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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届远东及滨海边疆区大

学生汉语比赛暨全俄“汉语

桥”选拔赛试题集 

第二部分  国情知识 （共 103 题） 

一、填空题 

1. 中国位于亚洲大陆东部、太平洋西

岸，陆地面积约        平方公里。 

答案：960万 

 

2. 中国在南极有四个科学考察站，它

们分别是：        、中山站、长城

站和昆仑站。 

答案：泰山站 

 

3. 中国最早的百科全书是《      》。 

答案：永乐大典 

 

4. 2017 年 10 月 18 日至 24 日，举世

瞩目的中国共产党        全国代表

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这次大会，是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

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吹响了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的前进号角。 

答案：第十九次 

 

5.他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利用中国野生稻资源培育出了世界闻

名的杂交水稻，指导的中国超级杂交

稻平均亩产破 900公斤，创世界杂交

水稻较大面积亩产最高纪录，他是   

 。 

答案：袁隆平 

 

6.  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是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     

       ”的简称。 

答案：海上丝绸之路 

 

7. 2017 年 3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

通知，决定设立河北        。这是

继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之后

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

计、国家大事。 

答案：雄安新区 

 

8. 2016 年 9 月，全长 55 公里、世界

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主体

桥梁工程全线贯通。 

答案：港珠澳大桥 

 

9. 中国有 34 个省级行政区，包括 23

个省、        个自治区、       个

直辖市、        个特别行政区。 

答案：5、4、2 

 

10. 中国通信行业三大运营商分别是

中国联通、中国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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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中国电信 

11. 孔子的故乡是山东省曲阜。曲阜

是春秋时期鲁国的都城，这里有丰富

的文化遗产，其中最著名是曲阜三孔：

        、       、           。  

答案：孔庙、孔府、孔林 

 

12. 中国人口在地域上的分布特点是 

     多     少。 

答案: 东, 西 

 

13. 歌曲“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

季春常在”中的“天涯海角”位于中

国最南端的海南省，2011 年它成为世

界第四个        。 

答案：离岛免税区 

 

 

14. 2017 年 7 月 1 日，庆祝香港回归

祖国       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

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在香港会展

中心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

发表重要讲话。 

答案：20 

 

15. 2006 年 7月 1日，        铁路全

线通车，它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

高原铁路。 

答案：青藏 

 

16.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前身是  

          。 

答案：京师大学堂 

 

17.辛亥革命后出现了剪发辫、易服

饰、改称呼等社会习俗方面的变化。

国民初年        和         分别

是男士和女士最为时尚的服装。 

答案：中山装、旗袍 

 

18.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中医学专著是 

             。 

答案：《黄帝内经》 

 

19.1981 年至 1986年，中国在世界杯、

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上蝉联世界冠

军，成为历史上第一支在世界大赛中

连续五次夺魁的队伍。这支队伍是   

      。 

答案：女子排球队 

 

20.“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是中国领导人       提出

来的。 

答案：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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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择题   

21.        是中国大陆的报警电话

号码。 

A. 120            B. 119 

C. 114            D. 110 

答案：D 

 

22. 中国最大的港口是        ，其

吞吐量位居世界第一位。 

A. 连云港      B. 深圳港 

C. 青岛港       D. 上海港 

答案：D 

 

 

 

23. 熊猫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动物之

一，数量十分稀少，属于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体色为黑白相间，被誉为“中

国国宝”。现存的主要栖息地是中国

的           等省。 

A  四川、陕西、甘肃              

B  四川、陕西、黑龙江   

C 陕西、甘肃、吉林              

D. 陕西、河北、湖南     

答案：A 

 

24. 2017 年 8月 30日，世界大学生夏

季运动会在中国         落下帷幕。 

A．台北              B. 北京     

C. 广州              D.上海 

答案：A 

 

25.汉语中，“而立之年”指的是    。 

A. 五十岁         B. 四十岁   

C. 三十岁         D 六十岁 

答案：C 

 

26.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目前中国已成长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和

第二大进口国，并成为全球第     大

经济体。 

A. 一             B. 二 

C. 三             D. 四 

答案：B 

 

27.在汉语里，我们称妈妈的弟弟的

妻子为          。 

A.姨妈           B.舅妈      

C.婶婶            D.姑妈 

答案：B 

 

28.中国文化里有用十二种动物表示

年的方法，今年是        年。 

A．蛇               B. 狗        

C. 鸡               D. 猪 

答案：D 

http://baike.baidu.com/view/511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6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6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6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5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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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中国长江流域的           为

四大夏季气候炎热的大城市，被称

为中国的“四大火炉”。 

A.北京、上海、重庆、南京 

B.重庆、南京、武汉、广州 

C. 南昌、重庆、武汉、南京 

D．武汉、上海、南京、北京 

答案：C 

 

30.中国有一座城市，地貌以丘陵、

山地为主，坡地面积较大，它就是

著名的“山城”          。 

A.昆明           B.重庆      

C.拉萨           D. 成都      

答案：B 

 

31.长沙是         省的省会。 

A.河南            B.湖南     

C.云南            D.河南 

答案：B 

 

32.送中国人礼物的时候，应避免送  

      。 

A．钟                B．酒      

C．巧克力            D. 鲜花 

答案：A 

 

33.中国工商银行的标志是        。 

A.          B.   

C.          D.   

答案：B 

 

34. 中国有 5 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下

面不是自治区的是         。 

A. 广西      B. 内蒙古 

C. 宁夏      D. 云南 

答案：D 

 

35. _______既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

泊，也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省

就是因其而命名的。 

A. 鄱阳湖         B. 青海湖 

C. 洞庭湖         D. 千岛湖 

答案：B 

 

36. 《西游记》中的火焰山是指今天

的        。 

A.柴达木盆地   B. 塔里木盆地 

C.四川盆地      D. 吐鲁番盆地 

答案：D 

 

37. 在中国，“学习雷锋好榜样”是

一句广为人知的歌词。雷锋因其乐于

助人，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而被人们

赞赏。他去世后，每年        被定

为“雷锋日”。 

A. 4 月 5日        B. 3月 5 日 

C. 5 月 4日        D. 3月 15 日 

http://baike.baidu.com/view/391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5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0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9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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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38. ______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

政区，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六分之

一。 

A. 青海           B. 西藏 

C. 新疆             D. 河南 

答案：C 

 

39. 中国距离最长、口径最大的输气

管道“西气东输”工程是把      的

天然气输送到豫皖江浙沪地区。 

A. 陕西            B. 新疆  

C. 青海            D. 甘肃 

答案：B 

  

40. “天府之国”原来是指关中平原，

然而在都江堰水利工程建设完成后， 

           风调雨顺，粮食产量大

增，取代关中平原成为新的天府之国，

并约定俗成至今。 

A. 成都平原 

B. 东北平原 

C. 松嫩平原 

D. 华北平原 

答案：A 

 

41. 1986 年，中国开始实行      年

制义务教育。 

A. 十            B. 十一 

C. 九            D. 八 

答案：C 

 

42. 2016 年，中国在       省建造了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FAST)。 

A 贵州              B 甘肃    

C 云南              D.辽宁 

答案：A 

 

43. 新中国最早的股票交易所是在 19

90 年成立的，现在中国大陆的两个股

票交易所分别在上海和_______。 

A. 天津          B. 深圳 

C. 北京          D. 武汉 

答案： B 

 

44. 中国少数民族众多，其中     是

现在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主要

分布在广西、云南、广东和贵州等省

区。 

A. 壮族        B. 傣族 

C. 藏族        D. 回族 

答案：A 

 

4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第一个经

济特区是        。 

A. 珠海            B. 厦门 

C. 深圳            D. 汕头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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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中国气候的特点是      ，属于

大陆性季风气候。 

A. 北暖南寒       B. 南暖北寒 

C. 东暖西寒       D. 西暖冬寒   

答案：B 

 

47. 2014年 4月 17日，中国_______

公司宣布旗下微博业务正式登陆纳斯

达克，成为全球范围内首家上市的中

文社交媒体。 

A.搜狐            B.百度         

C.新浪            D.雅虎 

答案：C    

 

48.2017 年 4 月 20 日，中国第一艘重

量为 12.91 吨的货运飞船升空。这是

中国目前最大的航天器，也是世界上

目前现役的最大最强的货运飞船。它

是           货运飞船。 

A.长征五号           B.长征一号  

C.天舟一号            D.长征二号 

答案：C 

 

49.下面中国城市中，______不是直辖

市。 

A. 天津            B. 重庆      

C. 广州             D. 上海 

答案：C 

 

50. 在中国因山青、水秀、洞奇、石

美而吸引了无数中外游客的城市是  

         。 

A. 广西            B. 南宁      

C. 桂林            D. 苏州 

答案：C 

 

51. 中国功夫巨星      于 2017年荣

获第 89届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他是首

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A. 成龙            B. 李连杰 

C. 甄子丹          D. 吴京 

答案：A 

 

52. ________是中国、也是世界拥有

世界遗产最多的城市，共有 7项。 

A. 北京            B. 济南       

C. 郑州            D. 南京 

答案：A 

 

53.2019 年 1 月 11 日，中国向全球宣

布，成功实现人类历史上首次月背软

着陆的        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A.天宫一号        B. 天宫二号 

C. 嫦娥三号       D. 嫦娥四号 

答案：D 

 

54.2018 年岁末，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按计划完成了高密度发射组网，在

轨的服务卫星数量已达 33颗。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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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的亚太地区定位精度达到水平 5

米，高程       米。 

A.10                  B. 5 

C. 0.2                D. 1 

答案：B 

 

55.2018年 10月 24日，香港、珠海和

澳门的跨海交通走廊开通，长达 55公

里，从前期设计到最终竣工，一共用

了           年时间。 

A.14                 B.15 

C.16                 D.17 

答案：A 

 

56.2018年 10月 28日，完全由中国本

土设计和建造的首艘航母完成了它的

        次海试。这意味着中国已经

掌握了制造中型及大型航母的技术。 

A.第一              B.第二 

C.第三              D.第四 

答案：C 

 

57.2018 年 9 月 10 日，中国首艘自主

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     号

下水。它能完成双向破冰，从而直接

影响并改变极地科考的模式与格局。 

A. “雪龙 1”        B.“雪龙 2” 

C. “雪龙 3”        D.“雪龙 4” 

答案：B 

 

58.2018 年 10 月 1 日，中国自主研发

的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      进

行了水上首飞起降。 

A.“鲲龙”AG600 B. 

B.“蛟龙”AG600 

C. “雪龙 1”     

D. “雪龙 2” 

答案：A 

 

59.2018 年 5月 9日凌晨，中国自太原

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高分    号

遥感卫星。这是世界首颗实现对大气

和陆地综合观测的、能够实现紫外至

长波红外谱段的全谱段观测的卫星。 

A.一                B.二 

C. 三               D. 五 

答案：D 

 

60.2018 年 12月 10日，中国工信部正

式对外公布，已向中国电信、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发放了中低频段试验频

率使用许可。这意味着中国       产

业链的成熟与发展。 

A.2G                B.3G 

C. 4G               D. 5G 

答案：D 

 

61.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周

年。 

A.30               B.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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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0              D. 45 

答案：C 

 

62.中俄 2018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 

          亿美元。 

A.500               B.800 

C. 900              D. 1000 

答案：D 

 

三、判断题  

63.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设立孔子

学院奖学金，资助外国学生、学者和

汉语教师到中国有关高等学校攻读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或学习汉

语言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等专

业。 

答案：正确。 

  

64.2011年 4月 28日，中国国家统计

局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

示，中国总人口为 15 亿人。与第五次

人口普查相比，10年增加了7390万人。 

答案：错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中国总人

口为 13.39亿人。 

 

65.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简称安理

会）是联合国的六大主要机构之一。

它是唯一有权采取强制行动的联合

国机构。中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

事国之一。 

答案：正确。 

 

66.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 1935 年

由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 

答案：正确。 

 

67. 第一位担任世界卫生组织（WHO）

主席的中国人是陈冯富珍女士。 

答案：正确 

 

68. 北京是中国的经济中心、金融中

心，是繁荣的国际大都市，拥有中国

大陆首个自贸区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 

答案：错误。不是北京，是上海。 

 

69. 1914 年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

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

这次民主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

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

纪元。 

答案：错误。不是 1914 年，是 1911

年。 

 

70.孔子学院作为非营利性教育机构，

其宗旨是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和

文化的了解，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

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 

答案：正确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06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06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06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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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珠穆朗玛峰海拔 8844.43 米，是

中国，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它位

于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国境线上。 

答案:正确 

 

 

7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

旗，旗面为红色，旗面左上方缀有五

颗黄色五角星。  

答案：正确。 

 

73. 由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天河

二号超级计算机系统在“2013 年国际

超级计算大会”上获得第一名的荣誉。

这是中国首次在世界超级计算机 500

强排名中夺冠。 

答案：错误。2010 年天河计算机一号

首次夺冠。 

 

74. 中国的行政区域，基本分为省（自

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县（自

治县、市）、乡（镇）三级。 

答案：正确 

 

75.中国的文字最早出现在黄河流域。

答案：正确 

 

76.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主席是

毛泽东。 

答案：正确 

 

77.中国提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

邓小平。 

答案：正确 

 

78.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

于 1954 年。 

答案：正确 

 

79.中国香港是在 1996年回归的。 

答案：错误。正确为 1997年。 

 

80.台湾岛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岛屿。 

答案：正确 

 

81.地图上，位于中国最南端的是海南

省。 

答案：正确 

 

82.中国的“丝绸之路”始于汉代。 

答案：正确 

 

83.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

是中国的司母戊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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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正确 

 

84. 珠江，又名粤江，被誉为广州的

母亲河，航运价值居中国首位。 

 

答案：错误，珠江的航运价值仅次于

长江，居中国第二位。 

 

 

四、连线题   

85. 请将下列省会与其所在省份连接

起来。 

南京                山西 

兰州                四川 

成都                江苏 

武汉                甘肃 

太原                湖北 

 

答案： 

南京———— 江苏 

太原————山西 

兰州————甘肃 

武汉————湖北 

成都————四川                 

 

86. 中国古代将五大名山称为五岳，

请将下列名山和它所在的省份连接起

来。 

东岳泰山            湖南省 

西岳华山            陕西省 

北岳恒山            山东省 

南岳衡山            山西省 

中岳嵩山            河南省 

答案： 

东岳泰山（山东省）    

西岳华山（陕西省） 

北岳恒山（山西省） 

南岳衡山（湖南省）             

中岳嵩山（河南省）             

 

87. 将下列历史名人与所在朝代连接

起来。 

苏轼                现代 

华佗                北宋 

杜甫                东汉 

老舍                唐朝 

答案： 

苏轼                现代 

华佗                北宋 

杜甫                东汉 

老舍                唐朝 

 

88. 将下面的“中国之最”与相应的

城市连接起来。 

距离海洋最远的城市       拉萨 

中国最大的城市        上海 

雾日最多的城市        吐鲁番  

海拔最高的城市       乌鲁木齐 

温度最高的城市        重庆 

答案： 

https://wenwen.sogou.com/s/?w=%E7%B2%A4%E6%B1%9F&ch=ww.xqy.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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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海洋最远的城市（乌鲁木齐）   

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 

雾日最多的城市（重庆）        

温度最高的城市（吐鲁番）  

海拔最高的城市（拉萨）        

         

89.明朝以叙事为主的通俗文学成为

中国文学的主流。请将明朝时期四大

作品的作者与作品连线。 

施耐庵        《三国演义》 

曹雪芹        《西游记》 

吴承恩        《水浒传》 

罗贯中        《红楼梦》 

答案： 

罗贯中————《三国演义》 

施耐庵————《水浒传》 

曹雪芹————《红楼梦》 

吴承恩————《西游记》 

 

五、列举题    

90. 中国已建立自然保护区一千多

处，其中有 14处被列为世界级自然保

护区。请列举出其中三个保护区的名

称。 

答案： 

（1）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 

（2） 卧龙自然保护区 

（3） 鼎湖山自然保护区 

（4） 梵净山自然保护区 

（5） 武夷山自然保护区 

（6） 锡林郭勒草原自然保护区 

（7） 神农架自然保护区 

（8） 博格达峰自然保护区 

（9） 盐城自然保护区 

（10） 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 

（11） 天目山自然保护区 

（12） 茂兰自然保护区 

（13） 九寨沟自然保护区  

（14） 丰林自然保护区 

 

91. 请列举出中国现行金融体系中的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答案：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92. 请列举中国三大国有石油公司。 

答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

司。 

 

93. 网络购物现在在中国很受欢迎，

请列举出 3 个你所知道的中国购物网

站的名称。 

参考答案（供参考）：淘宝网、当当

网、京东商城、卓越亚马逊、凡客诚

品、易趣网、拍拍网、麦考林等。 

 

94. 中国有 56个民族，请列举其中的

5个。 

答案（供参考）：汉族、回族、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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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朝鲜

族、满族、侗族、瑶族、.白族、 土

家族、哈尼族、 哈萨克族、傣族、黎

族、僳僳族、佤族、高山族、拉祜族、

水族 、东乡族、纳西族、景颇族 、

柯尔克孜族、土族、达斡尔族等。 

 

95.请列举出中国省、直辖市、自治区、

特别行政区的简称。（至少五个）答

案（供参考）： 

省：  

河北省（冀）   山西省（晋）  

辽宁省（辽）   吉林省（吉）  

黑龙江省（黑） 江苏省（苏）  

浙江省（浙）   安徽省（皖)  

福建省（闽）   江西省（赣）  

山东省（鲁）   河南省（豫）  

湖北省（鄂）   湖南省（湘）  

广东省（粤）   海南省（琼）  

青海省（青）   台湾省（台） 

四川省（川、蜀） 贵州省（黔、贵）

云南省（滇、云） 陕西省（陕、秦）

甘肃省（甘、陇）  

直辖市：  

北京（京） 上海（沪）  

天津（津） 重庆（渝） 

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        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疆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  

内蒙古自治区      蒙  

特别行政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    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    澳  

 

96.请列举至少五条中国有名的河流。 

答案（供参考）：长江、珠江、黄河、

黑龙江、松花江、辽河、雅鲁藏布江、

澜沧江、怒江、汉江。 

 

97. 请列举你所知道的中国报纸的名

称。（至少四个） 

答案（供参考）：《光明日报》、《解

放军报》、《经济日报》、《科技日

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

（海外版）、《人民政协报》、《中

国青年报》、《环球时报》、《计算

机世界》、《作家文摘》、《湖南日

报》、《健康报》、《潇湘晨报》、

《长沙晚报》、《网络世界》、《金

融时报》、《经济参考报》等。 

 

98. 中国地域辽阔，请列举四大高原

的名称。 

答案：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

高原和云贵高原。 

 

99.2016 年 2月 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五大战区成立，请问是哪五大战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6%B1%9F/3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F%A0%E6%B1%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6%B2%B3/53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91%E9%BE%99%E6%B1%9F/10469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BE%E8%8A%B1%E6%B1%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E%BD%E6%B2%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85%E9%B2%81%E8%97%8F%E5%B8%83%E6%B1%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E%9C%E6%B2%A7%E6%B1%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0%92%E6%B1%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89%E6%B1%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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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东部战区、南部战区、西部战

区、北部战区、中部战区。 

100.2018 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请列

举出其中三个人物。 

答案（供参考）： 

程开甲、钟扬、王继才、王仕花、马

旭、杜富国、吕保民、刘传健、其美

多吉、张渠伟、张玉滚 

 

101.中国海域辽阔,由北至南共分布

着三个著名的海峡。请列举出来。 

答案（供参考）： 

渤海海峡,台湾海峡,琼州海峡。  

 

102.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四个自

信是什么。请列举出来。 

答案（供参考）：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 

 

103.2018 年中国新宪法修正案的序言

里提出推动五个文明协调发展。请把

五个文明列举出来。 

答案（供参考）：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

会文明、生态文明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8%8B%E5%BC%80%E7%94%B2/103656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2%9F%E6%89%AC/342217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B%E7%BB%A7%E6%89%8D/547746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B%E4%BB%95%E8%8A%B1/1099914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9%AC%E6%97%AD/2323423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9%AC%E6%97%AD/2323423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9%AC%E6%97%AD/2323423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9C%E5%AF%8C%E5%9B%BD/2299661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95%E4%BF%9D%E6%B0%91/2293137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8%E4%BC%A0%E5%81%A5/225851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6%E7%BE%8E%E5%A4%9A%E5%90%89/2289272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6%E7%BE%8E%E5%A4%9A%E5%90%89/2289272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6%E7%BE%8E%E5%A4%9A%E5%90%89/2289272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6%B8%A0%E4%BC%9F/24798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7%8E%89%E6%BB%9A/224142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A9%E8%B4%A8%E6%96%87%E6%98%8E/368690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4%BF%E6%B2%BB%E6%96%87%E6%98%8E/108916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2%BE%E7%A5%9E%E6%96%87%E6%98%8E/368686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6%96%87%E6%98%8E/593070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6%96%87%E6%98%8E/593070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6%96%87%E6%98%8E/593070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6%80%81%E6%96%87%E6%98%8E/84768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