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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

中文比赛试题集 

 

第三部分 汉语知识（共 48 题） 

 

一、填空题（共 25题） 

1.____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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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通用

语。 

A 普通话      B 东北话 

C 北京话 

2.“救、修、秋”这一组字的读音韵

母相同，都是“____”。 

答案：iou/iu 

 

3.“没、门、忙”这一组字的读音声

母相同，都是“____”。 

答案：m  

 

4.“卖、百、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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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汉语中是个多音字，在词

语“美好”中读作     ，在词语“爱

好”中读作    。 

答案：hǎo、hào 

 

7.在“一模一样”中，第一个“一”

念第____声，第二个“一”念第____

声。 

答案：四、二 

 

 

8.“不”在“按兵不动”中念第____

声，在“不耻下问”中念第____声。 

答案：二、四 

 

9.形声字“海”和“江”的形旁都是

“    ”，声旁分别是“    ”和

“____”。 

答案：氵、每、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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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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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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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现代汉语形容词有一种 ABB式的重

叠式，如：傻乎乎、圆滚滚、沉甸甸。

请写出下面形容词 A 后面的常见叠音

形式 BB： 

金：             黄：          

红：             绿：          

答案（供参考）：金灿灿、黄橙橙、红

彤彤（红通通、红艳艳、红扑扑）、绿

油油（绿幽幽、绿悠悠）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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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汉语中有这样的句子：“听说你湖

南菜做得很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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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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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请填写下面 4 个歇后语的后半部

分： 

（1）芝麻开花，_____________。 

答案：节节高 

（2）竹篮打水，____________。 

答案：一场空 

（3）孔夫子搬家，_____________。 

答案：尽是输（书） 

（4）肉包子打狗，_____________。 

答案：有去无回 

 

17. 看图猜成语。 

 

 

 

 

 

 

 

 

 

答案：画蛇添足 雪中送炭 刻舟求剑 

守株待兔 

 

18.从“十、百、千、万”中选词填空，

分别组成成语。 

 

（1）    拿九稳 

（2）    方百计 

（3）    折不屈 

（4）    象更新 

答案:十、千、百、万 

 

19.在空格中填上一个合适的汉字，从

四个方向组成四个成语。 

赞 

不 

         绝 

良 药 苦     是 心 非 

         若 

         悬 

         河 

答案：口 

 

20.表示“做事拿不定主意，不能决定，

犹 豫 不 决 ” 之 意 。 这 个 成 语 是

“         ”。 

答案：三心二意 

 

21.选择合适的数字填空，完成成语。 

（  ）  分  （  ）  裂 

面          湖 

（  ）      （  ） 

方          海 

答案：四分五裂 

      面  湖 

      八  四 

      方  海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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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有的格言教给人们做人的准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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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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填写关联词语，根据句意完成句

子。“     感冒，   不能和你一起去

购物了。” 

答案：因为/所以 

 

25.填写关联词语，根据句意完成句

子。“小李     聪明，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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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 

 

二、选择题（共 30题）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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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C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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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下列四组词语中，加点汉字读音

相同的一组是： 

A. 鲜花 花钱  B. 请假  假把式 

C. 音乐 快乐  D. 外行  人行道 

答案：A 

 

29. 下列四组词语中，加点汉字读音

不相同的一组是： 

A. 汉朝 朝前走   B. 请假 假期 

C. 音乐 快乐     D. 外行 行业 

答案：C      

 

30.找出下列有错字的一组是_____。 

A. 作业     B. 间题     

C. 休息     D生日 

答案：B 问题 

 

56. 下列汉字中，不是形声字的是： 

A. 功       B. 露      

C. 甜       D. 梅 

答案：C 

 

57.下列汉字中，字义表示“水很大

的样子”的是： 

A. 淼          B. 森    

C. 焱          D. 垚 

答案：A 

 

58.“跑了七八里路，都跑出一    汗

了！” 

A. 次         B. 个 

C. 人         D. 身 

答案：D 

 

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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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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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的、了       D. 得、了 

答案：B 

 

61.“疆域辽阔的中国位     太平洋

西岸，亚欧大陆的东部。” 

A. 为         B. 于 

C. 在         D. 有 

答案：B 

 

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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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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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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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汉语高手，      你莫属！” 

A. 不    B. 没     

C. 非    D. 别 

答案：C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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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现代女性常常为了保持苗条的

体形    吃得越来越少，这样其实

对身体健康不利。   

A. 却       B. 则   

C. 而       D. 且 

答案：C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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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我的书包不见了，我找遍了教学

楼，问了每个人，    都说没看见！” 

A. 哪儿       B. 那儿  

C. 这儿       D. 谁 

答案：D 

 

37.“你到底知道不知道答案啊？” 这

句话中，“到底”可以被“     ”替

换，而不会改变整个句子的意思。 

A. 怎么      B. 居然 

C. 竟然      D. 究竟 

答案：D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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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所以        B.因而 

C.为的是      D.因为 

 

39.“这问题太难解决了！都两个小时

了，我一点法子也想     。” 

A. 不出         B. 不能 

C. 不动         D. 不够 

答案：A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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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D 

 

41.“我现在不想吃饭，我先睡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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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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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他来中国留学,带来上百斤行李。

“上百斤”的意思是: 

A．一百斤以上     B．接近一百斤    

C．上面的一百斤   D. 超过一百斤 

答案：B 

 

44.“这是我们厂的拳头产品。”这句

话中的“拳头产品”意思是： 

A. 拳击手套       B. 保暖手套    

C. 护手产品       D. 优质、主打产

品 

答案：D 

 



5 
 

45.哈尔滨是_______。 

A.有着几千年历史一座的悠久城市   

B.一座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悠久城市      

C.一座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城市  

D.悠久的有着几千年历史一座城市 

答案：C 

 

46.下列简称中不规范的是： 

A.中国工商银行——工行  

B.现代汉语——现汉 

C.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冬奥会 

D.航空母舰——航母 

答案：B 

 

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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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夜空中的星星眨着眼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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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