Новосибир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техн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ПИСЬМО
Уважаемые коллеги!
II городской межвузовский конкурс устных выступлений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Очаров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красота провинции Ляонин.
魅力汉语，美丽辽宁».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цент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 культурных обменов провинции Ляонин
(КНР), совместно с УЦ «Институт Конфуция» Новосибир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объявляют о проведении II городского межвузовского конкурса
устных выступлений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Очаров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красота
провинции Ляонин. 魅力汉语，美丽辽宁», который состоится 20 мая 2017 года.
Цель конкурса: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укреплению дружественных связей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повышать интерес к изучению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культуры среди
российских студентов, 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российскую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ь о возможностях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 провинцией Ляонин (КНР).
Дата, время и место проведения:
20 мая 2017 года. Начало регистрации и жеребьевки участников – 9:00. Начало
конкурса – 9:30.
г.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пр. К.Маркса, 20, 1-й учебный корпус НГТУ, конференц-зал (2
этаж).
Порядок подачи заявки на участие:
К участию в конкурсе допускаются учащиеся высши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й
г.Новосибирска, имеющие российское гражданство (н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и не
имеющие опыта обучения и проживания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итая, т.е. те, кто ни разу не был в
Китае.
Для участия в конкурсе необходимо в срок до 25 апреля 2017 года направить в
адрес оргкомитета:
1)
заявку на участие в конкурсе (см. Приложение 1);
2)
скан всех страниц загранпаспорта;
3)
рекомендательное письмо от ректора вуза, декана факультета или от
«Института Конфуция»;
4)
письменный вариант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на тему «美丽辽宁 » объёмом 600-700
иероглифов в формате Word (текстовый файл должен быть озаглавлен, например:
Иванов_И);
5)
аудиозапись с текстом из Приложения 2 (аудиофайл должен быть озаглавлен,
например: Иванов_И).
6)
одну цветную фотографию (портрет,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фото) не старше 6
месяцев на момент подачи заявки;
Заявку и друг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еобходимо направить на адрес электронной почты
meili-liaoning@yandex.ru.

Условия участия:
Участие в конкурсе бесплатное.
Порядок проведения конкурса:
Конкурс проводится в два этапа. В ходе первого отборочного тура,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присланных текстовых и аудиоматериалов будут отобраны лучшие 20 работ. Участники,
прошедшие первый этап конкурса, будут оповещены лично не позднее 10 мая 2017 года.
Оргкомитет оставляет за собой право отклонить заявки, н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требованиям конкурса.
Второй этап конкурса (очный) состоит из трех этапов:
1)
устное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о заранее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ой теме;
2)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членов жюри (см. Приложение 3);
3)
творческий номер.
Награждение победителей:
Победитель и призеры награждаются дипломами и ценными подарками:
1 место – ноутбук, недельная поездка в провинцию Ляонин (1 человек);
2 место – iPad, недельная поездка в провинцию Ляонин (2 человека);
3 место – фотоаппарат, недельная поездка в провинцию Ляонин (3 человека);
Поездка в провинцию Ляонин за счет организаторов конкурса состоится в
июле 2018 г.
Адреса и контакты оргкомитета
630073, г.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пр. К. Маркса, 20, тел. +7-383-346-34-31
e-mail: info@confucius.nstu.ru Пауль Анна Сергеевна
Ждем ваших заявок!
Оргкомитет конкурса

Приложение 1
Фамилия
Имя
Отчество
Полное название вуза
Курс обучения в вузе
E-mail
Моб.телефон
Ф.И.О.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го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
контактный моб. телефон
Название творческого номера
Необходимое тех.оборудование для творческого
номера

Приложение 2
Участник лично делает аудиозапись с выразительным чтением ниже привед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

辽宁省，简称“辽”，寓意“辽河流域，永远安宁”，省会沈阳。辽
宁位于中国东北地区南部，南临黄海、渤海，东与朝鲜一江之隔，与日本、
韩国隔海相望，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既沿海又沿边、中国最北端的沿海省份，
也是东北地区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门户。
辽宁省是中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是全国工业门类最为齐全的省份，
中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沿海省份之一，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
发源地之一，新中国工业崛起的摇篮，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做出了巨大的牺
牲与贡献，被誉为“共和国长子”、“东方鲁尔”。
辽宁省自然风光奇特秀丽，名胜古迹很多。千山、凤凰山都是享誉中
华的旅游名山，还有“华夏之宝”本溪水洞，“浪漫之都”大连等，风景美
不胜收。自秦王朝统一中国，到大清王朝的建立，历朝各代在这方土地上留
下了众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文物古迹。辽宁民风民情淳朴自然，浓烈炽热。无
数个新中国第一，就从这里冉冉升起。2177 公里海岸线风光无限，展北国之
雄奇，藏江南之毓秀。

Приложение 3

辽宁：
1、 辽宁的省会是哪个城市？——沈阳
2、 辽宁与哪两个省合成东北三省？——吉林省、黑龙江省
3、 辽宁滨海城市有哪些？——大连、葫芦岛、丹东、营口、锦州、盘锦
4、 辽宁是中国历史上哪个王朝的发祥地？——清王朝
5、 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丹东
6、 辽宁省内的比较有人气的大学，请说出至少两所？——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
辽宁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中国医科大学、沈阳药科大学、大连
外国语大学、等。
7、 辽宁省东北部与哪个省接壤？——吉林省
8、 辽宁省西北部与哪个省为邻？——河北省
9、 辽宁省内与朝鲜隔江相望的是哪条著名的江？——鸭绿江
10、 请说出至少两处辽宁的世界文化遗产？——九门口长城（ 葫芦岛市绥中县）、沈
阳故宫（沈阳）、清永陵（抚顺市新宾县永陵镇）、清昭陵（沈阳）、清福陵（沈
阳）、五女山山城（本溪市桓仁县）
11、 盛京是清朝时期对辽宁哪个城市的古称？——沈阳
12、 辽宁省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关于各民族的人口数量，汉族人口数量最多，其次是
哪个民族？——满族
13、 请说出至少两位辽宁的历史名人？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爱新觉罗·皇太极、吴三桂、
张作霖、曹雪芹、张三丰、张学良等。
14、 请说出至少五个辽宁省内的市级城市？——葫芦岛市 锦州市 盘锦市 营口市 大连
市 丹东市 鞍山市 辽阳市 本溪市 抚顺市 铁岭市 阜新市 朝阳市 沈阳市
15、 辽宁省内著名的足球城市？——大连
16、 辽宁省内有多少个地级市？——14 个（沈阳市、大连市、鞍山市、抚顺市、本溪
市、丹东市、锦州市、营口市、阜新市、辽阳市、盘锦市、铁岭市、朝阳市、葫
芦岛市）
17、 仁川与辽宁省哪个城市是友好城市？——丹东
18、 在韩国设有孔子学院的辽宁省大学有那所？——大连外国语大学
19、 辽宁省内哪些港口可以坐船直达韩国？——丹东港、大连港、营口港
20、 “钟乳奇峰景万千，轻舟碧水诗画间，钟秀只应仙界有，人间独此一洞天”。这句诗
是用来形容辽宁省境内的一处数十万年前形成的天然景观，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本溪水洞
21、 辽宁省丹东市境内有一座名山，集"雄、险、幽、奇、秀"于一身,有"中国历险名山"
之美誉，它的名字？——凤凰山
22、 辽宁省内的四大名山？——凤凰山、闾山、千山、药山
23、 盛京三陵，又称为东北三陵，是哪三陵？——即永陵、昭陵、福陵
24、 中国唯一的一段水上长城的名字？——辽宁九门口长城
25、 沈阳故宫中“金銮殿”指的是什么殿？——崇政殿
26、 请说出三种辽宁省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大鼓、二人转、剪纸、岫岩玉
雕、玛瑙雕、沈阳“面人汤”、高跷、秧歌、皮影戏、评书、民间故事
27、 在今年的沈阳韩国周活动上，10 余名厨师现场制作了一份可供 2013 人同时享用的
巨型韩国美食是什么？——拌饭
28、 说出三种辽宁的风味食品？——老边饺子、李连贵熏肉大饼、马家烧麦
29、 中国明长城的东端起点在哪？——位于辽宁省丹东市的虎山长城
30、 沈阳新乐遗址距今多少年？——7000 多年
31、 辽宁省内人口居前三位的少数民族？——满族、蒙古族、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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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陆地总面积是多少？——14.8 万平方公里
辽宁省“辽宁”二字，取何寓意？——辽域安宁之义/辽河流域永远安宁
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的吉祥物是什么？——斑海豹“宁宁”
每年由沈阳市人民政府、大韩民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共同主办的大型活动名字是？
——中国沈阳韩国周
沈阳的韩国风情一条街位于？——西塔
辽宁省哪几所大学设有韩语专业？——辽宁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辽东学院
中国的四大名玉中哪种产自辽宁？——辽宁岫岩的“岫玉”
东北三宝都有什么？——人参、貂皮、鹿茸（靰鞡草）
辽宁省有“人参之乡”美称的地方叫什么名字？——本溪市桓仁县
中国最出名的二人转笑星是谁？——赵本山
请说出辽宁省内 2 个国际机场名称？——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大连周水子国际机
场，丹东浪头国际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
2013 年中国世界园林博览会是在哪里举行的？——辽宁省锦州市
2013 年中国世界园林博览会主题是什么？——城市与海 和谐未来
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叫什么名字？——辽宁舰
辽宁的哪个城市素有“钢都”的称号？——鞍山市
辽宁的哪个城市素有“煤都”的称号？——抚顺市

中国：
48、 中国现在的国家主席是谁？——习近平
49、 中国的执政党是什么党？——中国共产党
50、 中国共有多少个少数民族？——55 个
51、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是谁？——武则天
52、 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的哪个传统节日？——端午节
53、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都是什么？——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
54、 中国母亲河？——黄河
55、 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黄河
56、 亚洲第一大河？——长江
57、 香港回归中国是在哪一年？——1997
58、 澳门回归中国是在哪一年？——1999
59、 农历八月十五有赏月习俗的是中国的哪个传统节日？——中秋节
60、 请至少说出 3 个与中国接壤的国家？——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
越南
61、 中国的领土面积在世界上排第几位？——第三位，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
62、 2013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
63、 中国第一位航天英雄的名字？——杨利伟
64、 请说出一种和豆浆或豆腐脑儿一起吃得食物是？——油条、油饼、蜜果
65、 中国的烹饪不仅要求技术的精湛，更注重食物的美感，你知道都讲求哪几方面的
协调统一嘛？——“色、香、味、形、器”
66、 中国和韩国的酒文化都十分久远，你能说出 2 个中国啤酒的品牌吗？——青岛啤酒、
哈尔滨啤酒、雪花啤酒、燕京啤酒、金威啤酒、雪津啤酒、珠江啤酒、鸭绿江啤
酒
67、 我们知道朴槿惠总统在 6 月末成功访问中国，并在中国的清华大学做了精彩的演讲，
演讲开始时朴槿惠总统引用了中国古典《管子》中一段句子：一年之计，莫如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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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
我们知道朴槿惠总统在 6 月末成功访问中国，并在中国的清华大学做了精彩的演讲，
其中朴槿惠总统在回忆青年时期痛苦经历的时候，引用了中国一位古代军事家诸
葛亮《诫子书》）中一句话：“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朴槿惠总统访华时，在清华大学演讲的主题是“韩中信心之旅 共创新 20 年”。
中国人在朋友结婚时送上祝福的话语，请在横线上填写适当的词语：百年好合，
永结同心。
中国传统婚礼中的拜堂成亲中有三拜，你知道是哪三拜吗？——一拜天地，二拜
高堂，夫妻对拜。
中国人在婚礼当天晚上，会在一对儿新人的被子上放上些桂圆、莲子、红枣、花
生，你知道寓意是什么吗？——早生贵子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中的三秋是指？——三个季度
巾帼英雄是指？——女英雄
文房四宝有哪些？宋朝以来“文房四宝”特指？——笔、墨、纸、砚；自宋朝以来
“文房四宝”则特指湖笔（浙江省湖州)、徽墨（安徽省徽州)、宣纸（安徽省宣州)、
端砚（广东省肇庆，古称端州）。
中国有一种纸，被称为“千年寿纸”，它是什么纸呐？——宣纸
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
是银河落九天。
宋-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杨万里的《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
蜓立上头。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
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杜牧《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
花村。
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请问是用来描写什么的？——草。白居易的《赋得
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贺知章《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
客从何处来？
骆宾王《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李绅《锄禾》：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京剧的角色有哪五种？——生旦净末丑
“而立之年”是指？——30 岁
“花甲之年（耳顺之年）”是指？——60 岁
黛玉葬花是哪一本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故事情节？——红楼梦
三十六计， 为上计。——走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中国古代诗人王维的诗句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中描述了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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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
请说出两个与中国元宵节相关的民俗活动？——吃元宵（汤圆），放烟花、赏花灯，
猜灯谜、逛庙会、耍龙灯、耍狮子、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
请说出两个与中国清明节相关的民俗活动？——扫墓、祭祀、踏青、插柳、放风
筝
请说出两个与中国重阳节相关的民俗活动？——登高、赏菊、饮菊花酒、佩戴茱
萸
黄帝以后，黄河流域又先后出现了三位圣贤人物，他们是尧、舜、禹。请问曾经
率领百姓治理水患的是哪一位？——大禹。
中国的三大灯节？——春节、元宵节、中秋节
农历二月初二，中国民间有“二月二，龙抬头”的谚语，请问这一天中国人进行
一项与“龙抬头”相关的民俗活动，这个活动是？——剃头/剪头发。
中国的“二十四节气”中表示四个季节开始的节气?——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中国的“二十四节气”中有四个节气可以从天文学的角度反映出太阳高度变化的
转折点，他们是哪四个节气？——春分、秋分、夏至、冬至。
请说出两个与中国端午节相关的民俗活动？——吃粽子、赛龙舟、悬挂艾蒿或菖
蒲叶，饮雄黄酒，拴五彩丝线
请说出两个与中国中秋节相关的民俗活动？——祭月、赏月，拜月、吃月饼、拜
兔爷、玩花灯。
请说出两个与中国春节相关的民俗活动？——剪窗花、包饺子、放爆竹、贴春联/
年画、踩高跷,舞龙灯, 拜年, 压岁钱, 请神,拜神,送神, 敲锣打鼓, 年夜饭。
中国的“文武二圣”指的是谁？——孔子和关羽
中国名著《水浒传》中的“水泊梁山”在中国哪个省？——山东省
中国情人节是哪天？——农历七月初七
中国古代四大美女都有谁？——貂蝉、王昭君、西施、杨贵妃
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哪位诗人而设立的？——屈原
中国在 1988 年汉城奥运会上共获得了几枚金牌？——5 枚
中国有八大菜系，请说出其中三种？——八大菜系:鲁菜、川菜、粤菜、闽菜、苏
菜、浙菜、湘菜、徽菜。
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都有什么？——罗贯中《三国演义》、施耐庵《水浒传》、吴
承恩《西游记》、曹雪芹《红楼梦》
说出三位中国古代著名诗人的名字？——杜甫、李白、苏轼…
你了解中国茶的分类吗，请说出其中三种？——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
茶、黑茶
《红楼梦》里的男女主人公叫什么名字？——贾宝玉、林黛玉
《甄嬛》剧中扮演甄嬛的演员叫什么名字？——孙俪
“中华民族的摇篮”指的是什么流域？——黄河流域
京剧表演的四种艺术手段，也是京剧表演的四项基本功，它们指的是？——唱念
做打
明/唐寅：头上红冠不用栽，满身雪白走将来。平生不敢轻声语，一叫千门万户开。
请问这首诗描写的是？——《画鸡》描写的是公鸡。
唐/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
吴万里船。
北朝乐府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
草低见牛羊。
李白的《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一片日边来。
南宋陆游的《游山西村》中的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唐/贺知章的《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
春风似剪刀。
唐/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的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唐/张九龄《望月怀远》中的诗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北宋/汪洙《四喜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无名氏：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
北宋/邢俊辰《临江仙》中的诗句：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
战国/庄子：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元曲选·争报恩》：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唐/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唐/王维《鸟鸣涧》：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
北宋/苏轼《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篓蒿满地芦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时。
唐/张继《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
钟声到客船。
唐/高适《别董大》：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
谁人不识君?
北宋/王安石《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南宋/叶绍翁《游园不值》：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
唐/孟郊《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
草心，报得三春晖!
清/龚自珍《已亥杂诗》中的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孔子：温故而知新。
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孔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长恨歌》汉乐府：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窦娥冤》关汉卿：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
《劝学》唐/颜真卿：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后汉书》：有志者事竟成。
三国/刘备：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
《进学解》唐/韩愈：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论语·子路》：言必信，行必果。
《论语·学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后汉书·广陵思王荆传》：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离娄下》：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165、 “桃园三结义”的历史故事和中国哪几位历史人物有关？——刘备、关羽、张飞。
166、 “草船借箭”的历史故事和中国哪几位历史人物有关？——诸葛亮、周瑜、曹操
167、 “三顾茅庐” 的历史故事和中国哪几位历史人物有关？——刘备、诸葛亮
168、 《水浒传》中的打虎英雄指的是？——武松
169、 中国四大民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白蛇传》、《孟姜女》
170、 中国古代被誉为“诗仙”的著名诗人是？——李白
171、 中国古代被誉为“诗圣”的著名诗人是？——杜甫
172、 中国第一部军事著作？——《孙子兵法》
173、 中国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
174、 甲骨文最初是那种物品上发现的？——药材
175、 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四大国粹：中国京剧、中国国画、中国医学、中国烹饪
176、 中国的“国画”从题材上主要分为哪三类？——人物、山水、花鸟。
177、 中国的“国画”从技法分为哪三类？——写实、写意、工笔
歇后语：
178、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179、 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180、 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181、 竹篮打水——一场空
182、 打开天窗——说亮话
183、 船到桥头——自会直
184、 拔苗助长——急于求成
185、 芝麻开花——节节高
186、 新官上任——三把火
187、 瞎子点灯——白费蜡
188、 兔子尾巴——长不了
189、 偷鸡不成——蚀把米
190、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191、 老虎屁股——摸不得
192、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193、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94、 吃饺子不吃馅——调皮（挑皮）。
195、 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196、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197、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198、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199、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200、 猫哭耗子——假慈悲
201、 饺子破皮儿——露了馅儿了
202、 对牛弹琴——白费劲
203、 八仙聚会——神聊
204、 板上订钉——跑不了
205、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206、 铁打的公鸡——一毛不拔
207、 鸡蛋碰石头——不自量力
208、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209、 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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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
泼出去的水——收不回
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
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
周瑜打黄盖——两厢情愿
赶鸭子上架——费力不讨好
猴子捞月亮——空忙一场
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过年娶媳妇——双喜临门
聋子见哑巴——不闻不问
猪鼻子里插大葱——装象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挂羊头卖狗肉——虚情假意
唱歌不看曲本——离谱
推小车上台阶——一步一个坎
大姑娘坐轿——头一回
借了一角还十分——分文不差
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窗户边吹喇叭——名声在外
螃蟹过街——横行霸道
上鞋不用锥子——真行（针行）
二十一天不出鸡——坏蛋
八级工拜师傅——精益求精
大水淹了龙王庙——不认自家人
木匠带枷——自作自受
飞机上点灯——高明
成语填空：画龙点睛 举一反三
成语填空：学无止境 五湖四海
成语填空：画蛇添足 千方百计
成语填空：四面八方 自言自语
成语填空：大同小异 东奔西走
成语填空：接二连三 聚精会神
成语填空：川流不息 七嘴八舌
成语填空：天长地久 十全十美
成语填空：家喻户晓 千军万马
成语填空：自相矛盾 一帆风顺
成语填空：万紫千红 至始至终
成语填空：滴水穿石 一箭双雕

256、 成语填空：一见钟情
257、 成语填空：精打细算
258、 成语填空：不言而喻
259、 成语填空：指手画脚
260、 成语填空：舍近求远
261、 成语填空：口是心非
262、 成语填空：一干二净
263、 成语填空：一来二去
264、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265、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俗语：
266、 八字没一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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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价还价
一刀两断
一言一行
朝三暮四
一清二白
一举两得
废寝忘食
出口成章

物以稀为贵
一问三不知
百闻不如一见
恭敬不如从命
明人不做暗事
近水楼台先得月
醉翁之意不在酒
今朝有酒今朝醉
无事不登三宝殿
此地无银三百两
中国古代的“岁寒三友”指的是？——松、竹、梅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
《三国演义》中“青梅煮酒论英雄”两位人物是？——曹操、刘备
《三国演义》中“过五关斩六将”的是谁？——关羽
中国的四大名绣？——苏绣〖苏州〗、湘绣〖湖南〗、蜀绣〖四川〗、粤绣〖广
东〗
中国四大名扇？——檀香扇〖江苏〗、火画扇〖广东〗、竹丝扇〖四川〗、绫绢
扇〖浙江〗
中国四大名花？牡丹〖山东菏泽〗、水仙〖福建漳州〗、菊花〖浙江杭州〗、山
茶〖云南昆明〗
中国的“三山”是指？——安徽黄山、江西庐山、浙江雁荡山
中国的“五岳”是指？——〖中岳〗河南嵩山、〖东岳〗山东泰山、〖西岳〗陕
西华山、〖南岳〗湖南衡山、〖北岳〗山西恒山
“五湖四海”中的五湖是指中国的哪五大湖？——鄱[pó]阳湖〖江西〗、洞庭湖
〖湖南〗、太湖〖江苏〗、洪泽湖〖江苏〗、巢湖〖安徽〗
“五湖四海”中的四海是指中国的哪四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
“五谷杂粮”中的五谷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是指？——稻谷、麦子、大豆、玉米、
薯类
“开门七件事”指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中国的“三教”？—— 儒教、道教、佛教
请说出三种中国名茶的名字？——【十大名茶】西湖龙井〖浙江杭州西湖区〗、
碧螺春〖江苏吴县太湖的洞庭山碧螺峰〗、信阳毛尖〖河南信阳车云山〗、君山
银针〖湖南岳阳君山〗、六安瓜片〖安徽六安和金寨两县的齐云山〗、黄山毛峰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安徽歙县黄山〗、祁门红茶〖安徽祁门县〗、都匀毛尖〖贵州都匀县〗、铁观
音〖福建安溪县〗、武夷岩茶〖福建崇安县〗
“襁褓”是指？——未满周岁的婴儿
“孩提”是指？——指 2——3 岁的儿童
“豆蔻年华”中的“豆蔻”是指？——女子十三岁
“不惑之年”是指？——四十岁
“知命之年”是指？——五十岁（又“知天命”、“半百”）
“古稀之年”是指？——七十岁
中国“四大名桥”？—— 广济桥、赵州桥、洛阳桥、卢沟桥
中国“四大名园”？—— 颐和园〖北京〗、避暑山庄〖河北承德〗、拙政园〖江
苏苏州〗、留园〖江苏苏州〗
中国“四大名楼”？—— 岳阳楼〖湖南岳阳〗、黄鹤楼〖湖北武汉〗、滕王阁
〖江西南昌〗、大观楼〖云南昆明〗
中国“四大名亭”？—— 醉翁亭〖安徽滁县〗、陶然亭〖北京先农坛〗、爱晚亭
〖湖南长沙〗、湖心亭〖杭州西湖〗
中国“四大古镇”？—— 景德镇〖江西〗、佛山镇〖广东〗、汉口镇〖湖北〗、
朱仙镇〖河南〗
中国“四大书院”？—— 白鹿洞书院〖江西庐山〗、岳麓书院〖湖南长沙〗、嵩
阳书院〖河南嵩山〗、应天书院〖河南商丘〗
中国“九大名关” 请说出其中的三个？——山海关〖河北〗、居庸关〖北京〗、
紫荆关〖河北〗、娘子关〖山西〗、平型关〖山西〗、雁门关〖山西〗、嘉峪关
〖甘肃〗、武胜关〖河南〗、镇南关（今名友谊关）〖广西〗
中国古代“楷书四大家”？—— 唐代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元代赵孟頫
中国明代江南四大才子？——唐伯虎、祝枝山、文征明、周文宾。
中国神话中的人类始祖？——女娲
中国神话中开天辟地的人物？——盘古
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中国第一部词典？——《尔雅》
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
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永乐大典》
中国古代“阴阳五行理论”中构成万物的五种物质是指？——水、火、木、金、
土五种物质
中国大陆地区的 4 个直辖市分别是？——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
在中国被称为“春城”的城市？——云南省昆明市
“瓷都”指的是中国的哪个城市？——江西省景德镇市
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澳门
“一问三不知”出自《左传》，指的是哪三不知？——事情的开始、经过、结果
中国的“山城”和“雾都”指的是中国哪一个城市？——重庆
中国的“冰城”指的是哪个城市？——哈尔滨
中国的“石油城”指的是？——大庆
“孔子之乡”指的是哪个城市？——山东曲阜
“孔子之乡”有“三孔”，指的是？——孔府、孔庙、孔林
“泉城”指的是中国的哪个城市？——济南
中国的毛笔书法字体分为几种？——篆书、隶书、 楷书、行书、草书
草书、行书、楷书、隶书四种字体中哪一种是其余三种的起源？——隶书
“桃李满天下”中的桃李指的是？——学生

328、 中国的“哲学三圣”指的是？——老子、孔子、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