竹   

 

答案：D   

36. 京剧脸谱表示“忠勇”的象征颜

色是_______。  

A. 白色           B. 红色 

C. 蓝色           D. 黑色  

 

答案：B  

 

  

二、填空题 

37. 中国道家思想的创始人是春秋末

年的______，他的著作《道德经》对

后来的中国人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

响。 

答案：老子  

 

38.     是中国近代杰出的画家，他

以画虾闻名于世。《墨虾》、《牧牛图》、

《蛙声十里出山泉》等都是他的传世

画作。  

答案：齐白石 

 

39.我国最早、最大的祭祀孔子的祠庙

为_______，位于山东曲阜市。占地约

10 万平方米，殿堂 466 间。主要建筑

物有金、元两代的碑亭、明代建造的

奎文阁和清代重修的大成殿。  

答案：曲阜孔庙  

 

40. 一条简单的红绳能变幻成几十种

精巧的结扣。从旧石器时代的结绳记

事到今天的装饰艺术，_______历经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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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而不衰，它是中国人智慧和情致的

体现。 

 
答案：中国结  

 

41. 《五经》是指中国传统典籍中的

《____》、《尚书》、《礼记》、《周易》、

《春秋》。 

答案： 诗经 

 

42. 目前，世界上唯一存活的象形文

字是被誉为文字  “活化石”的

_______。 

答案：东巴文  

 
 

43. 中国古代有许多能工巧匠，其中

一位叫______，她不仅改进了弹棉花

的弹弓，还制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

的纺纱工具——三锭脚踏纺棉车。  

答案：黄道婆 

 

44. ______习俗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

史，人们将衣服熏香以示敬畏和礼貌。 

答案：焚香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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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

和_______合称中国古代四大文学名

著。 

答案： 《红楼梦》 

 

47. 万里长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

创造力和聪明才智，是中华民族的象

征，是世界________之一。 

 

答案：七大奇观 

 

48. ______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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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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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目前，中国人普遍的休闲方式是

旅游。有些人不参加旅行团，而是自

己安排交通、行程、食宿等旅游事宜，

这种旅游方式叫“______”或“自驾

游”。 

答案： 自助游 

 

51. _______又叫刻纸、窗花或剪画，

是中国最普及的民间传统装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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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答案：剪纸 

 

52．“巾帼”是中国古代妇女的头巾和

发饰，后来成为妇女的代称，所以人

们常把杰出的妇女称为“______”。  

答案：巾帼英雄 

 

53. 国际著名钢琴家     ，曾经在白

宫演出，是受聘于世界顶级的柏林爱

乐乐团和美国五大交响乐团的第一位

中国钢琴家。 

 

答案：郎朗 

 

54. 中医诊病的基本方法是“望、闻、

问、______”四诊法。 

答案：切 

 

55. 中国园林艺术是以山、水、花木、

________四种基本要素组合而成的综

合艺术。 

答案： 建筑 

 

 

56.中国       位于北京市天安门广

场西侧，是国家表演艺术中心，推出

歌剧、音乐会、舞蹈、戏剧、戏曲等

高雅艺术和民族艺术。 

 

答案：国家大剧院 

57. 华 埠 或 中 国 城 也 被 称 为

_______，最初是华人移民及所开店

铺的聚集区，现在已成为中华文化

区的代名词，无论餐饮、娱乐还是

商业活动，都体现出鲜明的华夏色

彩。 

  

答案：唐人街 

58. 蓝印花布和______是中国民间的

传统印染工艺品。 

答案： 蜡染 

 

59. 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老文字叫

_______，它记录了 3000 多年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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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史

料。  

答案：甲骨文 

 

60.  青松、翠竹和______这三种植物

历来被中国人所喜爱，原因就在于它

们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显示出生机勃

勃的活力，象征着中国人所敬慕和追

求的高尚情操。  

答案：冬梅  

 

61. 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人们，利用

那里又深又厚的黄土层，建造了一种

独特的民居________。 

 
答案：窑洞 

 

62.悬挂在北京大钟寺内的_______是

明代永乐年间铸造的，钟身内外都铸

有佛经、咒语，总计 230000多字，享

有“古代钟王”的美誉。   

答案；永乐大钟 

 

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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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1969 年出土于中国甘肃省武威县

的青铜器_______，是中国青铜艺术的

奇葩，现在已成为中国旅游的标志。 

 

答案： “马踏飞燕” 

65. 明代的国子监既是教育行政管理

机构，又是国家的________。 

答案：最高学府 

 

66. 国内外公认的中国著名的“杂技

之乡”是中国河北_______。  

答案：吴桥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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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七次 

 

68. 明朝时，意大利传教士________

来到中国，与徐光启合作翻译了欧几

里德的《几何原理》。  

答案：利玛窦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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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张骞 

 

70. _____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

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是中国的第

一位皇帝。  

答案：秦始皇 

71. 图片所展示的是中国一种传统

拳术_________。它的动作刚柔相济，

符合人体结构和大自然运转规律，既

可增强体质又可防止疾病，深受人们

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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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太极拳 

72.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物产、气候和

生活习惯不同，人们的口味也不一样，

有“_______、北咸、东辣、西酸”之

说。  

答案：南甜 

73.中国人常说自己是_______子孙。

这是因为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而华

夏族把炎帝和黄帝看作自己的祖先。 

答案：炎黄 

74. _________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数学

家，在世界数学史上第一次将圆周率

（π）值计算到小数点后七位。 

答案：祖冲之 

75. 唐诗“两个黄鹂鸣翠柳”的下一

句是_______。 

答案：“一行白鹭上青天” 

76.泥人张彩塑的创始人张明山，是清

朝末年艺林的一位名扬中外的传奇式

人物。他的彩塑作品生动传神，就像

把真人浓缩了一样，被人们亲切地称

为_______ 。 

 

 

答案：“泥人张” 

77.  中国人逢有新婚吉庆时，都爱在

门口、厅堂等处贴上大红的______， 

寓意好事成双、大吉大利。 

答案：双喜字 

     

78. 中国古代名篇_______是被后人

誉为“书圣”的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 

代表作品。 

答案：《兰亭集序》 

  

79.  三国时期蜀汉丞相_______，是

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

和文学家，是中国人心目中忠臣的楷

模，智慧的化身。  

  

答案：诸葛亮 

http://baike.baidu.com/view/668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8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29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5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7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0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9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9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8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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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断题 

80．中国古琴是世界最古老的弹拨乐

器之一，主要由弦与木质共鸣器发音，

至今已有 3000多年历史，是中国古代

精神文化在音乐方面的主要代表之

一。  

 

答案：正确。 

 

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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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记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足迹，

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 

 

答案：正确 

 

82．“乐府”原指汉代的一种机构，它

的职责是收集、采撷文人诗和民间歌

谣，并配上乐曲。后来，由乐府收集、

编制的诗也被称为乐府。 

答案：正确。  

 

83. 为加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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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女书”又叫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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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又叫做

“江永女书”。 

  

答案：正确。 

85．《马可·波罗游记》详细介绍了当

时中国的政治、风俗、宗教、城市及

物产，描绘了一个神奇的东方世界，

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文明的向往。  

 

答案：正确。 

 

86. 中国古代历法除了甲子纪年法

外，还以鼠、马、牛、羊等十二生肖

为纪年办法，因此 2013年又叫蛇年 。  

http://baike.baidu.com/view/94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4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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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正确。 

 

87.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中国最古老

的棋类。隋唐时期传到日本，19 世纪

时又传到欧洲，现在已发展成为一种

重要的国际体育竞赛项目。 

答案：正确。 

 

88.汉字的形态与图画有着天然的联

系，这就使得汉字的书写不仅有表达

意义的作用，更有对审美的追求。所

以人们说，中国书法是“纸上的舞蹈”。 

答案：正确。 

 

89. 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诗

经》。   

答案：正确。  

 

90. 饮食是所有文化的基础，它展示

了普通中国人的人生况味。2012 年，

一部以美食为主题的纪录片《舌尖上

的中国》一炮而红，引发热议。 

答案：正确。 

 

91. 谚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说

的是传说中的铁拐李等八位仙人过海

时不用舟船，各有一套法术，后来比

喻各人使出自己的本事。 

 

答案： 正确。 

 

92．武陵源自然风景区，由张家界国

家森林公园、索溪峪、天子山三大景

区构成，1992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 入 《 世 界 自 然 遗 产 名 录 》。 

 

答案：正确。 

93. 王府井是北京最繁华、最著名的

商业街之一。得此名一是因为明朝曾

经在此建了座十王府，二是因为这里

曾经有一口远近闻名的甜水井。 

答案：正确。 

 

94. 大约在 3000多年前，中国就有扇

子了。在扇面上题诗作画，是中国扇

子的一大特色。 

答案：正确。  

  

 

95. 中国画又叫国画，它是用毛笔、

墨及颜料在宣纸或绢上画出的画。 

答案：正确。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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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把每年的 9月

10日定为“教师节”，以表达对教师的

尊重。 

答案：正确。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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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答案：正确。 

 

 

98. 古诗文中常提到的“花中四君子”

指的是梅、竹、兰、松。   

 

答案：错误。应为“梅、竹、兰、菊”。 

 

99. 抖空竹是中国独有的民族体育

运动之一，是以简单小巧、信手可得

的物件练出高超技艺的代表节目。它

不仅是锻炼身体的手段，也是一种

优美的艺术表演，很具观赏性。 

答案：正确。  

 

100. 妈祖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航海

保护神，妈祖信俗是以崇奉和颂扬妈

祖的立德、行善、大爱精神为核心，

以祭祀庙会、民间习俗和故事传说等

为表现形式的影响广泛的民俗文化。

妈祖信俗已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 

答案：正确。 

  

101．按照中国农历的纪年法，一年有

24个节气，譬如立春、清明、白露等。 

答案：正确 

102.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是慈

禧太后。  

答案：错误。唯一的女皇帝是武则天。 

 

103. 庙会本来是是一种隆重的祭祀

活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交流的

需要，庙会逐渐成为中国市集的一种

重要形式。  

答案：正确。 

104. 中国古代认为有些动物具有灵

性，把它们合称为“四灵”。你知道

它们都是哪些动物吗？  

答案：麒麟、凤凰、龙、龟 

105.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

各地的气候条件和生活方式不同，因

此，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民居风格。请

列举你所知道的中国民居。 

答案：北京四合院、西北黄土高原窑

洞、内蒙古草原的“蒙古包”、福建、

广东等地的客家土楼。 

 

四、连线题 

106. 桥梁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勤劳智慧的

中国人修建了数以万计奇巧壮美的桥

梁。请将下列著名的桥梁与其所在地

连线。 

 灞  桥           北京城外 

卢沟桥           陕西西安 

赵州桥           广东潮州 

广济桥           河北赵县   

宝带桥           福建泉州 

洛阳桥           江苏苏州 

答案：  

灞  桥           北京城外 

卢沟桥           陕西西安 

赵州桥           广东潮州 

广济桥           河北赵县   

宝带桥           福建泉州 

洛阳桥           江苏苏州 

 

107. 请将下列中国的传统节日与其

农历日期连接起来。 

正月初一           元宵节 

正月十五           春  节 

五月初五           乞巧节  

七月初七           端午节 

八月十五           重阳节 

九月初九           中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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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正月初一           元宵节 

正月十五           春  节 

五月初五           乞巧节  

七月初七           端午节 

八月十五           重阳节 

九月初九           中秋节 

 

108. 楼阁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佼佼

者，它们坐落在奇山秀水间，点缀出

一幅幅富有诗情画意的美景。请将下

列楼阁与其所在地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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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非常注重语

言美，凡是说到与对方有关的行为、

人物或事情时，大都要使用尊敬、委

婉的说法。例如，称别人的姓、名为

“贵姓、大名”等。请将下列说法与

它们指代的对象连线。 

贵庚           对方的住处   

尊府           对方的年龄 

令尊           对方的儿子    

令堂           对方的女儿   

令郎           对方的父亲    

令爱           对方的母亲     

 

 

答案： 

贵庚           对方的住处   

尊府           对方的年龄 

令尊           对方的儿子    

令堂           对方的女儿   

令郎           对方的父亲    

令爱           对方的母亲   

  

五、列举题 

110. 书院是中国唐宋至明清时期出

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

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

所。请列举中国古代四大书院（至少

两项）。 

答案 ：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

书院、应天书院（也有这样一说：石

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

天书院） 

 

111. 中国的面点小吃历史悠久，风味

各异，品种繁多。面点小吃的历史可

上溯到新石器石代，当时已有石磨，

可加工面粉，做成粉状食品。到了春

秋战国时期，已出现油炸及蒸制的面

点。此后，随着炊具和灶具的改进，

中国面点小吃的原料、制法、品种日

益丰富，出现许多大众化风味小吃。

请列举几种。 

答案（供参考）：饺子、面条、拉面、

煎饼、汤圆、烧麦、春卷、粽子、元

宵、油条等。 

  

112. 中国民间音乐文化历史悠久，在

漫长的历史中，发展出一系列富有鲜

明民族特色的乐器。试列举出你知道

的三至五种。  

答案（供参考）：箫、笛子、古琴、琵

琶、二胡、扬琴等。 

 

113．请列举出你知道的中国功夫（至

少三项）。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90%E5%99%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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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供参考）：太极拳、咏春拳、猴

拳、虎拳、八卦掌等。 

 

114.中国古代的文人所推崇和要掌握

的四门艺术，被称为“文人四艺”或

“秀才四艺”。请问是哪四艺？ 

答案：琴、棋、书、画。  

 

115. 中国菜是指发源于中国的烹饪

方式，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

菜讲究色、香、味、意、形，烹饪方

法也多种多样。试举出你熟悉的烹饪

方法（至少四种）。 

答案（供参考）：炒、煎、炸，溜、煮、

炖、蒸、烤等。 

  

116．茶是中国的传统饮品，你知道中

国茶有那些品种（至少两项）？ 

答案（供参考）：红茶、绿茶、花茶、

砖茶、沱茶等。 

 

117. 文学是中国文化中最灿烂的一

部分，从远古神话到唐诗宋词、明清

小说…… 涌现出了许多不朽的文学

作品。请列举你熟悉的作家或作品（至

少三项）。 

答案（供参考）：李白，杜甫，白居

易，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吴承

恩等。  

 

六、影音题 

118．[播放视频] 请问刚才播放的电

影名称是什么？  

答案：动画片《西游记》 

 

119. [播放视频] 请问视频里的人正

在做什么？ 

答案：包粽子  

 

120. [播放视频] 请问这种民间艺术

是什么？ 

答案：皮影戏 

 

121. [播放视频《李小龙传奇》片段] 

请问视频中的武打演员是谁？ 

答案：李小龙  

122. [播放视频] 请问这种民间艺术

是什么？ 

答案：木偶戏 

123．[播放视频] 请问这种民间舞蹈

形式叫什么？  

答案：秧歌舞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3%B9%E9%A3%A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3%B9%E9%A3%A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6%96%87%E5%8C%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