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UENTE A CHINA 2016 de Madrid 

MODELOS DE PREGUNTAS 

第一部分   汉语知识 

一、填空题 

1. “久、修、秋”这一组字的读音韵母相同，都是“____”。 

答案：iou/iu 

 

2. “太极拳、朋友圈、劝酒”这一组黑体字的读音声母韵母都相同，都是

“____”。   答案：quan 

 

3. “出租车”的注音应该是：chūzūchē 

    “教学楼”的壁画数应该是：32画 

 

4. “ü”在“_____、_____、_____”三个声母后，书写时应该去掉“ü”上的两

点。        

答案：j、q、x 

 

5. “长”在汉语中是个多音字，在“头发越长越长了”中分别读作                                          

和      。 

答案：zhǎng、cháng 

 

6.  汉语口语中说一个人“有一肚子的墨水”，意思是这个人“很有      ”。 

答案：学问（知识） 

 

7. 十五个水桶打水，____________。 

答案：七上八下 

 

8.  看图完成汉语的一个成语。 

 
答案：三心二意 



 

9. 填写一个方位词，完成句子，“在这个问题      ，我们大家至今还不能达成共

识。” 

答案：上 

 

 

10. 汉语成语“         ”，原指“要画好竹子，在心里要有一幅竹子的形象”，后

来比喻做事之前已作好充分准备，对事情的成功有十分的把握，又比喻遇事不慌，

十分沉着。 

答案：胸有成竹 

 

 

二、判断题 

1. “问、间、闭、闩、闱、闸”等汉字中的偏旁都有“门”，表示这些词都和

“门”的意思有关系。 

答案：错误，“问”中的“门”与读音有关系。 

 

2. “三山四水十万树”，这句话中声母是“sh”的汉字有 6 个。 

答案：错误。4 个（山、水、十、树）。 

 

3. 现代汉语中，“画家”、“作家”、“音乐家”、“书法家”等词语中的“家”，表示

的是“善于做某事的人”。对不对？ 

答案：正确。 

 

4. 汉语中有些词“儿化”以后，词义会产生变化，往往能表示“少、小、轻”等

状态和性质。如“瓶盖儿”、“雨点儿”、“针眼儿”等。 

答案：正确。 

 

5. 成语“亡羊补牢”是说“羊已经死亡了，再去补牢房。”用来比喻“马后炮”、

“白干了”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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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成语“水滴石穿”原来比喻“小错不及时改正，就会慢慢积成大错”。现在用

来比喻“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总会得到成功。”。答案：正确。 

7. “钱花不完。”和“钱不花完。”的意思一样。 

答案：错误。 

 



8. A:你真漂亮！ 

B:哪里哪里！ 

上面的对话中，B 想问 A 自己哪个部位很漂亮。 

答案：错误。“哪里哪里”是一种谦虚的说法。 

 

9. “同学们都去看电影了，你为什么不去吗？” 的说法不对，应该说成“同学

们都去看电影了，你为什么不去呢？” 

答案：正确。 

 

10. “请你把外套脱。”这句话不符合汉语“把”字句的要求，可以改成“请你

把外套脱下。” 

答案：正确。 

 

三、选择题 

1. 下列汉字中，字义表示“水很大的样子”的是： 

A. 淼          B. 森    

C. 焱          D. 垚 

答案：A 

 

2. “跑了七八里路，都跑出一    汗了！” 

A. 次         B. 个 

C. 人         D. 身 

答案：D 

 

3. “我的书包不见了，我找遍了教学楼，问了每个人，    都说没看见！” 

A. 哪儿       B. 那儿  

C. 这儿       D. 谁 

答案：D 

 

4. “我现在不想吃饭，我先睡会儿吧，今天写报告写了两个小时，的确是      。” 

A. 有点儿累  

B. 一点儿累 

C. 累一点儿     

D. 累有点儿 



答案：A 

 

5. “你到底知道不知道答案啊？” 这句话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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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您千万     这么夸我，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啊！” 

A. 要        B. 没 

C. 不        D. 别 

答案：D 

 

7. “天气实在太热了，冰箱里的冷饮都      喝光了。” 

A. 从          B. 由 

C. 为          D. 被 

答案：D 

 

8. “这问题太难解决了！都两个小时了，我什么办法也想     。” 

A. 不出         B. 不能 

C. 不动         D. 不够 

答案：A 

 

9. “您千万     这么夸我，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啊！” 

A. 要        B. 没 

C. 不        D. 别 

答案：D 

 



10. 他来中国留学，带来上百斤行李。“上百斤”的意思是: 

 A．几百斤   

 B．接近一百斤    

 C．上面的一百斤    

 D. 超过一百斤 

答案：D 

 

四、连线题 

1. 请用线条将左右两边意义相反或相对的词语连接起来。 

厚                   湿 

亮                   低 

甜                   薄 

干                   暗 

高                   苦 

2. 请为下面的名词选择合适的量词，并用线条连接起来。 

一颗                电影 

一艘                窗 

一部                糖 

一条                船 

一扇                围巾 

 

第二部分  国情知识 

1. 中国人口在地域上的分布特点是 

     多     少。 

答案: 东, 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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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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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孔子学院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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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中国古代著名的        之路，是通过河西走廊，进入塔里木盆地，再通过

西亚到达欧洲的。 

答案：丝绸 

 

6. 2014 年，        登陆月球已满一周年。它是中国第一个实现月球软着陆的

无人登月探测器，标志中国已成为继前苏联、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实现地外天体软着陆

的国家。 

 
 

 

答案： 嫦娥三号探测器 

 

7. 中国通信行业三大运营商分别是中国联通、中国移动、        。 

答案：中国电信         （手机 SIM 卡可以选择使用的三家主要公司） 

 

8.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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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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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海南 



 

10. 孔子的故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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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庙、孔府、孔林。  

答案：山东 

 

二、选择题   

1.       是中国大陆的火警电话号码。 

A. 120         B. 119 

C. 114         D. 110 

答案：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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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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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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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去世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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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B 

 



5. 下面标志      是中国工商银行的标志： 

A.          B.   

C.          D.   

答案：B 

 

6. 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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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中国地形多种多样，各类地形中占全国陆地面积最大的是_______。 

A. 山地        B. 沙漠                 

C. 盆地        D. 平原 

答案：A 
 

8.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共有 

    个民族。 

A. 50      B. 55 

C. 32          D. 56  

答案：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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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014 年 9 月 20 日，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      在美国纽约证券市场挂牌上市，

成为世界第二大互联网公司。 

A. 腾讯     B. 阿里巴巴  

C. 新浪     D. 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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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三、判断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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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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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949 年 9 月 27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即日起北平改名北京。 

答案：正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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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的建筑物是上海的天安门。 

答案：错误。（北京天安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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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玉米是中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是全国 60％以上人口的主食。 

答案：错误。（水稻） 

 

 

 

8.2015 年 12 月，第九届孔子学院大会在厦门召开，这是孔子学院大会首次在北

京以外的地区举行，本届大会主题为“迎接孔子学院新 10 年”。 

答案：正确。 

 

 

9.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热衷于旅游休闲，

2014年，中国内地居民当年出境旅游首次突破一亿人次。 

答案：正确。 

 

10. 2014 年，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发起的 APEC 会议于 11 月中旬在北京举行。本

次会议的主题是“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 APEC 会

议。 

答案：错误。中国第一次举办 APEC会议是 2001 年在上海。 

 

四、连线题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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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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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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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列举题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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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网络购物现在在中国很受欢迎，请你列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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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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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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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仫佬族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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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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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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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   文化常识 

 

1. 北京的故宫，这座_______ 两朝的皇宫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群。 

A．唐宋    B．宋元  

C．明清    D. 隋唐 

答案：C  

2.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______这“四大发明”

展现了中国古代灿烂的科技文化。  

A. 日晷         B. 地动仪     

C. 火药        D. 针灸    

答案：C 

 

3. 登高望远，饮菊花酒，品菊花茶，唐朝孟浩然的诗句“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

花”生动再现了中国民间传统节日______的习俗。  

A. 中秋节        B. 端午节  

C. 重阳节        D. 元宵节   

   

答案：C 

4. “满招损，谦受益”是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的一句名言，形象地表达了中国这个

古老而悠久的民族所拥有的______的美好品德。 

A. 诚实          B. 谦虚   



C. 勤劳          D. 勇敢     

答案：B 

5. 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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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欧阳修诗句“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中的 “元

夜”指的是农历_______ 。 

A. 三月初三        B. 八月十五 

C. 五月初五       D. 正月十五    

答案：D 

7. 中国人常将女中豪杰称为“巾帼英雄”，“巾帼”具体指古代妇女身上的

_______ 。 

A. 上衣             B. 裙子 

C. 头饰             D. 罩袍  

答案：C   

8. 北京的传统民居叫_______，它是中国古老传统的文化象征。 

A. 大杂院         B. 四合院 

C. 别墅           D. 围屋  



 

答案：B  

9. 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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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中国人结婚的时候喜欢在门上、窗户上贴一个大红色的字，这个字是 

_______字。 

A. 春          B. 喜 

C. 庆          D. 福  

答案：B  

 

二、填空题 

1. 2015 年是中国农历羊年，这种纪年方法叫十二______  纪年法，也称干支纪年

法，是中国自上古以来一直使用的一种纪年方法。   

答案：生肖   



2. 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各地自然和人文环境不尽相同，形成了丰富多彩、

各具特色的民居建筑。 _______依势而建，高悬地面，既通风干燥，又能防毒蛇、

野兽，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观赏性。  

 

答案： 吊脚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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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莫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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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把每年的 9 月 10 日定为_______，以表达对教师的尊重。 

答案：“教师节” 

5. “火把节”是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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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 

6. 目前,世界上唯一存活的象形文字是        , 被誉为文字的“活化石”。 

答案：东巴文 

7. 图片所展示的是中国一种传统拳术_______ 。它的动作刚柔相济，符合人体结

构和大自然运转规律，既可强身健体又可预防疾病，深受人们喜爱。   

 

答案：太极拳   



8. “文房四宝”是中国独具特色的文书工具，包括笔、墨、纸、_______。 

答案：砚 

9. 从创作题材来看，中国画出现最早的是人物画，山川风光只是作为人物画的背

景出现的，后来发展成为独立的画种______，这是中国绘画的一大特色。  

 

答案：山水画 

10. 中国历史上，______曾是 13 个王朝的首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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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西安 

 

三、判断题  

1. 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老文字叫甲骨文，它记录了 3000 多年前中国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史料。 答案：正确。 

2. 俗话说：“种田看节气”，几千年来，中国农民都是按照二十四节气来安排农

活的。 答案：正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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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忠勇”的象征颜色是白色。 

 

答案：错误。在京剧脸谱中，红色象征忠勇，白色象征奸诈。 

4. 古代民间传说，农历七月初七晚上喜鹊在银河上搭桥，让牛郎与织女 在桥上相

会。所以农历七月初七被很多当代中国人视为中国的“情人节”。 

答案：正确。 

 



5. 泼水节是苗族的传统节日。 

 

答案：错误。是傣族的传统节日。 

 

6. 四书又称四子书，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合称。 

答案：正确 

 

7. 木偶戏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演员只凭一双手、一盏灯甚至一轮明月，就

可以展开巧思，通过手势的变化，创造出栩栩如生的形象。 

 

答案：错误。应为“手影戏”。  

 

8. 算盘是中国古代的计算器，是古人在长期使用“算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用算盘计算的方法叫“珠算”。 

 

答案：正确。 



 

9. 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编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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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正确。 

 

10. 目前，中国已发现的数量较多、阵容最大的雕塑，是陕西省的秦始皇陵兵马

俑。 

答案：正确 

 

四、连线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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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

下列内容正确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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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 

刀 削 面                               四川 

2. 请将下列中国的传统节日与其农历日期连接起来。 

正月初一                            元宵节 

正月十五                           春  节 

五月初五                           乞巧节 （七夕节） 

七月初七                           端午节 

八月十五                           重阳节 

九月初九                         中秋节 

 



3. 请确认下列京剧行当，并将正确内容连线。 

会武艺的女子                      武生            

会武艺的男子                      武旦               

幽默滑稽的人                      净 

豪放粗犷的男子                   丑 

 

五、列举题 

1. 请列举 5 个你所知道的中国的姓氏。 

  答案（供参考）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 、蒋、

沈、韩、杨、 朱、秦、尤、许、何、吕、施、张等 

2. 文学是中国文化中最灿烂的一部分，从远古神话到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涌现出了许

多不朽的文学作品。请列举你熟悉的中国文学作品。（至少三项） 

答案（供参考）：《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 

 

3. 茶是中国的传统饮品，你知道中国茶有哪些品种？（至少两种） 

答案（供参考）：红茶、绿茶、青茶（乌龙茶）、黑茶、黄茶、白茶；再加工茶

如花茶、砖茶、沱茶等。 

4. 中国民间音乐文化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历史中，发展出一系列富有鲜明民族特

色的乐器。请列举几种。（至少三种） 

答案（供参考）：古琴、箫、笛子、古筝、琵琶、二胡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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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90%E5%99%A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