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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 

荷兰乌特勒支中文学校联合举办 

第二届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知识竞赛 

 

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知识竞赛 

活动简介 

 

“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知识竞赛”是中

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为增

进海外华裔青少年对中国的了解，提高海外华裔

青少年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兴趣而举办的综

合性知识竞赛活动。该竞赛 90%的内容出自主办

单位编写的《中国地理常识》、《中国历史常识》

和《中国文化常识》（以下简称“三常”），其余

10%出自“三常”之外，侧重反映当代中国的发

展变化。参赛对象主要为海外华裔青少年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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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知识竞

赛”试卷共设试题 100道，均为客观题，考试时

长为 60 分钟。试卷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 30

道是非判断题，每题 2分；第二部分为 30道“二

选一”选择题，每题 2分；第三部分为 20道“三

选一”选择题，每题 3分；第四部分为 20道“四

选一”选择题，每题 4分，总分 260分。根据考

生得分不同，分“不合格”、“合格”、“优秀”三

个等级，相应分数区间为：0-155、156-207、

208-260 分。 

为鼓舞海外华裔青少年的参赛积极性，奖励

竞赛优胜者，主办单位将采取一系列奖励措施，

包括赠送纪念品、颁发证书、举办“中华文化知

识竞赛”优胜者夏（冬）令营等。 

预祝考生在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报名方式： 

 

复习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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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帝和炎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海内

外的中国人都称自己为“炎黄子孙”。 

2. 中国有 56 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最多，

其余 55 个为少数民族。 

3. 满族妇女穿的是直筒宽袖的旗袍，后来这

种旗袍逐渐演变出了各种样式，成为中华民族富

有特色的服装。 

4. 满族人也称为“八旗人”或“旗人”。 

5. 每年七八月举行的“那达慕”大会，是蒙

古族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 

6. 壮族在中国少数民族中是人口最多的一

个，主要居住在广西。 

7. 壮族人特别喜欢唱山歌。 

8. 维吾尔族主要分布在新疆，是一个能歌善

舞的民族。 

9. 泡菜、冷麵、打糕和酱汤是朝鲜族人喜欢

吃的食品。 

10. 苗族人大多数居住在贵州省。 

11. 火把节是彝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据说，

人们点燃火把，是为了驱赶害虫，保护庄稼。 

12. 竹楼，是傣族人居住的房屋。竹楼分为上

下两层，上层住人，下层堆放杂物和关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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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泼水节是傣族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据

说，身上被泼的清水越多，在新的一年里就会越

幸福。 

14. 藏族人爱喝酥油茶和奶茶，喜欢吃牛羊肉

和用青稞粉制成的糌粑。 

15. 藏族人有一个独特的礼仪——献哈达，以

表示对来访者的敬意。 

16. 农历的正月初一，是中国的农历新年，人

们也把这个节日叫“春节”。 

17. 春节的前夜叫“除夕”。 

18. 除夕的子时（零点）正是新旧年交替的时

候，人们在这时吃饺子，是取“更岁交子”的意

思。这也是“饺子”名称的由来。 

19. 拜年，是春节的重要习俗。拜年时，大家

都要说一些祝愿幸福、健康的吉祥话。 

20. 放爆竹是春节期间的重要活动，传说燃放

爆竹可以驱妖除魔。 

21. 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国民间传统的元宵

节。 

22. 元宵节，中国人有赏灯和吃元宵的习俗。 

23. 俗话说“正月十五闹花灯”，因此，元宵

节也叫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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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清明，是中国的二十四节气之一，也是中

国一个古老的传统节日。 

25. 清明节人们有扫墓祭祖和踏青插柳的习

俗。 

26. 清明节时，古人有到郊外散步的习俗，这

叫“踏青”；还要折根柳枝戴在头上，叫“插柳”。

据说插柳可以驱除鬼怪和灾难。 

27. 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传统的端午

节，也叫“五月节”。 

28. 过端午节时，人们要吃粽子，赛龙舟。据

说，举行这些活动，是为了纪念中国古代伟大的

爱国诗人屈原。 

29. 农历八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

节。 

30. 中秋节这天，中国人有赏月和吃月饼的习

俗。 

31. 农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这一天要举行各

种活动，如：登高、赏菊、插茱萸、吃重阳糕等。

古人认为，重阳节登高可以避免灾祸。 

32. 近年来，重阳节这个古老的节日又增加了

新的内容，成为一年一度的“敬老节”。 

33. 按照中国农历的纪年法，每个月都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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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气，一年共有 24 个节气。 

34. 在二十四节气中，立春、立夏、立秋、立

冬——表示四季的开始。 

35. 中国民间有一个传统习俗，人一出生，就

以一种动物作他的属相。 

36. 属相，也叫“生肖”，是中国民间传统的

纪年和计算年龄的方法。 

37. 中国的十二生肖指的是鼠、牛、虎、兔、

龙、蛇、马、羊、猴、鸡、狗、猪这 12 种动物。 

38. 中国古代认为麒麟、凤凰、龟和龙是有灵

性的动物，因此，把它们称为“四灵”，作为祥

瑞的标志。 

39. 凤凰是中国传说中的“百鸟之王”，标志

着吉祥、太平和政治的清明。 

40. 龟是四灵中唯一存在的动物，人们不仅把

龟当成健康长寿的象征，还认为它具有预知未来

的灵性。 

41. 龙被人们认为是中国最大的神物，也是最

大的吉祥物。 

42. 中国的吉祥图案内容极其广泛：“双喜”

字，是双喜临门、大吉大利的意思，民间常在办

喜事时采用。 



 7 

43. 人们喜欢“寿”字图案，是希求长寿的意

思。 

44. “福寿双全”，是由蝙蝠和寿字组成的图

案。“蝠”与“福”同音，表示幸福长寿。  

45. 中国人的姓产生在母系氏族社会。最初，

姓是氏族的称号。 

46. 宋朝时，有个读书人写了一本《百家姓》，

里面收有 500 多个姓，其中 60 个是复姓。 

47. 中国人的姓名都是姓在前，名在后。 

48. 庙会据说起源于古代祭祀土地神的活动，

后来逐渐变成了一种民间物品交流的集市和文

化表演的场所。 

49. 茶树原产于中国。中国古人起初是把茶叶

作为药用，后来才当作饮料。 

50. 中国茶叶按照制作方法分为绿茶、红茶、

乌龙茶、花茶、沱茶、砖茶等几大类。 

51. 绿茶嫩绿鲜艳，是不经过发酵的茶。 

52. 红茶是经过发酵的茶，沏出的茶水颜色红

艳。 

53. 花茶是在茶叶中加入香花熏制而成的。最

有名的花茶是福建产的茉莉花茶。 

54. 武夷岩茶，产于福建省武夷山，是乌龙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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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上品。 

55.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

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

爱国志士。 

56. 中国民间有许多关于学习的格言，如：“少

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活到老，学到老”等。 

57. “孔融让梨”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家

长们经常用这个故事教育孩子要学会谦让。 

58. 秦朝有个叫季布的人，一向重诺言，讲信

用。人们都说“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

这就是成语“一诺千金”的由来。 

59. 《学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教育学专著。 

60. “孟母三迁”的故事说明了中华民族非常

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61. 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发现了磁石指示

南北的特性，并制成了指示方向的仪器——司

南。 

62. 宋代，人们把指南针和方向盘结合起来，

制成了“罗盘”。 

63. 指南针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北

宋时，指南针已开始应用于航海事业上。   

64. 南宋时，指南针经由阿拉伯传到欧洲，当



 9 

时的阿拉伯人亲切地称指南针为“水手之

眼”。 

65.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东

汉时期的蔡伦，经过长期的试验，改进了造纸方

法。 

66.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隋

唐时，发明了雕版印刷术，提高了印书的速度。 

67. 北宋时期，发明家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

术。 

68. 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火药

的配方最初是由中国古代炼丹家在炼制丹药的

过程中发现的。 

69. 东汉著名科学家张衡，发明了可以测定地

震方向的“候风地动仪”。 

70. 张衡还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架测量天体

位置的水运浑天仪。 

71. 祖冲之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推算到

小数点后七位数字的科学家。 

72. 黄道婆成功地制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

的纺纱工具——三锭脚踏纺棉车。 

73. 日晷，是一种利用太阳来测定时刻的计时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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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在阴天和夜晚时，日晷起不了作用。后来，

人们又用滴水、漏沙的方法计时，发明了一种新

的计时工具——铜壶滴漏。 

75. 算盘是中国人在长期使用算筹的基础上

发明的。古时候，人们用小木棍进行计算，这些

小木棍叫“算筹。” 

76. 用算盘计算的方法，叫珠算。 

77. 世界上第一个发明麻醉手术的人是中国

东汉时的“神医”华佗。 

78. 东汉名医华佗用有麻醉作用的曼陀罗等

药草，制成了麻醉药“麻沸散”。 

79. 《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书。 

80. 战国时期的著名医生扁鹊，最早用望、闻、

问、切四种方法诊断病情。 

81. 中国历史上的名医有扁鹊、华佗、张仲景、

孙思邈、李时珍等。 

82. 南北朝时期的名医陶弘景在《神农本草

经》的基础上，写成了《本草经集注》。 

83. 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它以北京语

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

代白话文作为语法规范。 

84. 汉语目前有七大类方言：北方方言、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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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

言。 

85. 汉字起源于记事图画。从古至今，汉字的

形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历了甲骨文、金文、

小篆、隶书、楷书等字体的演变。 

86. 现行汉字的通行字体是楷书。 

87. 汉字的造字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象形、

指事、会意、形声。 

88. 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甲骨文就

是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 

89. 甲骨文以象形字为主，笔画匀称，字形美

观。 

90. 秦始皇推行的“书同文”，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大规模的汉字整理和规范工作。 

91. 中国远古神话《女娲补天》讲的是：人类

的母亲女娲炼五色石修补苍天，拯救了人类。 

92.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录

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 500 年间的 305 首

诗。 

93. 《诗经》最初叫《诗》或《诗三百》，汉代

以后被称为“诗经”。 

94. 楚辞的代表作家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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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屈原在《天问》中用诗歌的形式，提出了

170 多个问题。 

96. 《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中最有名的诗篇，

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它生动地叙

述了一个封建家庭的爱情悲剧故事。 

97. 《木兰辞》讲述了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

的故事，是北朝民歌中最杰出的作品。 

98. 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全盛时期。 

99. 唐代最著名的诗人是李白和杜甫。李白被

人们称为“诗仙”，杜甫被后人尊为“诗圣”。 

100. 词作为一种新体诗歌，宋代时发展到了鼎

盛时期。 

101. 宋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苏轼、李清照

（女）、辛弃疾、陆游等众多杰出的词人。 

102. 明清时期，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取得了辉

煌的成就，代表作品有四大名著《三国演义》、

《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及鬼狐小说《聊

斋志异》等。 

103. 常见的书法字体有篆书、隶书、楷书、草

书和行书。 

104. 篆书是秦代的代表字体；隶书是汉代的通

行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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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行书是一种最常用、最方便的手写体。 

106. 中国画与中医、京剧一起，被誉为中国的

“三大国粹”。 

107. 中国画按内容分，主要有人物画、山水画、

花鸟画三类。 

108. 中国画按画法分，主要有工笔画和写意

画。 

109. 著名的花鸟画家有擅长画花鸟的朱耷、擅

长画竹子的郑燮、擅长画鱼虾的齐白石等。 

110. 一幅国画作品，除了图画以外，还有诗文

和印章。因此，中国画是诗、书、画、印结合的

艺术。 

111. 中国民族乐器种类繁多，可分为吹、拉、

弹、打四大类。 

112. 在中国民族乐器中，吹的有箫、笛子、唢

呐等；拉的有二胡、京胡、板胡等；弹的有古筝、

古琴、琵琶等；打的有锣、鼓等。 

113. 京剧是中国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剧

种。 

114. 京剧演员分生、旦、净、丑四个行当。 

115. 京剧“四大名旦”是：梅兰芳、程砚秋、

尚小云、荀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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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黄梅戏是安徽省的地方戏。 

117. 中国象棋的棋盘中间有一条“界河”，把

对垒的双方隔在两边。 

118.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棋

类。棋子分黑白两色，各有 180 枚。 

119. 用木材建造房屋，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

特点。 

120. 中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既有土生土长的

道教，又有从外国传入的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

教等。 

121. 道教的建筑称“宫”或“观”。 

122. 佛教的建筑有寺、塔和石窟等。 

123. 中国的寺庙受古代建筑的影响，以佛殿为

中心。 

124. 窑洞是黄土高原上的一种独特的住宅。 

125. 土楼是广东、福建等地客家人的传统住

宅。一座土楼里可以住下整个家族的几十户人

家、几百口人。 

126. 中国的古典园林大致可以分为北方皇家

园林和南方私家园林两类。 

127. 中国古塔的层数一般是单数，通常有五层

到十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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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江苏的苏绣、湖南的湘绣、广东的粤绣和

四川的蜀绣，被人们称为中国的“四大名绣”。 

129. 在中国的北京，有驰名中外的特种工艺品

——景泰蓝，景泰蓝也叫珐琅。 

130. 唐三彩的釉色一般以黄、绿、赭为主，所

以称为唐三彩。 

131. 中国古代，人们喜欢把石狮子安放在门

口，用来“驱魔避邪”，把守大门。 

132. 纸、墨、笔、砚这四种文具被称为“文房

四宝”。 

133. 交子，是中国最早的纸币。 

134. 元谋人是中国境内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人

类。 

135. 距今约 18000 年的山顶洞人按母亲的血

缘关系组成氏族。 

136. “三皇五帝”是中国古代传说中远古时期

的帝王，“三皇”指的是燧人、伏羲、神农。 

137. 禹吸取父亲鲧的教训，用疏导的方法治

水，终于制服了洪水。 

138. 传说禹在外治水 13 年，三次经过家门都

没有抽时间进去看看。 

139. 禹建立夏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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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140. 禅让制是中国古代部落联盟推选首领的

制度。 

141. 周武王建立周朝，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

西南），历史上称为西周。 

142. 到战国时期，七个实力最强的诸侯国是

齐、楚、燕、韩、赵、魏、秦，被称作“战国七

雄”。 

143. 公元前 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 

144. 战国后期，秦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 

145. 商朝的青铜器制造很发达，商朝的司母戊

鼎，是现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 

146. 哈雷彗星早在公元前 613年就被载入鲁国

史书《春秋》中，这是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的最

早的记录。 

147. 《甘石星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天文学

著作。 

148. 六经，即儒家的六部经典：《易》、《诗》、

《礼》、《乐》、《尚书》、《春秋》。 

149. 孔子提倡“有教无类”，他收学生不论地

位贵贱，一律平等地进行教育。 

150. 孔子主张“因材施教”。他告诫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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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要老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151. 孔子的学生将孔子的思想言行记录下来，

汇编成《论语》一书。《论语》是儒家最重要的

经典之一。 

152.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著有《道德经》

一书。 

153. 墨子开创墨家学派，主张节约，反对浪费，

要求人们相互友爱，反对战争。 

154. 法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韩非，著有《韩

非子》一书。 

155. 《孙子兵法》又称《孙子》，是中国古代著

名的兵书，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兵书。 

156. 《孙子兵法》的作者是春秋末期杰出的军

事家孙武。 

157. 春秋末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帮助吴国成

为军事强国。 

158. 楚国著名爱国诗人屈原写了抒情长诗《离

骚》，语言非常优美。 

159. 秦王嬴政于公元前 221 年统一了中国，嬴

政就是秦始皇。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

帝。 

160.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地方实行郡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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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全国划分为 36 郡。 

161. 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和货币。 

162. 秦始皇统一了文字，把小篆作为标准字

体，通令全国使用。 

163. 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秦始皇进行了“焚书

坑儒”。 

164. 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

模的农民起义。 

165. 公元前２０７年，项羽以少胜多，在巨鹿

大败秦军主力。 

166. 项羽和刘邦为争做皇帝，进行了将近 4 年

的战争，历史上称为“楚汉之争”。 

167. 刘邦建立汉朝，定都长安（今西安西北），

国号“汉”，历史上称为西汉。刘邦就是汉高祖。 

168. 汉武帝当政以后，颁布“推恩令”，加强

了中央集权制度。 

169.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主张。 

170. 长城最早建于公元前 7 世纪前后的春秋

战国时期。 

171. 在中国古代，汉族统治者与少数民族首领

之间，有时为一定的政治目的而通婚，史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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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 

172. “昭君出塞”维护了匈奴与汉的友好关系，

使北方边境出现了少有的安定景象。 

173. 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中西交

流的“丝绸之路”。 

174. 西汉司马迁编著的《史记》，是中国第一

部纪传体通史。 

175. 东汉班固编著的《汉书》，是继《史记》

后第二部著名的历史书。 

176. 汉代有两位名医，一位是被尊为“医圣”

的张仲景，另一位是被尊为“外科鼻祖”的华佗。 

177. 汉代张仲景，写成《伤寒杂病论》，对后

世影响深远。 

178. 华佗模仿五种动物的动作，独创了一套名

为“五禽戏”的体操。 

179. 220 年曹丕建立魏国，221 年刘备建立蜀

国，222 年孙权建立吴国，形成了魏、蜀、吴三

国鼎立的局面。 

180. 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方针，用人时只

看真才实学，不管出身怎样。 

181. 曹操用“屯田”的办法，不仅解决了军粮

问题，而且使北方的社会经济逐步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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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诸葛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刘

备曾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帮助自己。 

183. 王羲之是东晋大书法家，后人尊称他为

“书圣”。 

184. 顾恺之是东晋杰出画家，后人尊称他为

“画绝”。 

185. 北魏孝文帝进行改革，规定少数民族学习

汉族的制度、语言、服饰，还极力提倡佛教。 

186. 公元 581 年，杨坚建立隋朝。杨坚就是隋

文帝。 

187. 隋炀帝为加强对南北方的控制，活跃南北

经济交流，下令开凿了大运河。 

188. 隋代大运河北到北京，南到杭州。 

189. 唐太宗李世民当皇帝时，年号是贞观。这

一时期社会安定祥和，史称“贞观之治”。 

190. 唐太宗采用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赢得各

民族的拥护。北方各族尊称他为“天可汗”。 

191.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女皇帝和政

治家。 

192. 公元 690 年，武则天改国号为周。 

193. 开元是唐玄宗统治前期的年号。当时社会

经济全面繁荣，历史上称为“开元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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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唐代的都城是长安（今西安市）。 

195. 长安城建于隋代，隋代叫大兴城，唐代改

称长安城。 

196. 长安不仅是唐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而且已经成了当时国际上著名的城市。 

197. 中国历史上有“六大古都”，它们分别是

西安、洛阳、南京、北京、开封和杭州。 

198. 吐蕃人是藏族的祖先，很早就生活在青藏

高原一带，过着农耕和游牧的生活。 

199. 唐朝时，吐蕃杰出的首领松赞干布向唐求

婚，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了他。 

200. 唐朝和尚玄奘，于唐贞观元年出发去“西

天”取经，最后到达天竺（今印度半岛）。 

201. 唐朝，名僧鉴真东渡日本，传播佛法。 

202. 科举制产生于隋朝。唐朝继承了这一制

度，并进一步完善。 

203. “进士”是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后来也

称殿试考取的人。 

204. 科举制影响很大，它使普通的读书人获得

了参加考试然后被选拔做官的机会。 

205. 明清时期，科举制演变成一种刻板、僵化

的制度，也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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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宋太祖赵匡胤是宋朝的开国皇帝。 

207. 宋太祖请大臣喝酒，言谈间解除了他们的

兵权，使兵权集中到中央，史称“杯酒释兵权”。 

208. 宋朝的包拯做官清廉公正，受到老百姓的

敬仰，大家习惯上都叫他“包公”、“包青天”。 

209. 岳飞是南宋时期抗击金朝进犯的名将。据

说，岳飞的母亲曾在岳飞背上刺下了“精忠报国”

四字。 

210. 公元 1206 年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大汗，

尊称为“成吉思汗”。 

211. 1271 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元朝建都大

都（今北京）。忽必烈就是元世祖。 

212. 元朝在全国设立行省制度，加强了中央与

行省，行省与行省之间的联系。 

213. 吐蕃（今西藏）在元代正式成为中国的一

个行政区。 

214. 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元世祖忽

必烈时代来到中国。 

215. 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

都城东京（今开封）清明节前后的风貌。 

216. 北宋司马光主持编写了《资治通鉴》。《资

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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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元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元曲。 

218. 元曲由散曲和杂剧组成。 

219. 著名剧作家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

朴被称为“元曲四大家”。 

220. 关汉卿是元杂剧作家中最杰出的一位，他

的代表作是《窦娥冤》。 

221. 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定都应天（今南京）。

朱元璋就是明太祖。 

222. 明成祖朱棣当了皇帝之后，决定把都城迁

到北平，并改北平为北京。 

223. 为了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明成祖派郑

和多次出使西洋。 

224. 古代的“西洋”指的是文莱以西的东南亚

和印度洋一带。 

225. 明朝郑和七下西洋，最远到达了非洲东海

岸和红海沿岸。 

226. 海瑞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人们都叫

他“海青天”。 

227. 李自成是明末农民起义的领袖，被称为

“闯王”。 

228. 1635 年，皇太极改族名“女真”为“满洲”；

次年，改国号为“清”，称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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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郑成功率领大军，跨过台湾海峡，赶走了

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 

230. 1864 年，清朝设立台湾府。 

231. 清朝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治理国家

时，政治经济繁荣，史称“康乾盛世”。 

232.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233. 康熙把儒家学说定为官方思想，任用汉人

做官，提倡汉文化。 

234. 乾隆时，清朝进入了最强盛的时期。 

235. 李时珍是明代著名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

他编写了《本草纲目》一书。 

236. 《本草纲目》一书，被誉为“东方医学巨

典”。 

237.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是一部农业百科全

书，书中总结了中国传统的农业知识和技术，并

介绍了欧洲的水利技术。 

238. 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明朝农业

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总结，被誉为“中国 17 世

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239. 1839 年，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销毁了 2 万多

箱鸦片，史称“虎门销烟”。 

240. 1840 年 6 月，英国舰队开到广东海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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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241. 1840 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242. 1841 年 1 月，英军强行占领香港岛。 

243. 1842 年 8 月，英军打到南京，清政府投降，

被迫与英方签订了《南京条约》。 

244. 《南京条约》是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

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245.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国家。 

246. 鸦片战争中，壮烈牺牲的爱国将领有关天

培、陈化成等。 

247. 1851 年，洪秀全领导农民在广西桂平县金

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248. 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希望

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社会。 

249. 1860 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了圆

明园。 

250. 1864 年，曾国藩领导的湘军攻破天京（今

南京），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 

251. 1895 年，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求和

而结束，中日两国签订了《马关条约》。 

252. 《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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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亿两，并割让台湾岛等地给日本。 

253. 1895 年，康有为等人一起给皇帝上书，反

对向日本求和，要求变法。史称“公车上书”。 

254. 1898 年（戊戌年），光绪皇帝下决心重用

维新派，在全国实行变法。 

255. 戊戌变法从开始到失败一共只有 103 天，

所以又叫“百日维新”。 

256. 1894 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的爱国华侨中组

织了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 

257. 孙中山将他的革命理想概括为“民族、民

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258. 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掀开了辛亥革

命的序幕。 

259. 1911 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

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 

260. 1911 年 12 月，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

统。 

261. 1912 年 1月 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262. 1919 年５月４日，“五四运动”爆发。 

263. 1924 年，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

帮助下，在广州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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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264. 1927 年 8 月 1 日，周恩来等人领导了南

昌起义。 

265. 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发

动兵变，史称“西安事变”。 

266. 为了实现侵占全中国的企图，日本于 1937

年 7 月 7 日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又叫“七七

事变”。 

267. 1937 年日军侵占南京后，对当地军民进

行了血腥的大屠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

屠杀”。 

268.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69. 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进行友好

访问。中美关系开始走上正常化的道路。 

270. 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为香

港和澳门的回归奠定了基础。 

271. 1997 年 7 月 1 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

使主权。 

272. 1999 年 12 月 20 日，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

行使主权。 

273.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太平洋的西

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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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中国濒临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

域。 

275. 中国领土的最北端是黑龙江省漠河以北

的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 

276. 中国共有 5 个少数民族自治区 ：内蒙古

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

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77. 中国有 4 个直辖市：北京市、天津市、上

海市、重庆市。 

278. 中国有 2 个特别行政区：香港、澳门。 

279. 中国的陆地国土面积为 960 万平方千米，

居世界第三位。 

280. 中国的人口分布不均匀。东部人口多，西

部人口少。 

281. 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状分

布。 

282. 从气候特点来看，中国大多数地方冬季寒

冷干燥，夏季炎热多雨。 

283. 每年的 6~7 月，江淮地区阴雨连绵，此时

正是梅子成熟的季节，所以人们称这种雨为“梅

雨 ”。 

284. 中国的降水量，地区分布不均匀。东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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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较多，西北部地区较少。 

285. 中国农产品产量很大，其中谷物、肉类、

棉花、油菜、花生、水果的总产量居世界第一。 

286. 珠穆朗玛峰是喜马拉雅山的主峰，也是世

界第一高峰。 

287. 秦岭是中国南北之间一条重要的地理分

界线。 

288. 长白山是一座宝库，人们常说的“东北三

宝”——人参、貂皮、鹿茸就产于此地。 

289. 天山是新疆重要的牧业生产基地之一。 

290. 昆仑山像一条长龙横卧在中国的西部，有

“亚洲脊柱”之称。 

291. 昆仑山是中国冰川最多的山，高峰慕士塔

格山有“冰川之父”的称号。 

292. 青藏高原是中国的第一大高原，位于中国

西南部，被称为“世界屋脊”。 

293. 青藏高原上的牦牛，有“高原之舟”的美

誉。 

294. 内蒙古高原位于中国北部，是中国的第二

大高原。 

295. 黄河流经内蒙古高原中部时，形成了肥沃

的冲积平原，这就是被人们称为“塞上江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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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平原。 

296. 内蒙古高原是中国著名的天然草场。“天

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对草原的

真实写照。 

297. 云南境内的高原多山间小盆地，当地人把

这种小盆地叫“坝子”。 

298. 东北平原沃野千里，是中国的第一大平

原。 

299. 东北平原以黑土著称，是中国最重要的粮

食产地。 

300. 华北平原主要由黄河、淮河、海河三条河

流冲积而成，是典型的冲积平原。 

301. 长江中下游平原是中国的第三大平原。 

302. 长江中下游平原素有“水乡泽国”之称，

是中国著名的鱼米之乡。 

303. 塔里木盆地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

陆盆地。 

304. 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塔里木盆地内部，是

中国面积最大的沙漠。 

305. 柴达木盆地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

省境内，是中国第三大盆地。 

306. 柴达木盆地内部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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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它为“聚宝盆”。 

307. 盐、石油、铅锌和硼砂是柴达木盆地的“四

大宝”。 

308. 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主峰——

各拉丹冬雪峰。 

309. 长江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

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 11 个

省、市、自治区，注入东海。 

310. 长江全长 6300 多千米，为中国第一、世

界第三长河。 

311. 黄河是中国的第二长河，从地图上看，黄

河呈一巨大的“几”字形。 

312.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被称

为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

一。 

313. 京杭运河北起北京，南到杭州，是世界上

开凿最早、路线最长的人工运河。 

314. 鄱阳湖位于江西省北部，是中国最大的淡

水湖。 

315. “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滕王阁位于鄱阳

湖畔。 

316. 洞庭湖位于湖南省北部，是中国的第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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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湖。 

317. 岳阳楼坐落于洞庭湖边，素有“洞庭天下

水，岳阳天下楼”之誉。 

318. 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被

称为中国五大淡水湖。 

319. 青海湖位于青海省东北部，是中国最大的

咸水湖，也是中国第一大湖。 

320. 阿里山主要有森林、云海、日出和樱花四

大奇观。 

321. 台北市的故宫博物院是亚洲古代文物中

心之一，院内藏有许多中国古代艺术珍品。 

322. 日月潭位于台湾中部，是台湾第一天然大

湖。 

323. 海南岛在中国的南部，是中国第二大岛。 

324. 海南岛被称为南海上的一颗“明珠”。海

南的三亚市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325. 五指山是海南岛上最著名的山脉，从东南

方望去，其主峰形状像五指，因此而得名。 

326. 铁路运输是中国最重要的运输方式。 

327. 中国铁路干线可以分为南北干线和东西

干线两大组。 

328. 中国铁路南北干线主要包括京哈-京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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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京沪线、京九线等。 

329. 中国铁路东西干线主要包括京包-包兰

线、陇海-兰新线等。 

330. 京广铁路北起北京，南到广州，是纵贯中

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 

331. 京沪铁路贯穿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

市以及河北、山东、安徽、江苏四省。 

332. 三峡工程是一项综合治理长江和开发长

江水能资源的宏大工程，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水

电站。 

333. 中国的水资源地区分布不均匀，总的来说

是东南多，西北少，由东南向西北递减。 

334. 南水北调是为了解决北方缺水问题而实

行的跨流域调水，包括东、中、西三条线路。 

335. 煤炭作为中国的主要能源，其产量相当于

世界煤炭总产量的 30%，居世界第一位。 

336. 山西省是中国煤炭储量最大的省，有“煤

海”之称。 

337. 大庆油田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油田。 

338. 丹顶鹤又叫仙鹤，寿命长，体形优美，举

止优雅，是著名的观赏鸟。 

339. 东北虎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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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体型最大的虎。 

340. 麋鹿是中国特有的珍稀动物，又叫“四不

像”，是珍贵的观赏动物。 

341. 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珍稀动物，毛色金

黄，像金丝一样，所以叫金丝猴。 

342. 闻名世界的三大“活化石”植物是水杉、

银杏和银杉，它们在中国都有分布。 

343.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全国的

政治、文化和科技教育中心，也是全国的交通和

国际交往中心。 

344. 故宫又称紫禁城，是明、清两朝的皇宫。 

345. 故宫是中国最大的国家博物馆，也是最丰

富的文化和艺术宝库。 

346. 颐和园是万寿山和昆明湖的总称，是中国

目前最大的古代园林。 

347. 佛香阁是颐和园的中心建筑和标志。 

348. 北京科技力量强大，人才密集的中关村被

称为中国的“硅谷”。 

349. 上海的东方明珠电视塔，矗立在黄浦江

边，是目前世界第三、亚洲第一高塔。 

350. 外滩是上海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享有

“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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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天津新港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人工海港。 

352.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的东南部，有“山城”

之美名。 

353. 重庆、武汉、南京是中国长江沿岸“三大

火炉”城市。 

354. 南京是江苏省的省会，也是中国六大古都

之一。 

355. 中山陵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

中山先生的陵墓，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

第一陵”。 

356. 夫子庙位于秦淮河北岸，原是供奉和祭祀

孔子的地方。 

357. 南京长江大桥是中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建

造的双层双线公路、铁路两用大桥。 

358. 苏州市内园林特别多，是著名的“园林之

城”。 

359. 苏州城内小河纵横，有“东方威尼斯”之

称。 

360. 苏州气候温暖湿润，物产丰富，是著名的

“鱼米之乡”和“丝绸之乡”。 

361. 苏州有四大名园：沧浪亭、狮子林、拙政

园、留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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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沧浪亭是苏州最古老的一所名园，园内以

假山为主。 

363. 杭州是浙江省的省会，西湖是杭州最著名

的景区。 

364. 哈尔滨是黑龙江省省会，这里冬季气候严

寒，冰天雪地，人称“冰城”。 

365. 位于武汉的黄鹤楼是中国“四大名楼”之

一。 

366. 广州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四季树叶

常青、鲜花盛开，又称“花城”。 

367. 厦门市旅游景点很多，主要有鼓浪屿、南

普陀寺、万石岩等。 

368. 鼓浪屿是厦门的一个小岛，岛上景色优

美，环境幽雅，有“海上花园”的美称。 

369. 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气候四季如春，鲜

花长开不谢，享有“春城”和“花都”的美誉。 

370. 昆明昼夜和晴雨之间的温差较大，有“四

季无寒暑，一雨便成冬”的说法。 

371. 位于拉萨的布达拉宫是举世闻名的宫堡

式建筑群，现已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 

372. 大昭寺位于拉萨市中心，是西藏的佛教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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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圣地。 

373. 明朝时，大召是呼和浩特最重要的寺院。

到了清乾隆年间，席力图召则成为当地寺院之

首。 

374. 香港是开放的自由港，是世界重要的航

运、金融和贸易中心之一，有“世界商品橱窗”

和“购物天堂”之称。 

375. 澳门人文旅游资源较多，以妈阁庙、“大

三巴”最为著名。 

376. 黄山位于安徽省南部，素有“中国第一奇

山”之誉。 

377. 黄山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

闻名于世。 

378. 庐山位于江西省北部，以“雄、奇、险、

秀”闻名于世。 

379. 三叠泉是“庐山第一奇观”。 

380. 武夷山既是千年文化名山，又是道教发源

地之一。 

381. 张家界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 

382. 泰山位于山东省中部，是“五岳”中的东

岳，为“五岳”之首。 

383. 玉皇顶是泰山最高峰，山顶有玉皇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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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登山祭天就在这里设祭坛。 

384. 北京的故宫、曲阜的孔庙和泰山下的岱庙

被誉为中国三大宫殿建筑群。 

385. 嵩山位于河南省中部，是“五岳”中的中

岳，主要由太室山和少室山组成。 

386. 嵩山少林寺，被称为“天下第一名刹”，

是中国佛教禅宗发源地。少林武功更是闻名世

界，被奉为“武林之尊”。 

387. “五岳”是指中国五大名山，它们分别是

东岳泰山、西岳华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北

岳恒山。 

388. 乐山大佛位于四川省，是世界上最大的石

刻佛像。 

389. 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五台山被称为

中国四大佛教名山。 

390. 莫高窟又叫“千佛洞”，位于甘肃省敦煌，

是世界最大、内容最多的佛教石窟群。 

391. 彩塑和壁画是莫高窟的两大特色。 

392. 中国有四大石窟，分别是甘肃省的敦煌莫

高窟、河南省的龙门石窟、山西省的云冈石窟和

甘肃省的麦积山石窟。 

393. 承德避暑山庄在河北省承德市，是中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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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清代园林之一。 

394. 嘉峪关在甘肃省境内，是长城最西端的关

隘，有“天下雄关”之称。 

395. 山海关位于河北省秦皇岛，是万里长城的

第一关。 

396. 九寨沟是由彩池、瀑布、森林和雪山构成

的自然风景，被称为“童话世界”，是世界自然

遗产。 

397. 桂林山水集“山清、水秀、洞奇、石美”

四绝于一体，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称。 

398. 西双版纳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其中以傣

族居多。 

399. 中国海拔最低的湖泊是位于吐鲁番盆地

的艾丁湖。 

400. 中国最大的瀑布是贵州省的黄果树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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