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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

中文比赛试题集 

 

第一部分  汉语知识 （共 88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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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通

用语。 

答案：北京语音 

 

2. “队、退、会”这一组字的韵母相

同，都拼写为“        ”。 

答案：uei/ui 

 

3. “思、斯、四”这一组字的声母相

同，都是“_______”。 

答案：s 

 

4. “纸、笔、写”这一组字的声调相

同，都是         。 

答案：第三声（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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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在汉语中是个多音字，在“灾

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临危不惧，

千万不要被难．倒！”这句话中分别读

作      和       。 

答案：nàn、nán 

 

7. 在“一年一度”中，第一个“一”

读第____声，第二个“一”读第____

声。 

答案：四、二 

 

8. “不”在“不上不下”中读第______

声，在“不慌不忙”中读第____声。 

答案：二、四 

 

9. 形声字“轮”和“较”的形旁都是

“    ”，声旁分别是“    ”和

“____”。 

答案：车、仑、交 

 

10. “口”和“今”可以组成两个不

同结构的汉字，分别是“    ”和

“       ”。 

答案：吟、含 

 

11. 在汉语口语中，说一个人“没喝

过 什 么 墨 水 ” ， 意 思 是 这 个 人

“      很少”。 

答案：文化/知识/学问 

 

12. 汉语中有这样的句子：“听说你

乒乓球打得很不错，给我们露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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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请填写下面 3 个歇后语的后半部

分： 

1）孔夫子搬家_____________。 

答案：尽是输（书） 

2）竹篮打水_______________。 

答案：一场空 

3）打破砂锅_______________。 

答案：问（纹）到底 

 

14. 从“十、百、千、万”中选词填

空，分别组成成语。 

     年好合 

     众一心 

     篇一律 

     万火急 

答案: 百、万、千、十 

 

15. 在空格中填上一个合适的汉字，

从四个方向组成四个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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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里 

挑 

表 里 如     目 十 行 

帆 

风 

顺 

答案：一 

 

16. 选择合适的汉字填空，完成成语。 

（  ）  落  （  ）  出 

中          破 

  捞        （  ） 

（  ）        惊 

答案：（水）落（石）出 

        中      破 

        捞    （天） 

      （月）    惊 

 

17. 汉语成语“          ”，原指

“住在井底的青蛙永远只能看到井口

那么大的一块天”。常用来比喻见识

狭窄的人。 

 
答案：井底之蛙 

 

18. 用一个成语表示下面这幅图的

意思： 

 
答案：对牛弹琴 

 

19. 填写一个方位词，完成以下句子:

“在这种条件     ，我们不可能按时

完成任务。” 

答案：下 

 

20. 填写一个介词，完成以下句子：

“        我们大家看来，她的学习

成绩有了很大进步！” 

答案：在 

 

21. 汉语的谚语是民间集体创造、广

为流传、言简意赅并较为定型的艺术

语句，是民众的丰富智慧和普遍经验

的规律性总结。比如“刀不磨要生锈，

人不学要         。” 

答案：落后   

 

22. 现代汉语形容词有一种 ABB 式的

重叠式，如：“热乎乎、干巴巴、黑

洞洞”。请写出下面形容词后面常见

的叠音形式： 

暖             乱         

胖             亮         

答案（供参考）： 

暖洋洋（暖烘烘）、 乱糟糟（乱腾腾）

胖乎乎（胖墩墩）、亮晶晶（亮闪闪） 

 

23. 根据整个句子的意思，填写关联

词语，完成句子。 

“      我们早一点儿出门，     能

避开上班堵车的早高峰。” 

答案：如果/假如/要是/只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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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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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断题 

26. “山上是三十四个石狮子”，这

句话中声母是“sh”的汉字有 8个。 

答案：错误。6个（山、上、是、十、

石、狮）。 

 

27. “嗡”“萌”“中”三个字的韵

母是一样的，都是“ong”。 

答案：错误。嗡：ueng；萌：eng；中：

ong 。 

 

28. “加、掐、瞎”拼作 jā、qā、xā。 

答案：错误。应是 jiā、qiā、xiā 

 

29. 现代汉语中，“水手”“歌手”

“球手”“鼓手”“辩手”“枪手”

等词语中的“手”，实际上都指“擅

长某种技能的人或做某种事的人”。 

答案：正确。 

 

30. “闻、间、闭、闩、闪、闸、闯”

等汉字中的偏旁都有“门”，表示这

些字都和“门”的意思有关系。 

答案：错误。“闻”中的“门”与读

音有关系。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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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状态或性质。如“果汁儿”“针

尖儿”“指甲刀儿”等。 

答案：正确。 

 

32. “月”在“明”“期”“朋”中

原来都是表示“月亮”的意思。 

答案：错误。“月”在“朋”中不是。 

 

33. 汉语口语中有这样的句子：“我

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不再浪费时间

玩游戏了，请你不要给我泼冷水。”

其中“泼冷水”不是字面上的意思，

而是通过比喻的方式表示“用言语或

行动打击他人的热情”。 

答案：正确。  

 

34. “桌子”“椅子”“孩子”“孔

子”“面子”等词里的“子”都读轻

声，是词缀。 

答案：错误。“孔子”的“子”不读

轻声，不是词缀。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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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拔苗助长”这个成语的意思是

将苗拔起，帮助它生长。比喻不顾事

物发展的规律，强求速成，结果反而

把事情弄糟。 

答案：正确。 

 

37.成语“亡羊补牢”是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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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正确。 

 

38.成语“守株待兔”原比喻企图不经

过努力而得到成功的侥幸心理。现也

比喻死守狭隘经验，不知变通。 

答案：正确。 

 

39.成语“水滴石穿”是原指“水日积

月累可以滴穿石头”，现在用来比喻

“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总会得

到成功”。 

答案：正确。 

 

40.“我好不容易才买到回家的火车

票”和“我好容易才买到回家的火车

票”两句话的基本意思是一样的。 

答案：正确。 

 

41.“上海是中国大城市中的之一”这

句话表达正确。 

答案：错误。应该说“上海是中国的

大城市之一”或“上海是中国大城市

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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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上周末你去了哪些地方，真的不

想起来了吗？”这句话没有语法错误。 

答案：错误。应为“想不起来”。 

 

43.“她不但自己学习勤奋努力，所以

还抽出时间帮助同学，一起进步。”

这句话的关联词语用得准确。 

答案：错误。“所以”改成“而且”。 

 

44.“虽然你的想法没有错，可却你没

有正确地表达出来，结果同学们误解

你了。”这句话的语序是对的。 

答案：错误。“却”应放在“你”的

后面。 

 

45.“昨天大伙儿都来参加晚会了，你

为什么没来吗？”这句话说得不对，

应该说成“昨天大伙儿都来参加晚会

了，你为什么没来呢？” 

答案：正确。 

 

46.“他明天不来学书法”和“他明天

没来学书法”都是正确的句子。 

答案：错误。第二句错误。 

 

47. A: 你真漂亮！ 

    B: 哪里哪里！ 

上面的对话中，B想问A自己哪里漂亮。 

答案：错误。“哪里哪里”是一种谦

虚的说法。 

 

48.“咱们得快点儿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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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要）不然（的话）” 

 

49.“请你把书放。”这句话不符合汉

语“把”字句的要求，可以改成“请

你把书放下。” 

答案：正确。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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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选择题 

51.下面这些词的拼音有拼写错误

的是： 

A. 舒服  shūfu   

B. 面包  miàmbāo 

C. 优秀  yōu xiù 

D. 语言  yǔyán 

答案：B 

 

52.下列汉字字义为“树木很多的样

子”的是：   

A. 淼            B. 森 

C. 磊            D. 众 

答案：B 

 

53.下列四组词语中，加点汉字读音相

同的一组是： 

A. 单数． 数．学     B. 家长． 长．远 

C. 声乐． 乐．观     D. 银行． 自行．车 

答案：A                              

 

54.下列汉字中，不是形声字的是： 

A. 蜘            B. 简      

C. 林            D. 唱 

答案：C 

 

55.“今年来我们学校留学的学生，据

我所知，欧美学生有上百个．．．”其中“上

百个”的意思是: 

 A. 上学的有一百个   

 B. 接近一百个人    

 C. 上面的一百个人    

 D. 一百个上来了 

答案：B 

 

56.看你，都跑出一    汗了，赶紧擦

擦吧！ 

A. 次   B. 趟     C. 滴    D.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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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57. 我的作业做完了，不知道做得对

不对，你帮我检查一    吧。 

A. 个            B. 趟 

C. 本            D. 遍 

答案：D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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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我刚到中国的时候，汉语一点儿也

不会说，和    都没办法交流。 

A. 哪儿          B. 什么  

C. 怎么          D. 谁 

答案：D 

 

60.有些人早上赶时间，经常来不及吃

早饭，长期这样，     身体健康很

不利。   

A. 把            B. 给 

C. 对            D. 为 

答案：C 

 

61.“张总是我们公司的一把手．．．”这句

话中的“一把手”意思是： 

A. 工作能手  

B. 清洁工人   

C. 文字秘书   

D. 最高领导 

答案：D 

 

62.大家一致认为只有你去才能解决

那个难题，所以你    去    可！ 

A. 没、不    B. 不、没     

C. 非、不    D. 别、不 

答案：C 

 

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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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四点半，我们就看见他急急

忙忙    跑出办公室下班了。 

A. 就、地         B. 刚、得 

C. 才、地         D. 一、就 

答案：C 

 

65.下了一夜的雨，我早上出门上学，

觉得       。 

A. 有点儿冷     B. 一点儿冷 

C. 冷一点儿    D. 冷有点儿 

答案：A 

 

66.你说了这么多，可我真的一点儿都

_______！ 

A. 听没懂         B. 听懂没 

C. 没听懂        D. 不听懂 

答案：C 

 

67.这么简单的对话，对于我这个学了

四年中文的人来说，真是      一碟！ 

A. 小意思        B. 小麻烦 

C. 小菜          D. 凉菜 

答案：C 

 

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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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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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她今天到底．．能不能来上课啊？” 

这句话中，“到底”可以被下列哪个

词替换？ 

A. 怎么           B. 居然 

C. 竟然           D. 究竟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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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您千万     客气，这都是我应该

做的。 

A. 非             B. 没 

C. 不             D. 别 

答案：D 

 

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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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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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高速列车以 250多公里的时速从广

州开     长沙。 

A. 对             B. 往 

C. 在            D. 朝 

答案：B 

 
 

75.“老李师傅做的菜就是棒，十里外

就能闻到菜的香味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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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76.下面四个词语都有“事情来得很

急，没有预料到”的意思，下列哪一

个词可以放在“这事来得太       

了！”这句话中： 

A. 忽然          B. 骤然 

C. 猛然          D. 突然 

答案：D 

 

77.客人们远道      来，我们准备了

一些本地的特色菜招待大家。 

A. 从            B. 由 

C. 起            D. 而 

答案：D 

 

78.我终于想     了，她是我小学同

班同学。 

A. 起来          B. 出去 

C. 过去          D. 上来 

答案：A 

 

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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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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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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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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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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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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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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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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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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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连线题 

87. 请用线段将左右两边意义相近或

相似的词语连接起来。 

 

 

 

告诫              聪颖 

确定              了解 

感动              警告 

聪明              断定 

知道              打动 

 

 

答案： 

告诫              聪颖 

确定              了解 

感动              警告 

聪明              断定 

知道              打动 

 

88. 请为下面的名词选择合适的量

词，并用线段连接起来。 

一辆              小说 

一口              彩虹 

一部              汽车 

一场              水井 

一道              电影 

 

答案： 

一辆              小说 

一口              彩虹 

一部              汽车 

一场              水井 

一道              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