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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1 - SECTION 1

Question No.1 (Question Id - 84)
选出正确答案

‘西湖’ 位于：

(A) 北京 
(B) 上海 
(C) 杭州 (Correct Answer)

 (D) 南宁 

Question No.2 (Question Id - 63)

(A) (A)-(II), (B)-(IV), (C)-(I), (D)-(III) 
(B) (A)-(III), (B)-(IV), (C)-(II), (D)-(I) 
(C) (A)-(II), (B)-(III), (C)-(IV), (D)-(I) 
(D) (A)-(IV), (B)-(I), (C)-(II), (D)-(III) (Correct Answer) 

Question No.3 (Question Id - 96)
找奇
(A) 四人帮 
(B) 文化大革命 
(C) 林彪 
(D) 邓小平 (Correct Answer) 

Question No.4 (Question Id - 13)
下列作家中谁属于满族 ？

 (A) 矛盾 
(B) 巴金 
(C) 老舍 (Correct Answer) 
(D) 冰心 

Question No.5 (Question Id - 81)



(A) (A)-(II), (B)-(IV), (C)-(I), (D)-(III) 
(B) (A)-(III), (B)-(IV), (C)-(II), (D)-(I) 
(C) (A)-(IV), (B)-(III), (C)-(II), (D)-(I) (Correct Answer) 
(D) (A)-(IV), (B)-(II), (C)-(I), (D)-(III) 

Question No.6 (Question Id - 44)
选出正确的答案 :

现代文学中常有一些描写----------的故事。

(A) 贤妻良母 (Correct Answer)
 (B) 年轻有为 

(C) 战战兢兢 
(D) 争先恐后 

Question No.7 (Question Id - 59)
请选正确的答案 :

(A)      这段美好的回忆，我终身难忘。

(B)       病后，华罗庚的左腿僵直，不能自由屈伸，落下了终生的残疾。

(C)       婚姻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千万不能草率。必须慎重从事。

(D)      我们要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奋斗终身。

(A) (A), (B)  Only 
(B) (A), (B), (C) Only (Correct Answer) 
(C) (B), (C), (D) Only 
(D) (A), (D) Only 

Question No.8 (Question Id - 94)
找奇
(A) 周恩来 (Correct Answer)

 (B) 毛泽东 
(C) 江泽民 
(D) 胡锦涛 

Question No.9 (Question Id - 53)

(A) (A)-(II), (B)-(IV), (C)-(I), (D)-(III) 
(B) (A)-(III), (B)-(IV), (C)-(II), (D)-(I) 
(C) (A)-(II), (B)-(III), (C)-(IV), (D)-(I) (Correct Answer)

 (D) (A)-(IV), (B)-(II), (C)-(I), (D)-(III) 



Question No.10 (Question Id - 10)
《青年杂志》是哪一年创办的 ？

 (A) 1914年 
(B) 1915年 (Correct Answer)

 (C) 1917年 
(D) 1916年 

Question No.11 (Question Id - 26)
现代汉语有几种构成汉字的主要笔形 ?

(A) 七 
(B) 八 (Correct Answer)

 (C) 九 
(D) 六 

Question No.12 (Question Id - 28)
选出适当的词语填空 ：

他们非常怀念共同-----------的那段艰难而美好的岁月。

(A) 经过

(B) 通过 
(C) 度过 (Correct Answer)

 (D) 渡过 

Question No.13 (Question Id - 38)
选出正确词语填空 ：

你的朋友看你来了。此句子里的来是：

(A) 趋向补语 (Correct Answer)
 (B) 程度补语 

(C) 可能补语 
(D) 情态补语 

Question No.14 (Question Id - 23)
下列知识分子中  -------不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

 (A) 李大钊 
(B) 鲁迅 
(C) 胡适 
(D) 梁启超 (Correct Answer)

 

Question No.15 (Question Id - 88)
选出正确答案 ：

谁提出以“一国两制”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

(A) 江泽民 
(B) 李鹏 
(C) 邓小平 (Correct Answer) 
(D) 朱德 

Question No.16 (Question Id - 18)
孔子的四书不包括--------

 (A) 论语 
(B) 中庸 
(C) 大学 
(D) 尚书 (Correct Answer)

 

Question No.17 (Question Id - 3)



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
(A) 望厦条约 
(B) 黄埔条约 
(C) 南京条约 (Correct Answer)

 (D) 天津条约 

Question No.18 (Question Id - 39)
选出正确词语填空 ：

不和没是-----

(A) 否定词 (Correct Answer) 
(B) 动词 
(C) 名词 
(D) 状语 

Question No.19 (Question Id - 79)
选出正确答案：

下列食品中，哪一种是元宵节的传统食品？

(A) 汤圆 (Correct Answer) 
(B) 饺子 
(C) 月饼 
(D) 粽子 

Question No.20 (Question Id - 8)
谁在广东销毁鸦片 ？

 (A) 孙中山 
(B) 梁启超 
(C) 林则徐 (Correct Answer) 
(D) 李鸿章 

Question No.21 (Question Id - 75)
找奇
(A) 赛龙舟 
(B) 放鞭炮 (Correct Answer) 
(C) 吃粽子 
(D) 喝雄黄酒 

Question No.22 (Question Id - 27)
选出适当的词语填空 ：

跪在妻子的面前，--------妻子的原谅。

(A) 祈求 
(B) 祭奠 
(C) 祭祀 
(D) 乞求 (Correct Answer)

 

Question No.23 (Question Id - 5)
中国是文明古国，有将近----------文字可考的历史。

(A) 3000年 
(B) 4000年 (Correct Answer)

 (C) 2000年 
(D) 5000年 

Question No.24 (Question Id - 48)
选出含有提旁的汉字：
(A) 酒 
(B) 停 



(C) 还 
(D) 推 (Correct Answer)

 

Question No.25 (Question Id - 68)
填空：

中国人庆祝端午节为纪念--------。

(A) 李白 
(B) 屈原 (Correct Answer) 
(C) 王维 
(D) 杜甫 

Question No.26 (Question Id - 33)
选出正确的词语填空：

失败是成功之-------

(A) 母 (Correct Answer) 
(B) 木 
(C) 目 
(D) 墓 

Question No.27 (Question Id - 89)
填空 ：

黄河全长----公里。

(A) 五千四百 (Correct Answer) 
(B) 五千二百 
(C) 五千五百 
(D) 五千三百 

Question No.28 (Question Id - 91)
找奇
(A) 毛泽东 (Correct Answer)

 (B) 朱镕基 
(C) 李鹏 
(D) 温家宝 

Question No.29 (Question Id - 15)
找奇 :

 (A) 诗经 (Correct Answer)
 (B) 三国演义 

(C) 水浒传 
(D) 红楼梦 

Question No.30 (Question Id - 98)
排序

(A)      他所改正的讲义

(B)       收藏着的

(C)       将作为永久的纪念

(D)      我曾经订成三厚本

请选出正确的答案：

(A) (A), (D), (B), (C) (Correct Answer)
 (B) (A), (B), (C), (D) 

(C) (C), (A), (B), (D) 
(D) (D), (B), (A), (C) 



Question No.31 (Question Id - 66)
选出正确答案：

清明节又称------。

(A) 祭祖节 (Correct Answer)
 (B) 玩花灯节 

(C) 登山节 
(D) 劳动节 

Question No.32 (Question Id - 69)
选出正确答案：

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不包括：

(A) 春节 
(B) 劳动节 (Correct Answer)

 (C) 中秋节 
(D) 端午节 

Question No.33 (Question Id - 67)
填空：

按照中国农历2020年属于------。

(A) 羊 
(B) 狗 
(C) 鼠 (Correct Answer)

 (D) 牛 

Question No.34 (Question Id - 51)

(A) (A)-(II), (B)-(IV), (C)-(I), (D)-(III) 
(B) (A)-(III), (B)-(IV), (C)-(II), (D)-(I) (Correct Answer)

 (C) (A)-(II), (B)-(III), (C)-(IV), (D)-(I) 
(D) (A)-(IV), (B)-(II), (C)-(I), (D)-(III) 

Question No.35 (Question Id - 77)
选出正确答案：

 农历九月初九是什么节日？

(A) 中秋节 
(B) 乞巧节 
(C) 重阳节 (Correct Answer)

 (D) 元宵节 

Question No.36 (Question Id - 72)
选出正确答案：

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的什么节日？



(A) 泼水节 
(B) 中秋节 
(C) 端午节 (Correct Answer)

 (D) 元宵节 

Question No.37 (Question Id - 25)
选择适当的一组关联词语填空

 大家都知道，平时的出租车是随手可招的，---------到了节假日、下雨天、上下班高峰的
时候是 根本叫不到车的，----------是电话叫车-------- 一样叫不到车。----------这样的状况不
改变，对社会经 济持续发展是不利的，给人们的出行和日常生活也带来很多不方便。-----
-当前的 一个重要任务就 是改善交通状况。

(A) 如果  即使  所以  不过  也 
(B) 虽然  即使  因此  也  然而 
(C) 纵然  可是  就 因此  但是 
(D) 但是  哪怕  也如果  所以 (Correct Answer)

 

Question No.38 (Question Id - 24)
梁启超出生于-----。

 (A) 1873年 (Correct Answer)
 (B) 1874年 

(C) 1872年 
(D) 1870年 

Question No.39 (Question Id - 12)
老舍出生于------。

 (A) 1899年 (Correct Answer)
 (B) 1888年 

(C) 1896年 
(D) 1881年 

Question No.40 (Question Id - 49)
选出含有双人旁的汉字：
(A) 得 (Correct Answer)

 (B) 朋 
(C) 说 
(D) 江 

Question No.41 (Question Id - 22)
五经不包括----:

 (A) 诗经 
(B) 大学 (Correct Answer) 
(C) 易经 
(D) 礼记 

Question No.42 (Question Id - 42)
选出正确的答案 ：

"张文写了一本书“中的张文是 ：

(A) 施事主语 (Correct Answer)
 (B) 中性主语 

(C) 谓问性主语 
(D) 受事主语 

Question No.43 (Question Id - 60)
请选正确的答案：

(A)      刘无赖突然又来了。

(B)       明天又是星期四。

(C)       他昨天没来，今天在没来，也许是病了。



(D)      那个地方他以前去过，明天还去不去。

(A) (A), (B)  Only 
(B) (A), (B), (D) Only (Correct Answer) 
(C) (B), (C), (D) Only 
(D) (A), (D) Only 

Question No.44 (Question Id - 41)
选出正确的答案 ：

“今天是星期六“是 ：

(A) 主谓短语 (Correct Answer) 
(B) 偏正短语 
(C) 述补短语 
(D) 述宾短语 

Question No.45 (Question Id - 4)
-------之后中国慢慢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

 (A) 太平天国 
(B) 鸦片战争 (Correct Answer)

 (C) 金田起义 
(D) 五四运动 

Question No.46 (Question Id - 80)
选出正确答案：

中国人结婚的时候喜欢在门上、窗户上贴一个大红象的字是什么字？

(A) 春 
(B) 庆 
(C) 福 
(D) 喜 (Correct Answer)

 

Question No.47 (Question Id - 35)
找奇
(A) 可以 
(B) 能 
(C) 会 
(D) 几乎 (Correct Answer)

 

Question No.48 (Question Id - 31)
选出正确的词语填空：

中国古代有一个寓言，叫“愚-----移山。

(A) 共 
(B) 工 
(C) 公 (Correct Answer)

 (D) 功 

Question No.49 (Question Id - 50)
不属于笔画的是：
(A) 竖 
(B) 横 
(C) 捺 
(D) 声调 (Correct Answer) 

Question No.50 (Question Id - 61)



(A) (A)-(II), (B)-(IV), (C)-(I), (D)-(III) (Correct Answer)
 (B) (A)-(III), (B)-(IV), (C)-(II), (D)-(I) 

(C) (A)-(II), (B)-(III), (C)-(IV), (D)-(I) 
(D) (A)-(IV), (B)-(II), (C)-(I), (D)-(III) 

Question No.51 (Question Id - 55)

(A) (A)-(II), (B)-(IV), (C)-(I), (D)-(III) 
(B) (A)-(III), (B)-(IV), (C)-(II), (D)-(I) 
(C) (A)-(II), (B)-(III), (C)-(IV), (D)-(I) 
(D) (A)-(IV), (B)-(I), (C)-(II), (D)-(III) (Correct Answer) 

Question No.52 (Question Id - 47)
选出正确的答案：

现在外边正在下雨，-----------你已经不发烧了，----------不要去淋雨。

(A) 就算--------也 (Correct Answer)
 (B) 哪怕--------也 

(C) 就-----------也 
(D) 即便--------也 

Question No.53 (Question Id - 14)
找奇 :

 (A) 矛盾 
(B) 冰心 
(C) 老舍 
(D) 李白 (Correct Answer)

 

Question No.54 (Question Id - 20)
王维出生于------

 (A) 701年 (Correct Answer)
 (B) 710年 

(C) 703年 
(D) 705年 

Question No.55 (Question Id - 52)



(A) (A)-(II), (B)-(IV), (C)-(I), (D)-(III) 
(B) (A)-(III), (B)-(IV), (C)-(II), (D)-(I) 
(C) (A)-(II), (B)-(III), (C)-(IV), (D)-(I) (Correct Answer) 
(D) (A)-(IV), (B)-(II), (C)-(I), (D)-(III) 

Question No.56 (Question Id - 43)
选出正确的答案：

“饿得要命” 中 “要命” 是 ：

(A) 可能补语 
(B) 趋向补语 
(C) 程度补语 (Correct Answer)

 (D) 情态补语 

Question No.57 (Question Id - 70)
填空

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是--------。

(A) 元宵节 
(B) 中秋节 (Correct Answer)

 (C) 泼水节 
(D) 国庆节 

Question No.58 (Question Id - 7)
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者是 ：

(A) 李鸿章 
(B) 康有为 (Correct Answer) 
(C) 洪秀全 
(D) 梁启超 

Question No.59 (Question Id - 100)
排序

(A)      然而生活得心满意足

(B)       阿Q 没有家

(C)       因为他有制胜的法宝

(D)      也没有固定的职业

请选出正确的答案：

(A) (A), (D), (C), (B) 
(B) (B), (C), (A), (D) 
(C) (C), (A), (D), (B) 
(D) (B), (D), (A), (C) (Correct Answer) 

Question No.60 (Question Id - 74)
选出正确答案：

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是



(A) 金文 
(B) 甲骨文 (Correct Answer) 
(C) 楷书 
(D) 草书 

Question No.61 (Question Id - 71)
填空：

中秋节不包括-------的传统习俗。

(A) 放鞭炮 (Correct Answer)
 (B) 吃月饼 

(C) 赏月 
(D) 走月亮 

Question No.62 (Question Id - 11)
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
(A) 蒋介石 
(B) 毛泽东 (Correct Answer) 
(C) 周恩来 
(D) 邓小平 

Question No.63 (Question Id - 21)
《子夜》的作家是：
(A) 老舍 
(B) 茅盾 (Correct Answer)

 (C) 叶圣陶 
(D) 丁玲 

Question No.64 (Question Id - 30)
我，你，他是：
(A) 疑问代词 
(B) 指示代词 
(C) 人称代词 (Correct Answer) 
(D) 名词 

Question No.65 (Question Id - 83)

(A) (A)-(II), (B)-(IV), (C)-(I), (D)-(III) 
(B) (A)-(III), (B)-(IV), (C)-(II), (D)-(I) 
(C) (A)-(IV), (B)-(III), (C)-(II), (D)-(I) (Correct Answer)

 (D) (A)-(IV), (B)-(II), (C)-(I), (D)-(III) 

Question No.66 (Question Id - 34)
选出正确的词语填空：

青年人谁不想将来作出一----------事业来。

(A) 顿 
(B) 番 (Correct Answer)

 (C) 次 



(D) 遍 

Question No.67 (Question Id - 2)
洪秀全出生于-----

 (A) 1814年 (Correct Answer) 
(B) 1820年 
(C) 1817年 
(D) 1818年 

Question No.68 (Question Id - 65)
选出正确答案：

傣族庆祝的节日是---。

(A) 端午节 
(B) 开斋节 
(C) 泼水节 (Correct Answer)

 (D) 中秋节 

Question No.69 (Question Id - 19)
孔子出生于----------。

 (A) 公元前 551年 (Correct Answer)
 (B) 公元前 561年 

(C) 公元前  550年 
(D) 公元前  553年 

Question No.70 (Question Id - 56)

(A) (A)-(II), (B)-(IV), (C)-(I), (D)-(III) 
(B) (A)-(III), (B)-(IV), (C)-(II), (D)-(I) (Correct Answer) 
(C) (A)-(II), (B)- (III), (C)-(IV), (D)-(I) 
(D) (A)-(IV), (B)-(I), (C)-(II), (D)-(III) 

Question No.71 (Question Id - 57)

(A) (A)-(II), (B)-(IV), (C)-(I), (D)-(III) 
(B) (A)-(III), (B)-(IV), (C)-(II), (D)-(I) (Correct Answer) 
(C) (A)-(II), (B)-(III), (C)-(IV), (D)-(I) 
(D) (A)-(IV), (B)-(I), (C)-(II), (D)-(III) 

Question No.72 (Question Id - 93)
找奇
(A) 黄河 



(B) 长江 
(C) 珠江 
(D) 西湖 (Correct Answer) 

Question No.73 (Question Id - 16)
找奇 :

 (A) 拔苗助长 (Correct Answer) 
(B) 盘古开天辟地 
(C) 嫦娥奔月 
(D) 牛郎织女 

Question No.74 (Question Id - 40)
选出正确词语填空  :

‘他在本子上写字’ 的在是------。

(A) 动词 
(B) 介词 (Correct Answer)

 (C) 名词 
(D) 方位词 

Question No.75 (Question Id - 97)
排序

(A)      科学家们在实验中发现

(B)       但当它们接触到一起时

(C)       两个单独的心脏细胞各自按自己的节奏跳动

(D)      便同步按照相同的节奏一起跳动

请选出正确的答案：

(A) (A), (C), (B), (D) (Correct Answer)
 (B) (D), (C), (A), (B) 

(C) (A), (D), (B), (C) 
(D) (C), (A), (D), (B) 

Question No.76 (Question Id - 90)
选出正确答案 ：

武昌起义历史上也称为 :

(A) 戊戌变法 
(B) 辛亥革命 (Correct Answer)

 (C) 新文化运动 
(D) 五四运动 

Question No.77 (Question Id - 6)
袁世凯出生于-------。

 (A) 1858年 
(B) 1856年 
(C) 1859年 (Correct Answer)

 (D) 1854年 

Question No.78 (Question Id - 82)



(A) (A)-(II), (B)-(IV), (C)-(I), (D)-(III) 
(B) (A)-(III), (B)-(IV), (C)-(II), (D)-(I) (Correct Answer) 
(C) (A)-(II), (B)-(III), (C)-(IV), (D)-(I) 
(D) (A)-(IV), (B)-(III), (C)-(II), (D)-(I) 

Question No.79 (Question Id - 87)
选出正确答案：

谁是中国第一任总理 ？

(A) 李鹏 
(B) 周恩来 (Correct Answer)

 (C) 温家宝 
(D) 朱镕基 

Question No.80 (Question Id - 73)
选出正确答案：哪一个朝代的皇帝把绘画列入科举考试？
(A) 唐朝 
(B) 宋朝 (Correct Answer)

 (C) 明朝 
(D) 元朝 

Question No.81 (Question Id - 1)
中国居住着五十六个民族，其中汉族约占全国人口的-------。

 (A) 百分之九十以上 (Correct Answer) 
(B) 百分之八十 
(C) 百分之九十 
(D) 百分之八十八 

Question No.82 (Question Id - 76)
找奇
(A) 佛教 
(B) 释教 
(C) 和尚 
(D) 道德经 (Correct Answer)

 

Question No.83 (Question Id - 37)
选出正确词语填空：

心里怎么能不激动呢。此句子是---。

(A) 反问句 (Correct Answer)
 (B) 疑问句 

(C) 肯定句 
(D) 否定句 

Question No.84 (Question Id - 78)
选出正确答案：

谁是第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A) 余秋雨 



(B) 铁凝 
(C) 贾平凹 
(D) 莫言 (Correct Answer)

 

Question No.85 (Question Id - 36)
选出正确词语填空：

这种布-----用热水洗。

(A) 害怕 
(B) 怕 (Correct Answer) 
(C) 恐怕 
(D) 可怕 

Question No.86 (Question Id - 95)
找奇
(A) 文学革命 
(B) 革命文学 
(C) 抗日战争 (Correct Answer)

 (D) 白话运动 

Question No.87 (Question Id - 64)
选出正确答案

下列不属于春节习俗的是------。

(A) 吃粽子 (Correct Answer)
 (B) 贴春联 

(C) 吃饺子 
(D) 放鞭炮 

Question No.88 (Question Id - 29)
选出适当的词语填空 ：

那个地方山清水秀，空气清晰，很--------病人疗养。

(A) 适当 
(B) 符合 
(C) 合适 
(D) 适合 (Correct Answer)

 

Question No.89 (Question Id - 85)
选出正确答案：

五四运动是哪一年爆发的？

(A) 1918年 
(B) 1919年 (Correct Answer)

 (C) 1917年 
(D) 1920年 

Question No.90 (Question Id - 92)
找奇
(A) 孔子 
(B) 孟子 
(C) 墨子 
(D) 屈原 (Correct Answer) 

Question No.91 (Question Id - 17)
找奇;

 (A) 老栓 
(B) 夏瑜 



(C) 华大妈 
(D) 祥林嫂 (Correct Answer)

 

Question No.92 (Question Id - 46)
选出正确的答案：

请你在这儿写上你的名字.此句中上是：

(A) 结果补语 (Correct Answer)
 (B) 趋向补语 

(C) 时量补语 
(D) 可能补语 

Question No.93 (Question Id - 32)
选出正确的词语填空：

那个文学代表团--------十六个人组成。

(A) 被 
(B) 由 (Correct Answer)

 (C) 让 
(D) 叫 

Question No.94 (Question Id - 58)
选出正确的答案：

(A)      你做出这个判断是根据什么？

(B)       他说的话是有科学根据的。

(C)       这个小说是按照同名小说改写的。

(D)      这篇文章, 我已经按照你的意见改过了。

(A) (A), (B)  Only 
(B) (A), (B), (D) Only (Correct Answer)

 (C) (B), (C), (D) Only 
(D) (A), (D) Only 

Question No.95 (Question Id - 99)
排序

(A)      我的家和所住的杂院

(B)       那不能说是好的文化环境

(C)       教给了我许多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

(D)      但就培养读书习惯而言

请选出正确的答案：

(A) (C), (D), (A), (B) 
(B) (B), (C), (A), (D) 
(C) (A), (C), (D), (B) (Correct Answer) 
(D) (D), (B), (A), (C) 

Question No.96 (Question Id - 86)
填空：

五四运动中----------大学的学生首先集会抗议.

(A) 清华 
(B) 南京 
(C) 北京 (Correct Answer)

 (D) 人民 



Question No.97 (Question Id - 62)

(A) (A)-(II), (B)-(IV), (C)-(I), (D)-(III) 
(B) (A)-(III), (B)-(IV), (C)-(II), (D)-(I) (Correct Answer) 
(C) (A)-(II), (B)-(III), (C)-(IV), (D)-(I) 
(D) (A)-(IV), (B)-(I), (C)-(II), (D)-(III) 

Question No.98 (Question Id - 54)

(A) (A)-(II), (B)-(IV), (C)-(I), (D)-(III) (Correct Answer) 
(B) (A)-(III), (B)-(IV), (C)-(II), (D)-(I) 
(C) (A)-(II), (B)-(III), (C)-(IV), (D)-(I) 
(D) (A)-(IV), (B)-(II), (C)-(I), (D)-(III) 

Question No.99 (Question Id - 45)
选出正确的答案 :

他对工作总是---------的，不敢太大意。

(A) 自由自在 
(B) 兴致勃勃 
(C) 小心翼翼 (Correct Answer) 
(D) 津津乐道 

Question No.100 (Question Id - 9)
康有为出生于；
(A) 1858年 (Correct Answer)

 (B) 1862年 
(C) 1856年 
(D) 18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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