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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汉语知识（69 道题） 
 
一、填空题 
1.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以      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

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全民通

用语。  
答案：北方话 
 
2. “村、轮、准、困”这一组字的韵

母相同，都是“        ”。 
答案：un (uen) 
 
3. “吹、成、齿、处”这一组字的声

母相同，都是“_______”。 
答案：ch 
 
4. “壮、丽、世、界”这一组字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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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在汉语中是个多音字，在“请

你数．一下，看看总数．是多少”这句话

中分别读作      和       。 
答案：shǔ、shù 
 
7. 在“一模一样”中，第一个“一”

读第____声，第二个“一”读第____
声。 
答案：四、二 
 
8. “不”在“不见不散”中读第______
声，在“不知不觉”中读第____声。 
答案：二、四 
 
9. 形声字“驱”和“驶”的形旁都是

“     ”，声旁分别是“     ”和

“____”。 
答案：马、区、史 

 
10. “口”和“十”可以组成两个不同

结构的汉字，分别是“     ”和

“       ”。 
答案：叶、古 
 
11. 在汉语口语中，说一个人“听他聊

天儿就知道他满肚子墨水”，意思是

这个人“      很多”。 
答案：文化/知识/学问 
 
12. “大家都说你做菜有两下子．．．．！今天

的饭你来做吧！”这个句子里“有两

下子”的意思是           。 
答案：具有某些方面的技术或才能/技
术好/有水平/水平高 
 
13.请填写下面 3 个歇后语的后半部

分： 
(1) 理发师教徒弟——__________。 
答案：从头学起 
(2) 过年娶媳妇——__________。 
答案：双喜临门 
(3) 竹篮打水——__________。 
答案：一场空 
 
14. 从“十、百、千、万”中选词填空，

分别组成成语。 
     里挑一 
     马奔腾 
     载难逢 
     指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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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  
行  
合  

始  终  如      诺  千  金  
马  
当  
先  

答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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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选择合适的汉字填空，完成成语。 
（  ）  到  （  ）  功 
不          人 

  停        （  ） 
（  ）        美 
答案：（马）到（成）功 
        不      人 
        停    （之） 
      （蹄）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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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井观天 
 
18. 用一个成语表示下面这幅图的

意思：  

 

答案：画蛇添足 
 
19. 填写一个方位词，完成以下句子:
“在这个问题     ，我们有完全不同

的看法。” 
答案：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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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可貌相，     不可斗量。” 
答案：海水   
 
21. 填写一个介词，完成以下句子：

“     目前的条件来看，我们还必须

做更多的准备工作，不能马上开工。” 
答案：从/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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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写出下列形容词后面常见

的叠音形式： 
灰——     慢——                              
冷——     白——         
答案（供参考）： 
灰蒙蒙（灰扑扑/灰溜溜）、 慢悠悠（慢

吞吞）、冷冰冰（冷飕飕/冷丝丝/冷清

清/冷森森）、白花花（白茫茫） 
 
23. 根据整个句子的意思，填写关联词

语，完成句子。 
“      更早一点出门，我们     能
避开上班堵车的早高峰。” 
答案：只有……才 /如果……就 /要
是……就 
 
二、判断题 
24. “树上是四十三个涩柿子”，这句

话中声母是“s”的汉字有 5 个。 
答案：错误。3 个（四、三、涩）。 
 
25. “翁”“朋”“工”三个字的韵母

是一样的，都是“ong”。 
答案：错误。翁：ueng；朋：eng；工：

ong 。 
 
26. 现代汉语中，“水手”“歌手”“球

手”“鼓手”“辩手”“棋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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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架、恰、夏”拼作 jà、qà、x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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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错误。应是 jià、qià、xià。 
 
28. “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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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的“门”与读

音有关系。 
 
29. 汉语中加在名词后面的“儿”大多

可以表示小，如“玻璃球儿”“土豆

丝儿”“号码牌儿”中的“儿”。 
答案：正确。 
 
30. “早点儿睡吧，于是明天早上第一

节课就会迟到”这句话用词完全正确。 
答案：错误。“于是”应为“否则”

或者“不然”。 
 
31. “月”在“朝”“阴”“胖”中原

来都是表示“月亮”的意思。 
答案：错误。“胖”中的“月”不是。 
 
32. 汉语口语中有这样的句子：“跑步

是对身体健康有利的锻炼方式，但也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跑步，应当因人而

异，千万不能一刀切．．．。”其中“一刀

切”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通过比

喻的方式表示“按统一的标准处理、

办理事情”。 
答案：正确。  
 
33. “石头”“馒头”“木头”“枕头”

“针头”等词里的“头”都读轻声。 
答案：错误。“针头”的“头”不读

轻声。  
 
34. “狐假虎威”这个成语的意思是狐

狸借老虎之威吓退百兽，比喻仰仗别

人的威势来欺压人。 

 

答案：正确。 
 
35. “周末的步行街，人山人海，好不

热闹”和“周末的步行街，人山人海，

好热闹”两句话的意思基本是一样的。 
答案：正确。 
 
36. “广州是中国大城市中的之一”这

句话表达正确。 

 

答案：错误。应该说“广州是中国的

大城市之一”或“广州是中国大城市

中的一个”。 
 
37. “这么多年没联系，她的模样我真

的不记起来了。”这句话没有语法错

误。 
答案：错误。应为“记不起来了”。 
 
38. “她不仅学习方法好，所以还非常

刻苦，课余时间差不多都用在学习

上。”这句话的关联词语用得准确。 
答案：错误。“所以”去掉或改成“而

且”。 
 
39. “虽然你没参加老同学的聚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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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大家都记得你，聚会时很多人谈到

了你。”这句话的语序是对的。 
答案：错误。“却”应放在“大家”

的后面。 
 
40. “昨天我们都去参加小王的婚礼

了，你为什么没来吗？”这句话说得

不对，应该说成“昨天我们都去参加

小王的婚礼了，你为什么没来呢？” 
答案：正确。 
 
41. “大卫明天不来上课”和“大卫明

天没来上课”都是正确的句子。 
答案：错误。第二句错误。 
 
42.  A: 你的汉语说得真棒！ 

B: 哪里哪里！ 
上面的对话中，B 是在问 A 自己汉语

好在哪里？ 
答案：错误。“哪里哪里”是一种谦

虚的说法。 
 
43. “工作做不完”和“工作没做完”

的意思一样。 
答案：错误。 
 
三、选择题 
44. 下面这些词的拼音有拼写错误

的是：  
A. 窗户   chuāng hu   
B. 电灯   diàn dēng 
C. 优秀   yiōu xioù 
D. 骄傲   jiāo，ào 
答案：C 
 
45. 下列汉字字义为“水大的样子”

的是：   
A. 淼            B. 森 
C. 磊            D. 众 
答案：A 
 
46. 我太紧张了，都出了一    汗！ 
A. 次            B. 趟 
C. 滴            D. 身 

答案：D 
 
47. 下列四组词语中，加点汉字读音相

同的一组是： 

A. 为难． 难．得     B. 校长． 长．沙 

C. 快乐． 乐．器     D. 出行． 行．业 

答案：A                              
 
48. 下列汉字中，不是形声字的是： 
A. 枝            B. 期      
C. 休            D. 房 
答案：C 
 
49. “我猜你这部新手机不便宜，应该

上千．．”其中“上千”的意思是: 

 A. 手机上有一千个号码   
 B. 超过一千块钱    
 C. 前面有一千个人    
 D. 第一千部手机 
答案：B 
 
50. 这首歌真好听，我还想听，你再唱

一    吧。 
A. 个            B. 趟 
C. 首            D. 遍 
答案：D 
 
51. 马克特别喜欢中国菜，一到了中

国，    菜都想尝一尝。 
A. 哪            B. 什么  
C. 怎么          D. 谁 
答案：B  
 
52.      身体健康，我们应该保证

按时作息。    
A. 把            B. 给 
C. 对            D. 为了 
答案：D 
 
53. “张总是我们公司的一把手．．．”这句

话中“一把手”的意思是： 
A. 工作能手      B. 清洁工人   
C. 文字秘书      D. 高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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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54. 这工作不能再拖下去了，大家一起

努力，今天    完成    可！ 
A. 没、不    B. 不、没     
C. 非、不    D. 别、不 
答案：C 
 
55. 长沙是_______。 
A. 有着三千年历史一座的悠久城市 
B. 一座有着三千年历史的悠久城市      
C. 一座有着三千年悠久历史的城市 
D. 悠久的有着三千年历史一座城市 
答案：C 
 
56.      五点半，他     起床了。 
A. 就、又         B. 刚、才 
C. 才、就         D. 一、就 
答案：C 
 
57. 快到年末了，工作的确比平

常       。 
A. 有点儿忙     B. 一点儿忙 
C. 忙一点儿    D. 忙有点儿 
答案：C 
 
58. 近太忙了，那本书我还_______。 
A. 看没完         B. 看完没 
C. 没看完        D. 不看完 
答案：C 
 
59. 早饭吃三个馒头不算多，对我来说

真是      一碟！ 
A. 小问题        B. 小麻烦 
C. 小菜          D. 凉菜 
答案：C 
 
60. 中国位    亚洲东部、太平洋西

岸。 
A. 为             B. 于 
C. 在             D. 有 
答案：B 
 
61. “你究竟．．知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啊？” 这句话中，“究竟”可以被下

列哪个词替换？ 
A. 怎么           B. 终于 
C. 竟然           D. 到底 
答案：D 
 
62. 快     玩手机了，老师开始讲课

了。 
A. 非             B. 没 
C. 未             D. 别 
答案：D 
 
63. 高速列车以 300 公里的时速从北

京开     上海。 
A. 对             B. 往 
C. 由             D. 朝 

 
答案：B 
 
64. “她怎么这么开心，一公里外就能

听到她的大笑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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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下面四个词语都有“事情来得很

急，没有预料到”的意思，下列哪个

词可以放在“这事来得太     了！”

这句话中： 
A. 忽然          B. 居然 
C. 猛然          D. 突然 
答案：D 
 
66. 我们都是有备    来的，请马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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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我们开始干活儿吧。 
A. 从            B. 由 
C. 起            D. 而 
答案：D 
 
67. 我读不     了，这故事太长了！

我要歇一会儿。 
A. 进去          B. 出去 
C. 过去          D. 下去 
答案：D 
 
四、连线题 
68. 请用线段将左右两边意义相近或

相似的词语连接起来。 
饱学              操纵 
承担              装饰 
肮脏              博识 
把持              担负 
点缀              龌龊 
 
答案： 
饱学              操纵 
承担              装饰 
肮脏              博识 
把持              担负 
点缀              龌龊 
 
69. 请为下面的名词选择合适的量词，

并用线段连接起来。 
一列              电脑 
一扇              彩虹 
一台              火车 
一场              木门 
一道              大雨 
 
答案： 
一列              电脑 
一扇              彩虹 
一台              火车 
一场              木门 
一道              大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