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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中国文化 （共 71 题） 
 
一、选择题 
1. 中国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中国境

内已知最早的人类是________，距今

约 170 万年。 
A. 蓝田人         B. 元谋人  
C. 山顶洞人       D. 北京人 
答案：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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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D  
 
3. 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其中唐朝烧制

出的一种陶瓷叫      ，它以黄、褐、

绿等色彩为主，釉色艳丽自然，深受

人们喜爱。 
A．唐三彩        B. 珐琅彩 
C．粉彩         D. 斗彩  

 
答案：A  
 
4. 明代著名医药学家_________编写

的《本草纲目》收集了 1892 种药物和

11096 个药方，是中国古代药物学和植

物学巨著。 
A. 孙思邈         B. 李时珍  
C. 华佗             D. 扁鹊 
答案：B  
 

5. 被尊为“百戏之祖”的______是中

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迄今已有六百

多年的历史，它融诗乐歌舞戏于一体，

对众多戏曲品种都产生过深远的影

响。      

A. 京剧       B. 昆曲 
C. 豫剧      D. 粤剧 

 

答案：B  
 
6.“四书”指《大学》《中庸》  _____   
和《孟子》，是儒家传道、授业的基本

教材。  
A. 《礼记》        B. 《周易》  
C. 《论语》        D. 《春秋》 
答案：C  
 
7. 西汉外交家_______两次出使西域，

开辟了中国连接西亚、欧洲的“丝绸

之路”。    
A. 郑和           B. 张骞    
C. 班超           D. 晏子 
答案：B  
 
8. 北京的_______是目前世界上最大

的木结构建筑群，它金碧辉煌、雄伟

壮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

界文化遗产”。  
A．颐和园    B. 圆明园   
C．故宫    D. 雍和宫   

 
答案：C  
 
9. 狮子林、沧浪亭、拙政园和_______
统称“苏州四大名园”，它们吸收了中

国江南园林艺术的精华，是中国优秀

的文化遗产。 
A． 蠡园       B. 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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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留园    D. 网师园  
   

 
答案：C  
 
10. ________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打击

乐器，由青铜制成。演员演奏时用小

木锤或长型的棒敲打，声音清脆响亮，

优美动听。  
A. 琵琶          B. 箜篌     
C. 编钟          D. 胡琴   

 
答案：C  
 
11. 苏轼的词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

婵娟”表达了对亲人朋友的思念之情

和美好祝愿。这里的 “婵娟”指的是

______。  
A. 高山           B. 月亮  
C. 流水           D. 太阳  
答案：B 
 
12.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

的建筑称“宫”或“____”。  
A. 寺             B. 观   
C. 庙             D. 庵  

 

答案：B  
 
13. 世界上最早的地震测量仪器“地动

仪”是由东汉科学家_______发明的。 
A. 僧一行         B. 张衡 
C. 沈括           D. 扁鹊 
答案：B 
  
14. “轻似蝉翼白如雪，抖似细绸不闻

声”是人们对_______的赞誉，它易于

保存，经久不脆，不会褪色，2009 年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A. 麻纸           B. 宣纸 
C. 皮纸           D. 竹纸  

 
答案：B 
 
15. _______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一，主要通过经络、穴位的作用，

运用“针法”和“灸法”来治疗疾病，

深受百姓喜爱。  
A．针灸          B．拔罐  
C．推拿          D．刮痧  

答案：A 

 
16. 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第一次大规

模的交流与融合发生在      时期。  
A．秦汉         B．汉唐 
C．宋明            D．明清 
答案：B 
 
17. 陆上丝绸之路的_______“丝绸之

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于 2014 年

6 月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该项目

是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

坦联合申报的，是首例跨国合作而成

功申遗的项目。 

A. 南段            B. 西段 
C. 北段            D. 东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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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18. 中国历史上，________曾是 13 个

王朝的首都，1000 多年前就已成为人

口超过百万的国际城市，与意大利的

罗马、希腊的雅典和埃及的开罗并称

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  
A. 北京           B. 西安   
C. 开封           D. 南京  

 

答案：B 
 
19. 首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

赛于     年开始举办。 
A. 2001        B.2002  
C. 2003        D. 2004 
答案：B 
 
20. 位于河南洛阳的______是中国石

刻艺术的巅峰，也是多元文化融合的

见证。 
A. 云冈石窟        B. 莫高窟 
C. 龙门石窟        D. 麦积山石窟  

 
答案：C   
 
21. “那达慕大会”是______族人民一

年一度的传统体育竞技活动，多在草

绿花红、马壮羊肥的七、八月举行。 
A. 维吾尔        B. 藏 
C. 苗            D. 蒙古 

 

答案：D 
 
22. 唐朝著名僧人玄奘从_______出
发，沿着丝绸之路，克服重重险阻到 
达印度，带回了 650 多部佛经。这就

是著名的“唐僧取经”。 
A. 洛阳           B. 扬州     
C. 长安            D. 成都  
答案：C  
 
23. 唢呐是一种民间吹管乐器，公元 3
世纪由______传入中国。 
A. 朝鲜            B. 印度 
C. 波斯            D. 日本  

 

答案：C  
 
24. _______是藏族人常用的饮料，逢

年过节、结婚、生孩子、迎送亲友，

必不可少。 
A. 青稞酒          B. 马奶子酒   
C. 红薯酒          D. 杨梅酒  
答案：A 
 
25. 北宋画家______的《清明上河图》

生动地描绘了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

商业活动的繁荣景象，是中国古代绘

画的杰作。   
A.张择端            B.顾恺之  
C.曹仲达            D.张僧繇  



 

 4

 

答案：A 
   
26. 刺绣是中国著名的传统手工艺之

一，江苏的苏绣、湖南的湘绣、广东

的 和四川的蜀绣被称为中国“四

大名绣”。 
A. 杭绣              B. 粤绣      
C. 鲁绣              D. 京绣 
答案：B  
 
27.          是运用在川剧艺术中塑

造人物的一种特技，通过瞬间多次变

换脸部妆容来揭示剧中人物内心的思

想感情。  
A. 滑步              B. 水袖   
C. 变脸              D. 踩跷   
答案：C 
 
28. _______是当今世界上现存最早、

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敞肩石拱桥，位于

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 
A. 卢沟桥            B. 宝带桥   
C. 洛阳桥            D. 赵州桥   

  
答案： D 
 
二、填空题 
29. 2017 年是中国农历丁酉年，是十二

生肖年中的      年。   
 
答案：鸡。   
 
30. 中国的地方戏丰富多彩，而且大多

数地方戏都有自己的代表剧目。人们

熟悉的《天仙配》是______的代表剧

目。 
答案：黄梅戏  
 
31. 第一部被介绍到西方去的中国古

代戏曲是           ，它是著名的元

杂剧四大悲剧之一。  
答案：《赵氏孤儿》  
 
32. 汉代司马迁著述的 《_______》是

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答案：史记   
 
33. 唱、念、做______是中国戏曲表演

的四种艺术手段，也是戏曲表演的四

项基本功。 
答案：打 
 
34.《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

和_______合称中国古代四大文学名

著。 
答案：《西游记》 
 
35.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节

日“端午节”。端午节这天人们有

______、赛龙舟、挂菖蒲（或艾叶）、

熏苍术、喝雄黄酒的习俗。 
答案：吃粽子 
 
36. 中国苗、瑶、侗等民族特别喜爱的

一种古老吹奏乐器叫_______，是苗族

等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  

 
答案：芦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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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从创作题材来看，中国画主要有花

鸟画、人物画 和     画 
答案：山水 
 
38. 重视教育，尊敬师长，在中国有悠

久的传统。人们称老师为“恩师”“先

生”。现在，中国把 9 月 10 日定为

“_______”，以表达对教师的尊重。 
答案：教师节 
 
39. 中国古代著名的兵书_________已
被译为英、法、日、德、俄等多种文

字。 
答案：《孙子兵法》 
 

40. ___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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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答案：剪纸 
 
41. 为加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从 1405
年起，明代航海家_______率领船队先

后七次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

和红海沿岸。 
答案：郑和 
 
42.中国古代很多姓氏都来源于官职，

复姓“司马”的职能是_________，而

“司徒”的职能则是负责地图和人口

统计。  
答案：负责军政  
 
43. 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是

_________。 
答案：《永乐大典》  
 
44. 图片所展示的是中国一种传统拳

术___________。它的动作刚柔相济，

既可技击防身，又可强身健体。   

 

答案：太极拳   
 
45. 中国近几年流行起来的、参与者多

为中老年女性的舞蹈叫_______，是现

代都市人们健身、娱乐的一种新方式。 

 
答案：广场舞 
 
46. 中国   __    位于北京市天安门

广场西侧，是国家表演艺术中心。 

 

答案：国家大剧院 
 
47. 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

__________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

造力，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答案：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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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中国汉代名医华佗非常重视疾病

的预防，他模仿虎、鹿、熊、猿、鸟

五 种 动 物 ， 独 创 了 一 套 名 为

“_________”的体操，用来强身健体。 

 

答案：五禽戏 
 
49. 北京传统民居的格局是，一个院子

四面建有房屋，将庭院合围在中间，

这种民居叫___________。 

  
答案：四合院  
 
50. 1969 年出土于中国甘肃省武威县

的青铜器“____________”，是中国的

国宝级文物，现在已成为中国旅游的

图形标志。 

 
答案：马踏飞燕（或马超龙雀） 
  
51. 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

________、安徽九华山合称中国佛教

四大名山。 

 

答案：四川峨眉山 
 
52. 中国人逢有新婚吉庆时，都爱在门

窗上贴大红的_________字，寓意好事

成双、大吉大利。 

 

答案：囍 
 
53. 古诗“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中的“元

夜”指的是农历_______的夜晚。 
答案：正月十五/元宵节 
 
54. _______起源于中国，是中国最古

老的棋类。隋唐时期传到日本，19 世

纪又传到欧洲，现在已发展成为一种

重要的国际体育竞赛项目。 

 

答案：围棋 
 
三、判断题  
55. 中国陶瓷，特别是瓷器，从唐代中

晚期开始通过海路大量向国外输出。

人们把这条通往亚、非、欧的海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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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线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答案： 正确 
 
56.“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

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

双多边机制，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

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

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

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答案：正确 
 
57.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一座系统展示

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综合性博物馆，

记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足迹，

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 

 
答案：正确。 
 
58. 脸谱是戏曲中某些角色脸上画的

各种图案，用来表现人物性格和特征。

其中，象征“忠勇”的颜色是白色。 

 

答案：错误。在京剧脸谱中，红色象

征忠勇，白色象征奸诈。 
 
59. 天干地支纪年始于汉代，这种纪年

方式是以正月初一为起点的。 
答案：错误。天干地支纪年是以立春

为起点的。 
 
60. 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

罗游记》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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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正确。 
 
61. “女书”又叫作“女字”，是世界上唯

一的女性文字。由于它起源和主要流

行的地域是中国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

江圩镇，所以又叫作“江永女书”。 
答案：正确。 
 
62. 火把节是彝族、白族等民族的传统

节日。节日之夜，人们在村寨田间举

着火把游行，欢快地唱歌跳舞，以期

消灾降福。  
答案：正确。 
 
四、连线题  
63. 中国古代对于人的年龄有许多独

特的称呼。请将下列别称与它指代的

年龄连线： 
 
不惑之年             五十岁 
知天命之年           四十岁 
古稀之年             八十岁 
耄耋之年             七十岁 
耳顺之年             六十岁 
而立之年             三十岁 
 
 
答案： 
不惑之年             五十岁 
知天命之年           四十岁 
古稀之年             八十岁 
耄耋之年             七十岁 
耳顺之年             三十岁 
而立之年             六十岁 
 
64. 中国民歌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

的表现形式，地域分布十分广泛，不

仅中国人喜欢，而且也深受外国朋友

喜爱。下面几首著名的民歌各属于哪

个地区的民歌，请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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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淌水           山西民歌  
走西口             西南民歌  
凤阳花鼓           江淮民歌  
紫竹调             河北民歌  
小白菜             江浙民歌  
 
答案： 
小河淌水           山西民歌 
走 西 口           西南民歌 
凤阳花鼓           江淮民歌 
紫 竹 调           河北民歌 
小 白 菜           江浙民歌 
 
65. 中国饮食文化丰富多彩，有各种各

样的风味小吃，特色鲜明，风味独特。

下列小吃是哪个地方的特色，请连线。 
过桥米线             陕西 
羊肉泡馍             云南 
狗不理包子           湖北 
三鲜豆皮             天津 
夫妻肺片             山西 
刀 削 面             四川 
 
答案：  
过桥米线             陕西 
羊肉泡馍             云南 
狗不理包子           湖北 
三鲜豆皮             天津 
夫妻肺片             山西 
刀 削 面             四川 
 
66. 请将下列京剧行当与它所代表的

人物连线。 
武生             会武艺的女子  
武旦             会武艺的男子  
净               幽默滑稽的人  
丑               豪放粗犷的男子  
 
答案： 
武生             会武艺的女子                     
武旦             会武艺的男子                        
净               幽默滑稽的人          
丑               豪放粗犷的男子        
 

五、列举题  
67. 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立的教育

机构。请列举中国古代四大书院。 
答案：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

书院、应天书院。另有一说：石鼓书

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

院。 
 

68“文房四宝”是中国独具特色的文

书工具。请一一列举。  
答案：笔、墨、纸、砚。 
 
69．中国古诗文中常提到的“花中四

君子”指的是哪四种植物？  

 

答案：梅、兰、竹、菊 
 
70.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四大

发明”展现了中国古代灿烂的科技文

化。请说说是哪四大发明？  
答案：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

术。  
 
71. 茶是中华民族的“国饮”，中国茶

分红、绿、青、黄、黑、白六大类。

请列举四种你所知道的中国名茶品

种。  
答案：龙井、碧螺春、大红袍、普洱、

银针、铁观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