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届“汉语桥”中文比赛特多预赛参考试题

第一部分中国国情 Dì-yī bùfèn Zhōngguó guóqí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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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ōngguó wèiyú Yàzhōu Dàlù dōngbù、Tàipíng Yáng xī àn，lùdì miànjī yuē
píngfāng gōnglǐ。
答案：960 万 960 wàn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任国家主席是
。
Zhōnghuá Rénmín Gònghéguó xiànrèn guójiā zhǔxí
shì
。
答案：习近平 Xí Jìnpíng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
，旗面为红色，旗面左上方缀有五颗黄
色五角星。
Zhōnghuá Rénmín Gònghéguó guóqí shì
，qímiàn wéi hóngsè，qí
miàn zuǒ shàngfāng zhuì yǒu wǔ kē huángsè wǔjiǎo xīng。
答案：五星红旗 Wǔxīng Hóngqí
4. 中国人口在地域上的分布特点是 ___多____少。
Zhōngguó rénkǒu zài dìyùshàng de fènbù tèdiǎn shì ___duō ____shǎo。
答案：东；西。dōng；xī。
5. 2014 年 9 月 27 日是第一个“
”。截止 2014 年，全球已在 126 个国
家和地区，设立了 475 所学院和 851 个课堂。孔子学院成为一张闪亮的中
国文化名片。
2014 nián 9 yuè 27 rì shì dì-yī gè “
”。Jiézhǐ 2014 nián，quánqiú yǐ zài
126 gè guójiā hé dìqū，shèlì le 475 suǒ xuéyuàn hé 851 gè kètáng。Kǒngzǐ Xué
yuàn chéngwéi yī zhāng shǎnliàng de Zhōngguó wénhuà míngpiàn。
答案：孔子学院日 Kǒngzǐ Xuéyuàn Rì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
，它的单位是元，辅币单位是角和
分。
Zhōnghuá Rénmín Gònghéguó de fǎdìng huòbì shì
，tāde dānwèi shì
yuán，fǔbì dānwèi shì jiǎo hé fèn。
答案：人民币 Rénmínbì
7.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十个省、市、自治区，从
市注入东海。
Chǎngjiāng shì Zhōngguó dì-yī dà hé，tā fāyuányú Qīngzáng Gāoyuán，liújīng shí
gè shěng、shì、zìzhìqū，cóng
Shì zhùrù Dōnghǎi。
答案：上海 Shànghǎi
8. 孔子的故乡是
省曲阜。曲阜是春秋时期鲁国的都城，这里有着丰富
的文化遗产，其中最著名是曲阜三孔——孔庙、孔府、孔林。
Kǒngzǐ de gùxiāng shì
Shěng Qǔfù。Qǔfù shì Chūnqiū Shíqī Lǔguó
de dūchéng，zhèlǐ yǒu zhe fēngfù de wénhuà yíchǎn，qízhōng zuì zhùmíng shì
Qǔfù Sānkǒng ——Kǒngmiào、Kǒngfǔ、Kǒnglín。
答案：山东 Shāndōng
9. 中国有 5 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下面
不是自治区。
A. 广西
B.内蒙古
C. 宁夏
D.云南
Zhōngguó yǒu 5 gè shǎoshù mínzú zìzhìqū，xiàmiàn
bú shì zìzhìqū。
A. Guǎngxī
B. Nèiménggǔ
C. Níngxià
D. Yúnnán
答案： D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的建筑物是
。
A. 故宫
B. 天安门
C. 长城
D. 颐和园
Zhōnghuá Rénmín Gònghéguó guóhuī zhōng de
jiànzhùwù shì
。
A. Gùgōng
B. Tiān’ānmén
C. Chǎngchéng
D. Yíhéyuán
答案： B

11.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人口大国，截至目前，全国总人口约
亿，共有
个
民族。
Zhōngguó shì yī gè duō mínzú de rénkǒu dà guó，jiézhì mùqián，quánguó zǒng
rénkǒu yuē
yì，gòng yǒu
gè mínzú。
A. 12
56
B. 14
55
C. 13
46
D. 13
56
答案：D
12.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是
。
A. 宋朝
B. 清朝
C. 明朝
D. 唐朝
Zhōngguó lìshǐshàng zuìhòu yī gè fēngjiàn cháodài shì
A. Sòng Cháo
B. Qīng Cháo
C. Míng cháo
D. Táng Cháo

。

答案：B
13. “天下功夫出少林”，要探访少林功夫的发源地，就要去
少林寺。
A. 河北省
B. 湖北省
C. 河南省
D. 安徽省
“Tiānxià gōngfū chū Shǎolín ”，yào tànfǎng Shǎolín gōngfū de fāyuándì，jiù yào qù
__________ Shǎolínsì。
A. Héběi Shěng
B. Húběi Shěng
C. Hénán Shěng
D. Anhuī Shěng
答案：C
14. 2013 年 4 月 18 日，
《时代》杂志发布了 2013
年度全球百大最有影响力人物名单，中国网球名
将
入选“偶像人物”。
2013 nián 4 yuè 18 rì，《Shí Dài》zázhì fābù le
2013 niándù quánqiú bǎidà zuì yǒu yǐngxiǎnglì
rénwù míngdān ， Zhōngguó wǎngqiú míngjiāng
______ rùxuǎn “ǒuxiàng rénwù ”。
答案：李娜 Lǐ Nà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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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2011 年它成为世界第四个离岛免税区。
Gēqǔ “Qǐngdào tiānyá hǎijiǎo lái ， zhèlǐ sìjì chūnchángzài ”zhōng de “tiānyá
hǎijiǎo ”wèiyú Zhōngguó zuì nánduān de
Shěng，2011 nián tā chéngwéi
shìjiè dì-sì gè lí dǎo miǎnshuì qū。
答案：海南 Hǎinán

16. 中国于 1988 年设立国家汉语水平考试，简称
。这项考试是为测试母
语为非汉语者的汉语水平而设立的中国国家级标准化考试。
Zhōngguó yú 1988 nián shèlì guójiā hànyǔ shuǐpíng kǎoshì，jiǎnchēng
。zhè
xiàng kǎoshì shì wéi cèshì mǔyǔ wéi fēi hànyǔ zhě de hànyǔ shuǐpíng ér shèlì de
Zhōngguó guójiā jí biāozhǔnhuà kǎoshì。
A. SHK
B. HSK
C. KHS
D. HKS
答案：B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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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ūmùlǎngmǎ Fēng hǎibá 8844.43 mǐ，shì Zhōngguó，yě shì shìjiè shàng zuì gāo
de shānfēng。Tā wèiyú Zhōngguó hé Níbóěr zhījiān de guójìngxiàn shàng。
答案:正确。Zhèngquè。
18．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是________。
A.搜狐
B.百度
C.新浪
D.雅虎
Quánqiú zuì dà de Zhōngwén sōusuǒ yǐnqíng shì ________。
A.Sōuhú
B.Bǎidù
C. Xīn làng
D.Yǎhǔ
答案：B
19. 黄河是中国第一大河，流经今青海、西藏、 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
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 1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Huáng Hé shì Zhōngguó dì-yī dà hé，liújīng jīn Qīnghǎi、Xīzàng、Sìchuān、Yúnnán、
Chòngqìng、Húběi、Húnán、Jiāngxī、Anhuī、Jiāngsū、Shànghǎi děng 11 gè shěng
（zìzhìqū、zhíxiáshì）。
答案：错误，正确答案为长江。cuòwù。Zhèngquè dá’àn wéi Chǎngjiāng。
20. 请列举出中国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简称。（至少五个）
Qǐng lièjǔ chū Zhōngguó shěng、zhíxiáshì、zìzhìqū de jiǎnchēng。（zhìshǎo wǔ gè）
答案：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 简称西藏、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疆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宁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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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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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青）
台湾省（台）
答案：Zìzhìqū：
Xīzàng Zìzhìqū jiǎnchēng Xīzàng、Zàng
Xīnjiāng wéiwúěr Zìzhìqū Xīnjiāng、Jiāng
Guǎngxī zhuàngzú Zìzhìqū
Guì
Níngxià huízú Zìzhìqū Níngxià、Níng
Nèiménggǔ Zìzhìqū Nèiménggǔ、Méng
Shěng：
Héběi Shěng （Jì ） Shānxī Shěng （Jìn ）
Liáoníng Shěng （Liáo） Jílín Shěng （Jí ）
Hēilóngjiāng Shěng （Hēi ） Jiāngsū Shěng （Sū ）
Zhèjiāng Shěng （Zhè ） Anhuī Shěng （Wǎn )
Fújiàn Shěng （Mǐn ） Jiāngxī Shěng （Gàn ）
Shāndōng Shěng （Lǔ ） Hénán Shěng （Yù ）
Húběi Shěng （è ） Húnán Shěng （Xiāng ）
Guǎngdōng Shěng （Yuè ） Hǎinán Shěng （Qióng ）
Sìchuān Shěng （Chuān、Shǔ ） Guìzhōu Shěng （Qián、Guì ）
Yúnnán Shěng （Diān、Yún ） Shǎnxī Shěng （Shǎn、Qín ）
Gānsù Shěng （Gān、Lǒng ） Qīnghǎi Shěng （Qīng ）
Táiwān Shěng （Tái）

第二部分中国文化 Dì-èr bùfèn Zhōngguó wénhu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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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ōngguó gǔdài wěidà de sīxiǎngjiā hé jiāoyùjiā ______ bèi Liánhéguó Jiāokēwén
Zǔzhī liè wéi shìjiè shídà wénhuà míngrén zhīyī。
A．Zhuāngzǐ
B．Lǎozǐ
C．Hánfēizǐ
D．Kǒngzǐ
答案：D
2. 中国“大年三十”又称为什么？（ ）
A. 新年 B. 元旦 C.除夕
Zhōngguó “Dànián Sānshí ”yòu chēng wéi shénme？（ ）
A. Xīnnián B. Yuándàn C.Chúxī
答案：C
3.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_____ ”，这说明中国人的日常生
活离不开这些东西。
A．糖
B．酒
C．茶
D. 烟
“Kāimén qī jiàn shì，chái、mǐ、yóu、yán、jiàng、cù、_____ ”，zhè shuōmíng
Zhōngguórén de rìcháng shēnghuó líbúkāi zhèxiē dōngxī。
A．táng
B．jiǔ
C．chá
D. yān
答案：C
4. 下列物品中不属于“文房四宝”的是_______。
A．笔
B．书
C．墨
D．纸
Xiàliè wùpǐn zhōng bú shǔyú “wénfáng sìbǎo ”de shì _______。
A．bǐ
B．shū
C．mò
D．zhǐ
答案：B

5. _______又叫刻纸、窗花或剪画，是中国最普
及的民间传统装饰艺术之一，已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_______yòu jiào kèzhǐ 、 chuānghuā huò
jiǎnhuà ， shì Zhōngguó zuì pǔjí de mínjiān
chuántǒng zhuāngshì yìshù zhīyī ， yǐ bèi
Liánhéguó Jiāokēwén Zǔzhī liè rù shìjiè
wénhuà yíchǎn mínglù。
答案：剪纸 Jiǎnzhǐ
6. “祝你们结为秦晋之好”的意思是“祝你们成为好朋友”。
“Zhù nǐmen jié wéi qínjìnzhīhǎo ”de yìsī shì “zhù nǐmen chéngwéi hǎo péngyǒu ”。
答案：错误。“秦晋之好”是“结婚”。cuòwù。“qínjìnzhīhǎo ”shì “jiéhūn ”。
7. 中国人的姓名都是名在前，姓在后。名有一个字的，也有两个字的。
Zhōngguórén de xìngmíng dōu shì míng zài qián，xìng zài hòu。míng yǒu yī gè zì
de，yě yǒu liǎng gè zì de。
答案：错误。中国人的姓名都是姓在前，名在后。cuòwù。Zhōngguórén de xìngmíng
dōu shì xìng zài qián，míng zài hòu。
8. 中国遍地有名菜，试举出你最熟悉的中国菜肴（至少两项）。
Zhōngguó biàndì yǒu míngcài，shì jǔchū nǐ zuì shúxī de Zhōngguó càiyáo（zhìshǎo
liǎng xiàng）。
答案（供参考）：东坡肉、烤鸭、佛跳墙、宫保鸡丁、麻婆豆腐等。
（gòng cānkǎo ）：
Dōngpōròu、Kǎoyā、Fótiàoqiáng、Gōngbǎo Jīdīng、Mápó Dòufǔ děn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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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nián 10 yuè 11 rì，Ruìdiǎn wénxué yuàn xuānbù jiāng
2012 nián Nuòbèiěr wénxué jiǎng shòuyǔ Zhōngguó
zuòjiā
。Tā shì dì-yī wèi huòdé Nuòbèi’ěr wénxué jiǎng de Zhōngguó jí
zuòjiā。
A. Yú Qiūyǔ
B．Jiǎ Píng’āo
C．Mò Yán
D．Tiě Níng
答案：C

10. 下列食品中，哪一种是中秋节的传统食品？
A. 汤圆
B. 月饼
C. 粽子
D. 饺子
Xiàliè shípǐn zhōng，nǎ yī zhǒng shì Zhōngqiū Diē de chuántǒng shípǐn？
A. Tāngyuán
B. Yuèbǐng
C. Zòngzǐ
D. Jiǎozǐ
答案：B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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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历经千年而不衰，它是中国人智慧和情致的体现。
Yī tiáo jiǎndān de hóng shéng néng biànhuàn chéng jǐshí zhǒng jīngqiǎo de jiékòu。
cóng jiù shíqì shídài de jiéshéng jìshì dào jīntiān de zhuāngshì yìshù，_______lìjīng
qiān nián ér búshuāi，tā shì Zhōngguó rén zhìhuì hé qíngzhì de tǐxiàn。

答案：中国结 Zhōngguójié
12. 《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 和_______合称中国古代四大文学名著。
《Sān Guó Yǎn Yì》、
《Xī Yóu Jì 》、
《Shuǐ Hǔ 》hé _______héchēng Zhōngguó gǔdài
sì dà wénxué míngzhù。
答案： 《红楼梦》 《Hóng Lóu Mèng》
13. 北京的传统民居叫_______，它是中国古老传统的文化象征。
Běijīng de chuántǒng mínjū jiào _______，tā shì Zhōngguó gǔlǎo chuántǒng de
wénhuà xiàngzhēng。

答案：四合院 Sìhéyuà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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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ábù huò Zhōngguóchéng yě bèi chēngwéi _______，zuìchū shì huárén yímín jí
suǒ kāi diànpù de jùjíqū，xiànzài yǐ chéngwéi Zhōnghuá wénhuàqū de dàimíngcí，wú
lùn cānyǐn、yúlè hái shì shāngyè huódòng，dōu tǐxiàn chū xiānmíng de huáxià sècǎi。

答案：唐人街 Tángrén Jiē
15. 俗话说：
“种田看节气”，几千年来，中国农民都是按照______来安排农活的。
Súhuà shuō：“Zhǒngtián kàn jiēqì ”，jǐ qiān nián lái，Zhōngguó nóngmín dōu shì
ànzhào ______lái ānpái nónghuó de。
答案：二十四节气 èrshísì jiēqì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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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ōngguó Gǔqín shì shìjiè zuì gǔlǎo de dànbō yuèqì zhī yī，zhǔyào yóu xián yǔ
mùzhì gòngmíngqì fāyīn，zhìjīn yǐ yǒu 3000 duō nián lìshǐ，shì Zhōngguó gǔdài
jīngshén wénhuà zài yīnyuè fāngmiàn de zhǔyào dàibiǎo zhīyī。

答案：正确。zhèngquè。
17. 饮食是所有文化的基础，2012 年一部以美食为主题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
引发热议。
Yǐnshí shì suǒyǒu wénhuà de jīchǔ，2012 nián yī bù yǐ měishí wéi zhǔtí de jìlùpiàn
《Shé Jiān Shàng de Zhōngguó》yǐnfā rèyì。
答案：正确。zhèngqu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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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ōngguó gǔdài de wénrén suǒ tuīchóng hé yào zhǎngwò de sì mén yìshù，bèi
chēng wéi “wénrén sì yì ”huò “xiùcái sì yì ”。Qǐngwèn shì nǎ sì yì？
答案：琴、棋、书、画。qín、qí、shū、huà。
19. 下列中国古代著名的乐曲中，哪一首表现了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爱情故事？
A.《高山流水》 B.《梁山伯与祝英台》C.《二泉映月》D.《阳春白雪》
Xiàliè Zhōngguó gǔdài zhe zhùmíng de yuèqǔ zhōng，nǎ yī shǒu biǎoxiàn le
Zhōngguó gǔdài chuánshuō zhōng de àiqíng gùshì？
A.《Gāoshān Liúshuǐ 》 B.《Liángshānbó yǔ Zhùyīngtái 》C.《èrquán Yìngyuè 》
D.《Yángchūn Báixuě 》
答案：B
20. ______商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第一次较全面地报道了当时中国
的城市、风俗、宗教、交通物产和商业活动，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文明的向
往。
A. 英国
B. 意大利
C. 法国
D. 西班牙
______shāngrén Mǎkě Bōluó zài 《Mǎkě Bōluó yóujì》dì-yī cì jiào quánmiàn de
bàodào le dāngshí Zhōngguó de chéngshì、fēngsú、zōngjiāo、jiāotōng wùchǎn hé
shāngyè huódòng，jīqǐ le Ouzhōurén duì dōngfāng wénmíng de xiàngwǎng。
A. Yīngguó
B. Yìdàlì
C. Fǎguó
D. Xībānyá
答案：B

第三部分汉字知识 Dì-sān bùfèn hànzì zhīshí
1. “iou 、uei 、uen”前面有声母时，写成“_____________”。
“iou 、uei 、uen” qiánmiàn yǒu shēngmǔ shí，xiě chéng“_____________”。
答案：iu 、ui 、un
2. 汉语中两个第三声字相连时，前一个要变调，如“你好”中的“你”在实际
发音时是第______声。
Hànyǔ zhōng liǎng gè dì-sān shēng zì xiànglián shí，qián yī gè yào biàndiào，rú
“nǐ hǎo ”zhōng de “nǐ ”zài shíjì fāyīn shí dì ______shēng。
答案：二
3. “自、妹、细”这一组字的读音声调相同，都是
…zhè yī zǔ zì de dúyīn shēngdiào xiàngtóng，dōu shì

。
。

答案：第四声 dì-sì shēng
4.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
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
代白话文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Xiàndài hàn mínzú gòngtóngyǔ shì yǐ Běijīng yǔyīn wéi biāozhǔnyīn，yǐ
wéi
jīchǔ fāngyán，yǐ diǎnfàn de xiàndài báihuàwén zuòwéi yǔfǎ guīfàn de Pǔtōnghuà。
答案：北方话 běifāng huà
5. “芳”的形旁是“
”，声旁是“____”。
“fāng ”de xíngpáng shì “
”，shēngpáng shì “____”。
答案：艹、方
6. 汉语口语中有这样的句子：“你喝的墨水真不少啊！”意思是说“你真
有
！”
Hànyǔ kǒuyǔ zhōng yǒu zhèyàng de jùzǐ ：“Nǐ hē de mòshuǐ zhēn búshǎo ā！”yìsī
shì shuō “nǐ zhēn yǒu
！”
答案：学问（知识）xuéwèn（zhīshí ）
7. “跑、跳、蹦、踹、路、趴”等汉字中的偏旁都有“足”，表示这些词都和“足”
的意思有关系。
“pǎo、tiào、bèng、chuài、lù、pā ”děng hànzì zhōng de piānpáng dōu yǒu “zú ”，
biǎoshì zhèxiē cí dōu hé “zú ”de yìsī yǒu guānxì。
答案：正确。zhèngquè 。

8. 现代汉字中，从造字法来看，形声字是最多的。
Xiàndài hànzì zhōng，cóng zàozì fǎ lái kàn，xíngshēngzì shì zuì duō de。
答案：正确。zhèngquè 。
9. 现代汉语中，
“老”、
“阿”可以充当前缀，不表达具体的词义，如“老师、老
虎、老鹰”和“阿姨、阿爸、阿妈”。
xiàn dài hàn yǔ zhōng ，“lǎo ”、“ā ”kě yǐ chōng dāng qián zhuì ，bú biǎo dá jù
tǐ de cíyì ，rú “lǎo shī 、lǎo hǔ 、lǎo yīng ”hé “ā yí 、ā bà 、ā mā ”。
答案：正确。zhèngquè。
10. “今天天气一点冷。”的说法不对，应该说成“今天天气有一点儿冷”。
“Jīntiān tiānqì yīdiǎn lěng。”de shuōfǎ bú duì，yīnggāi shuō chéng “Jīntiān tiānqì
yǒu yīdiǎnr lěng ”。
答案：正确。zhèngquè。
11. “我明天不来打球。”和“我明天没来打球。”都是正确的句子。
“Wǒ míngtiān bú lái dǎqiú。”hé “Wǒ míngtiān méi lái dǎqiú。”dōu shì zhèngquè
de jùzǐ。
答案：错误。第二句在时间的表达上不对，
“没”用于说话时刻以前的行为。
cuòwù。Dì-èr jù zài shíjiān de biǎodá shàng bú duì，“méi ”yòngyú shuōhuà shíkè
yǐqián de xíngwéi。
12. A:你真聪明啊！
B:哪里哪里！
上面的对话中，B 想问 A 自己哪个方面很聪明。
A:Nǐ zhēn cōngmíng ā！
B:Nǎlǐ nǎlǐ！
Shàngmiàn de duìhuà zhōng，B xiǎng wèn A zìjǐ nǎgè fāngmiàn hěn cōngmíng。
答案：错误。“哪里哪里”是一种谦虚的说法。cuòwù。“Nǎlǐ nǎlǐ”shì yī zhǒng
qiānxū de shuōfǎ。
13. 下面这些词中，有拼写错误的是：
Xiàmiàn zhèxiē cí zhōng，yǒu pīnxiě cuòwù de shì：
A. 昆仑 kūenlúen
B. 雪花 xuěhuā
C. 窗户 chuānghu
D. 毛巾 máojīn
答案：A

14. 下列词语中，“子”的发音和其他三个不一样的是：
A．兔子
B.帽子
C. 孔子
D.柜子
Xiàliè cíyǔ zhōng，“zǐ ”de fāyīn hé qítā sān gè bú yīyàng de shì：
答案：C
15. 下列汉字中，不是形声字的是：
A. 湘
B. 桥
C. 神
D. 初
Xiàliè hànzì zhōng，bú shì xíngshēngzì de shì：
答案：D
16. 宿舍里就你自己？没有
A.谁
B.其他
C.另
D.别人
Sùshě lǐ jiù nǐ zìjǐ？Méi yǒu
A.shuí
B. qítā
C.lìng
D. biérén

同学吗？

tóngxué ma？

答案：B
17. 玛丽上星期去美发店做了新发型，听说可
了。
A．漂亮
B. 很美
C．美好
D. 多美
Mǎlì shàng xīngqī qù měifā diàn zuò le xīn fāxíng，tīngshuō kě
A．piàoliàng
B. hěn měi
C．měihǎo
D. duō měi
答案：A
18. 下面的图，正是现在中国很流行的
字。
Xiàmiàn de tú，zhèng shì xiànzài Zhōngguó hěn liúxíng
de
zì。
A.哈
B.囧
C.耶
D.分
答案：B

le。

19. 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歌曲《我的祖国》中有这样一句：“姑娘好像花儿一样。”
这句使用的修辞手法是
。
A.借代
B.比喻
C.比拟
D.夸张
Zài Zhōngguó jiāyù hùxiǎo de gēqǔ 《Wǒ de Zǔguó》 zhōng yǒu zhèyàng yī jù ：
“gūniáng hǎoxiàng huār yīyàng。” zhè jù shǐyòng de xiūcí shǒufǎ shì
。
A.jièdài
B.bǐyù
C.bǐnǐ
D. kuāzhāng
答案：B
20. 请为下面的名词选择合适的量词，并用线条连接起来。
一盏
大鱼
一把
树
一条
灯
一扇
雨伞
一棵
门
Qǐng wéi xiàmiàn de míngcí xuǎnzé héshì de liàngcí，bìng yòng xiàntiáo liánjiē qǐlái。
yī zhǎn
dà yú
yī bǎ
shù
yī tiáo
dēng
yī shàn
yǔsǎn
yī kē
mén
答案：一盏灯、一把雨伞、一条大鱼、一扇门、一棵树
yī zhǎn dēng 、yī bǎ yǔsǎn 、yī tiáo dà yú 、yī shàn mén 、yī kē shù

第四部分 演讲参考题 Dì-sì bùfèn yǎnjiǎng cānkǎo tí
请选手在“我的中国梦”比赛主题、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和平”
背景下，自拟演讲题目，参考题目如下：
Qǐng xuǎnshǒu zài “Wǒ de Zhōngguó mèng ”bǐsài zhǔtí 、 jìniàn fǎnfǎxīsī
zhànzhēng shènglì 70 zhōunián “hépíng ” bèijǐng xià，zìnǐ yǎnjiǎng tímù，cānkǎo tímù
rúxià ：
一、 我最喜欢的
(介绍自己国家的文化，如一本文学著作、一位文化名人、一首歌曲等)
wǒ zuì xǐhuān de
(jièshào zìjǐ guójiā de wénhuà，rú yī běn wénxué zhùzuò、yī wèi wénhuà míngrén、
yī shǒu gēqǔ děng )
二、 我的中国梦 Wǒ de Zhōngguó mèng
三、 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Shìjiè de hépíng yǔ fāzhǎn
四、 我与中国的故事 Wǒ yǔ Zhōngguó de gùshì
五、 学习汉语的趣事 Xuéxí Hànyǔ de qùsh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