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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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汉语知识(125道题） 

一、填空题 

1.“稍、输、谁、属”这一组字的声

母相同，都是“_______”。 

答案：sh 

 

2. 在“小草长出了嫩芽儿。”中“芽

儿”的汉语拼音是“_______”。 

答案：yár 

 

3. “曲”在汉语中是个多音字，在“歌

曲”和“弯曲”这两个词中分别读作

____ 和____ 。           

答案：qǔ，qū 

 

4. 在“一心一意”中，第一个“一”

读第____声，第二个“一”读第____

声。 

答案：四、二 

 

5. “不”在“不伦不类”中，分别读

第____声和第____声。 

答案：四、二 

 

6．“想起”中的“想”在语流中应读

作第____声。 

答案：二 

 

7. 形声字“材”和“财”的声旁都是

“    ”，形旁分别是“    ”和

“____”。 

答案：才；木、贝 

 

8. 形声字“衷”和“裹”的形旁都是

“    ”，声旁分别是“    ”和

“____”。 

答案：衣；中、果 

 

9. 两个“口”可以组成两个不同结构

的汉字，分别是“    ”和“       ”。 

答案：吕、回 

 

10.汉字“凸”一共有       画？ 

答案：五。 

 

11. 从“十、百、千、万”中选词填

空，组成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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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树木，    年树人。 

    里之行，始于足下。 

    全    美 

    象更新  

    紫       红 

答案:十、百；千；十、十；万；万、

千 

    

12. 在括号内填上合适的汉字，将下

列成语补充完整。 

 

（   ）龙点睛 

  蛇 

锦上  添  （   ） 

手舞（   ） 蹈 

答案： （ 画 ）龙点睛 

  蛇 

锦上添（花 ） 

手舞（足 ）蹈 

 

13. 在括号内填上合适的数字，将下

列成语补充完整。 

（  ）  湖  （  ）  海 

光          通 

（  ）      （  ） 

色          达 

答案：五湖四海 

      光  通 

      十  八 

      色  达 

 

14. 中国有用十二生肖纪年的习俗，

十二种动物代表不同的年份，所以每

个人出生在某一年，就属某个生肖。

二零一九年是猪年，请说出两个含有

“猪”字的汉语成语或俗语。 

答案：猪狗不如、人怕出名猪怕壮、

杀猪教子、扮猪吃老虎等。 

 

15. 看图猜成语。这是      。 

 

答案：悬崖勒马 

 

16. 看图猜成语。这是       。

 

答案：口是心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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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看图猜成语。这是      。 

 

答案：一举两得 

 

18. 看图猜成语。这是      。 

 

答案：火上浇油 

19. 汉语中有个成语用来比喻依仗别

人的势力去欺压人或吓唬人。请根据

图片提示说出这个成语。 

 

 

答案：狐假虎威 

 

 

20．看图猜成语。这是      。 

 

答案：盲人摸象 

 

21. 谚语是在民间流传的固定语句，

用简单通俗的话反映出深刻的道理。

如 “路遥知马力，日    见人心。” 

答案：久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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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谚语“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

元 。”中的行．是指      ？ 

答案：行业 

 

24. 中国和俄罗斯是友好邻邦，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索契冬奥会上说

过：“邻居越走越近，亲戚越走越亲”。

这与中国的一句谚语意思相近，这个

谚语是_____________。 

答案：远亲不如近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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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职业技术院校的毕业生成为今

年各企业争抢的香饽饽。” 这个句子

里“香饽饽”的意思是           。 

答案：受欢迎的人才。 

 

26. 请说出下面 3 个歇后语的后半部

分： 

 (1) 八仙过海—__________。 

答案：各显神通 

 

 (2) 打破砂锅—__________。 

答案：问到底 

   

（3）千里送鹅毛—__________。 

答案：礼轻情谊重 

 

27. 请说出一个方位词，完成以下句

子：“我在报纸    看见了他们公司

的广告。” 

答案：上 

 

28. 请说出一个介词，完成以下句子： 

“          科技的迅猛发展，越来

越多的高科技产品进入人们的生活。” 

答案：随着 

 

29．请说出一个介词，完成下面句子： 

“北京故宫的建筑是          对称

的原则布局的。” 

答案：按照 

 

30. 现代汉语中的形容词有一种 ABB

式的重叠式，如：“急匆匆”。请说

出下列形容词后面常见的叠音形式： 

亮（  ）（   ）  

毛（  ）（   ）               

香（  ）（   ）                                                                                                                                                           

答案：（供参考）亮（晶）（晶） 

毛（茸）（茸）  

香（喷）（喷） 

 

31. 汉语中的形容词有一种 AABB式的

重叠式，如：“干干净净”。请说出

下列形容词后面常见的叠音形式： 

堂堂（   ）（   ）   

形形（   ）（   ）                                                                                                                                                

答案：堂堂（正正）、形形（色色） 

 

32. 根据下列句子的意思，分别说出

关联词语。“我们要对自己充满信心，                       

_______遇到再大的困难，     不要

悲观失望。” 

答案：即使„„也„„ 

 

33.它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

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也是世界上最

早 的 字 典 之 一 。 这 部 字 典 是

__________。 

http://zaojv.com/20263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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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说文解字》 

 

34.“态、汤、推”这组字的声母相同，

都是__________。 

答案：t 

 

35. “占、演、伞”这组字的韵母相

同，都是___________。 

答案：an 

 

36.“醒、苦、反”这组字的声调相同，

都是___________。 

答案：三声 

 

37.“不要整天玩儿游戏，手机、电脑

都是你学习进步的绊脚石”，在这句

话中，“绊脚石”是什么意思？ 

答案：绊脚的石头，比喻阻碍前进的

东西。 

 

38.形声字“跑”和“蹦”的形旁都是

“    ”，声旁分别是“    ”和

“____”。 

答案：足；包、崩。 

 

39.在空格上填上一个汉字，在四个方

向组成四个成语。 

喜 

笑 

颜 

春 暖 花     怀 畅 饮 

门 

见 

山 

答案：开 

 

40.请说出下面歇后语的后半部分 

外甥打灯笼，_____________。 

答案：照舅（旧） 

哑巴吃黄连，_____________。 

答案：有苦难言 

做 一 天 和 尚 撞 一 天 钟 ，

_____________。 

答案：得过且过 

 

41.请用一个成语表示下面图片的意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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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事半功倍 

 

二、判断题 

 

42. “相似”中“似”的声母是“sh”。 

答案：错误。应是“s”。 

 

43．在语流中，有些音节的声调发生

了变化，与单读时调值不同。例如“展

览”中“展”读第二声。 

答案：正确。 

 

44. “辨”“辩”“掰”三个字的韵

母是一样的，都是“iɑn”。 

答案：错误。掰：ɑi 。 

 

45. 现代汉语中，“作家”、“军事

家”、“画家”、“科学家”、“店

家”等词语中的“家 ”的意思相同，

都指“掌握某种专门知识技能的人”。 

答案：错误。“店家”中的“家”指

经营某种行业的人。 

46. 在“备、复、夏、教、处”等字

中都有偏旁“夂”。                   

答案：错误。“教”中的偏旁为“攵”，

不是“夂”。 

47. 在“贵、贷、贺、觅、资”中都

有偏旁“贝”，表示这些字都和“贝”

的意思有关系。                  

答案：错误。“觅”和“贝”无关。 

48. “我听见有的人敲门。”这句话

用词完全正确。 

答案：错误。“有的人”应为“有人”。 

 

49. “井底之蛙”这个成语是用来讥

笑人眼界狭小，见识短浅。 

 

答案：正确 

 

5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说明家

里如果有古董，就会发财。 

答案：错误。是说家中的老年人有丰

富的生活经验, 可以指导年轻人更好

地生活。 

 

51. 成语“亡羊补牢”是说“羊已经

死亡了，再去补牢房。”跟“马后炮”

和“白干了”的意思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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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2. “毛遂自荐”这个成语用来比喻

自己推荐自己，不必别人介绍。 

答案：正确 

 

53. 汉语口语中有这样的句子：“他

被老板炒鱿鱼了。”其中“炒鱿鱼”

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通过比喻的

方式表示“解雇”。 

答案：正确 

 

54. “种子、勺子、桌子、瓜子”中

“子”都读轻声。 

答案：错误。“瓜子”的“子”不读

轻声。  

 

55. “只有大量植树种草，就能防止

水土流失。”这句话的关联词语用得

准确。 

答案：错误。“就”改成“才”。 

 

56. “我已经没休息一个月了。” 这

句话的语序是对的。 

答案：错误。“一个月”应放在“没”

的前面。 

 

57. “这么重的箱子可我搬不动。”

这句话的语序是对的。 

答案：错误。“可”应放在“我”的

后面。 

 

58．“你想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就

来。” 这句话的语序是对的。 

答案：错误。“就”应放在第二个句

子的句首，即“什么时候”的前面。 

 

59. “我买了三多斤苹果。” 这句话

的语序是对的。 

答案：错误。应为“三斤多”。 

 

60. “你们怎么能破坏环境呢？” 这

是一个反问句，强调要保护环境。 

答案：正确。 

 

61. “他差点摔倒了”和“他差点没

摔倒”的意思都是他没摔倒。 

答案：正确  

 

62. “昨天的篮球赛中国队大败韩国

队。”和“昨天的篮球赛中国队大胜

韩国队。”这两句话的意思都是中国

队赢了。 

答案：正确 

 

63.“那个小伙有两下子，一会儿工夫

就把打印机修好了。”在这句话中，

“有两下子”是指具有某种技能或本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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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正确。 

 

64.人生五味是指酸、甜、苦、辣、咸，

对应的情绪则是喜、怒、哀、乐、怨

五种。 

答案：正确。 

 

65.“我们非常爱妹妹，所以她被父母

送到中国了。”这句话符合“被”字

句的使用条件。 

答案：错误。“被”字句有遭受义，

应改成“把”字句。 

 

66.“今天早上下雪了，路非常滑，我

几乎滑倒了。”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滑

倒了。 

答案：错误，我没有滑倒。在表示不

希望实现的事情时，“几乎”的肯定

式和否定式都表示否定的结果。 

 

67.“泼、判、萄、普”这四个汉字声

母相同，都是 p。 

答案：错误。“萄”的声母是 t。 

 

68.“我就你这一个孩子，你要是有个

三长两短，我就不活了！”其中的“三

长两短”指意外的灾祸、事故，特指

人的死亡。 

答案：正确。 

69.“老朋友、老厂、老兵、老大爷”

中的“老”意义相同。 

答案：错误。“老朋友、老厂、老兵”

中的“老”指的是时间久的或很久以

前就存在的，“老大爷”中的“老”

指的是年岁大。 

 

三、选择题 

 

70. 下面这些词的拼音有拼写错误的

是： 

A. 谬论 miùlùn 

B. 胳膊 ɡēbó 

C. 雄壮 xiónɡzhuànɡ 

D. 姐姐 jiějie 

答案：B 

 

71. 下列词语中声母不同的是：   

A. 踌躇           B. 珍珠 

C. 琉璃           D. 蝴蝶 

答案：D 

 

72. 今天上午下了一     雨，现在雨

过天晴了。 

A. 滴            B. 次 

C. 回            D. 阵 

答案：D 

 

73. 下列四组词语中，加点汉字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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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一组是： 

A. 着．落 着．急     B. 参．差 参．加 

C. 名称． 称．心     D. 宣传． 传．递 

答案：D                            

 

74. 下列汉字中，不是会意字的是： 

A. 从            B. 明     

C. 刃            D. 采 

答案：C 

 

75.下列汉字中，不是形声字的是： 

A. 睛            B. 拥     

C. 伙            D. 涉 

答案：D 

 

76. “刀”是             。 

A. 象形字         B. 会意字      

C. 指事字         D. 形声字 

答案：A 

77. “森”是             。 

A. 象形字         B. 会意字      

C. 指事字         D. 形声字 

答案：B 

 

78. 下列四组词语中，构词方式不同

的是： 

 A. 老二         B. 老虎 

 C. 老年         D. 老王 

答案：C 

 

79. 我的腿好了，     能跳舞了。 

A. 还           B. 又 

C. 才           D. 再 

答案：B    

 

80． 这    火车开往北京。 

A. 辆           B. 列 

C. 个           D. 架 

答案：B 

 

81. 下列四组词语中，偏旁“月”表

示的意义不同的一组是： 

 A. 肝脏        B. 脂肪 

 C. 朦胧        D. 肥胖 

答案：C 

 

82. 下列词语中韵母不同的是：   

A. 从容          B. 苍茫 

C. 哆嗦          D. 崎岖 

答案：D 

 

83. 下列词语中不能跟量词“张”搭

配的是：   

A. 明信片        B. 叶子   

C. 照片          D. 桌子 

答案：B 

 

84. “他现在是领导眼中的红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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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句子中“红人儿”的意思是：           

A. 不受领导信任的人             

B. 受到领导信任、重用的人。 

C. 爱发脾气的人 

D. 思想觉悟高的人 

答案：B 

 

85.  每逢“十一”黄金周，各个景点

都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人山人

海”在句中的意思是什么？ 

A. 到处都是山  B. 到处都是海 

C. 到处都是人  D. 可以看到山和海 

答案：C 

 

86. 普通话中共有       个辅音声

母。 

A. 21        B. 22 

C. 23        D. 24 

答案：A 

 

87. 鼎的第八画是什么？ 

A.竖        B.横折 

C.横        D.撇 

答案：D 

 

88. “张大爷身体健康。”是什么句

式？ 

A. 主谓谓语句    B. 动词谓语句 

C. 兼语句        D. 双宾句 

答案：A 

 

89.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用的什么修辞？ 

A. 比喻          B. 拟人 

C. 夸张          D. 借代 

答案：C 

 

90. 下列汉字字义为“树木多的样

子”的是：   

A. 淼             B. 森 

C. 磊             D. 焱 

答案：B 

 

91. 这       电影真好看，我还想再

看一遍。 

A. 首            B. 部      

C. 副            D. 张 

答案：B 

 

92. 听到这个好消息，他高兴

得        。 

A. 了不得         B. 很了得     

C. 没得了         D. 不得了 

答案：D 

 

93. 请选择加点字的正确读音“这件

事到了后头，他倒．不干了”。 

A. dǎo            B. dào 



 

 11 

C. diào           D. tiáo 

答案：B 

 

94.         各方都有合作的愿望，

否则不能达成协议。 

A. 除非            B. 只要    

C. 只有            D. 虽然  

答案：A 

 

95. 下面词语中，两个都是形容词的

是： 

A. 帮助 援助     B. 难看 可能    

C. 任性 可爱     D. 任意 分别       

答案：C 

 

96. “这药好苦啊！”中“啊”的实

际读音是： 

A. nɑ             B. yɑ 

C. ɑ              D. wɑ 

答案：D 

 

97. “委曲求权”中汉字书写错误的

是： 

A.委              B.曲    

C.求              D.权  

答案：D 

 

98. 以后别抽烟了，好不好？等身体

出现问题了，后悔就      不及了。 

A. 去           B. 走 

C. 来           D. 到 

答案：C 

 

99. 他每天下班都很       。 

A. 按时            B. 准时    

C. 延时            D. 及时 

答案：B 

 

100.       王师傅个子没你高，力气

可比你大多了。 

 A. 别看            B. 不看    

 C. 看              D. 看一看 

答案：A 

 

101. a. 家永远是我们心中最温暖的

地方 

b.不管在外面遇到什么困难    

c.因为我们总是能够在家里找到

爱和幸福  

这段话正确的排列顺序是： 

A. bac            B. cab   

C. abc            D. acb 

答案：A 

 

102. 我刚才       在玩游戏，忘了吃

晚饭。 

A. 总是           B. 一直   

C. 所有           D.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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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103. 我以前没去        西安，上个星

期我去        一趟。 

A. 过， 过            B. 过， 了  

C. 了， 过            D. 了， 了  

答案：B 

 

104. “我们到底该往哪个方向走

啊？” 这句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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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歇后语“十五个吊桶打水”的下

一句是什么？ 

A. 七下八上      B. 七上八下 

C. 没水喝        D. 一场空 

答案：B 

 

106. 下列词语重叠方式不正确的是： 

A. 整整齐齐     B. 打扫打扫 

C. 清楚清楚     D. 高高兴兴 

答案：C 

 

107. 下列不是外来词的是： 

A. 咖啡          B. 沙发 

C. 明星          D. 葡萄 

答案：C 

 

108. 下列词语的简称不正确的是： 

A.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会 — — 奥 运 会         

B. 家用电器——家电 

C.中国工商银行——工行 

D.现代汉语——现汉 

答案：D 

 

109. 下列词语中，加点字读音相同的

一组是: 

A.将．来  将．领      B.降落．   落．叶 

C.教．育  教．书      D.尽．力  尽．管 

答案：B 

 

110. 下列词语中，读音相同的一组

是: 

A.模．范   模．样       B.亲．属  亲．家 

C.一片．   相片．儿     D.不行．  行．走 

答案：D 

 

111. “别了，我的母校。”中的“别”

和下列哪个句子中的 “别”的意思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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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他别上了校徽。 

B．别去了。 

C. 他在机场和自己的父母告别。         

D. 上课别大声说话！ 

答案：C 

 

112. “梳装打扮”中汉字书写错误的

是： 

A.梳           B.装     

C.打           D.扮 

答案：B 

 

113. “这事来得太       了，我们

都措手不及。” 

A. 忽然       B. 骤然 

C. 猛然       D. 突然 

答案：D 

 

114. “才四点半，你怎么      下班

了？”                                            

A.才             B.就 

C.还             D.又 

答案：B 

 

115.每个人都有缺点，_______优秀的

人_______一样。 

A.因为„„所以     B.要是„„

就„„   C.再„„也„„ 

答案：C 

 

116.孩子眼中的世界是美丽_______奇

特的，各种各样的“为什么”吸引着

他们的眼睛。 

A.而    B.也    C.还 

答案：A 

 

117.汉语中有一个惯用语用来比喻谁

惹 的 麻 烦 就 得 谁 去 解 决 。 它 是

__________。 

A.拍马屁     B.解铃还须系铃人    

C.打退堂鼓 

答案：B 

 

118.他在外企工作，赚钱很多，工资是

我的三_______。 

A.遍    B.次    C.倍 

答案：C 

 

119.小时候，邻居们都说我长得像我

妈，_______是眼睛和鼻子。 

A.最    B.尤其    C.是否 

答案：B 

 

120.“春天的脚步近了”所用的修辞

手法是_______。 

A.夸张    B.比喻    C.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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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121.请给下面的句子选择正确的词

语： 

医生提醒人们，如果感冒了，要______

去医院。 

A.及时    B.当时   C.按时 

答案：A    

 

四、连线题 

 

122.美化       外资                  

精通       尊重 

吸引       环境 

赢得       危机 

爆发       业务 

答案： 

美化          外资 

精通          尊重 

吸引          环境 

赢得          危机 

爆发          业务 

 

 

 

123.            

倍受         疾病     

掌握         工作 

胜任         技术 

预防         关注 

答案：         

倍受        疾病     

掌握        工作 

胜任        技术 

预防        关注  

 

124. 明显的     任务                    

先进的      装饰                      

高级的      武器 

紧急的      山峰  

险峻的      优势 

答案： 

    明显的       任务 

先进的       装饰 

高级的       武器 

紧急的       山峰  

险峻的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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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一面         窗  

一部         掌声 

一扇         镜子 

一阵         手机 

答案： 

一面         窗 

一部         掌声 

一扇         镜子 

一阵         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