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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6/2021_2022_2005_E5_B9_

B4_E5_85_A8_c34_226027.htm 一、单项选择题（下列各题只

有一个正确答案，请将正确答案前的英文字母填入答卷中的

相应题号后的空档内。每小题1分，共50分）1.中国传统文化

是以（ ）为主体的文化。A.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法家文化

B. 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墨家文化C.儒家文化、道家文化、

佛家文化 D. 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农家文化2.我国京剧脸谱

表示“忠勇”、“奸诈”的象征颜色分别是（ ）A 黄色 、黑

色 B 红色、白色C 赫色 、银色 D 黑色、白色 3.构成中国书法

视觉形象美的基础是（ ）A 汉字的笔墨 B 汉字的笔韵 C 汉字

的体势 D 汉字的意蕴4.从今文化的书法演变来看，行书是由

（ ）变化而来的。A 楷书 B 草书C 隶书 D 篆书5.20世纪我国

画坛“中西融合派”的代表人物是（ ）A 徐悲鸿、林风眠、 

刘海粟 B 程十发、唐云、齐白石C 黄宾虹、齐白石、 程十发

D 傅抱石、刘海粟、唐云6. 下列道教信士中对中医学做出重

大贡献的是（ ）A 邱处机 B 孙思邈C 王重阳 D 赫大通7. 藏传

佛教中的萨迦派、宁玛派、噶举派和格鲁派依次被称为（ 

）A 红、 花、白、 黄教 B 花、红、白、黄教C 白、 黄、红、 

花教 D 黄、白、花、红教8、“重己贵生”是道教的人生观。

强调“我命在我不在天”的著名道教人物是（ ）A 葛洪 B 王

重阳C 葛玄 D 寇谦之9. 佛教对中国建筑影响颇深，其中在装

饰点缀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 ）A 石狮子 B莲花纹C 宫廷

式建筑 D 塔10.基督教从犹太教经典继承而来的经卷是（ ）A 

《旧约全书》 B《新约全书》C 《圣经》 D 《古兰经》11.中



国土木结构的建筑历程分为雏形期、发展期、成熟期和总结

期，其中成熟期的时段是（ ）A 秦 - 汉 B 汉-魏C 隋 - 宋 D 元-

清12. 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属于下列类型塔中的（ ）A 密檐塔 B 

单层塔C 阁楼式塔 D 小乘佛教佛塔13. 中国园林的最初形式为

（ ）A 园 B 囿C 苑 D 圃14.我国现存世界上历史最长的无坝引

水工程是（ ）A 都江堰 B、郑白渠C 古灌渠 D、永济渠15. 近

代中国城市建筑除民族形式建筑和中西结合式建筑类型外，

还有（ ）类型A 古典式建筑 B 浪漫主义式建筑C 西式建筑 D 

折中式建筑16. 中国饮食主要由（ ）三部分A 大米 面粉 蔬菜

B 大米 小米 面食C 主食 副食 饮品 D 主食 副食 小吃17.诗句“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作者是（ ）A、李白 B、杜甫C、红茶

D、花茶18.我国七大茶类中，（ ）属于半发酵的茶A、绿茶 B

、乌龙茶C、红茶 D、花茶19. 下列选项中，（ ）是我国古代

有关疗效食品的专著。A 《本草纲目》 B《皇帝内经》C《食

疗本草》 D《伤寒杂病论》20.下列名菜中，（ ）是四川菜系

的著名代表菜肴。A 龙虎斗 B 宫保鸡丁C 佛跳墙 D 清炖蟹粉

狮子头更多导游资料请访问：希望与其导游考生进行交流

？[1] [2] [3] [4] 下一页 21.唐朝在录用武术方面实行的考试制

度是（ ）A 段位制 B 选拔制 C 武举制 D 淘汰制22. 在武术的

伦理思想中，尚武与（ ）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A 忠孝 B 侠

义C 忍让 D 崇德23. 曾到少林寺传授过棍术的明代抗寇名将是

（ ）A 戚继光 B 俞大猷 C 白玉峰 D 张三丰24.“五粮液”是我

国名酒之一，它产于（ ）A 贵州省仁怀县 B 四川省宜宾市C 

四川省绵竹县 D 山西省汾县25. 少林、武当、峨嵋三大武术流

派各有特色，其中少林善刚、武当善柔，峨嵋（ ）A 刚劲迅

猛 B 亦刚亦柔C 以刚胜柔 D 以柔克刚26.中医学在理论上属于



（ ）形态A 古典哲学 B 经院哲学 C 自然哲学 D 人文哲学27. 

中医治病与西医治病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 （ ）A 着眼于“病

”B 着眼于“症”C 侧重于“表”D 侧重于“气”28.中医辨

别病证的中心任务是（ ）A 掌握疾病的本质 B 寻找病变C 判

断症候 D 确定病灶29. 刮痧是中医治疗手段中一种较简易的（

）疗法A 消肿 B 祛风C 止痛 D 淤血30. 十滴水的主要功能是（ 

）A 清热解毒 B 清咽利喉C 消食和胃 D 祛暑除湿31. 在我国陶

瓷发展史上，（ ）瓷器的烧造成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A 粉彩

B 青花C 玲珑 D 薄胎32. 薄胎瓷器制作最关键的工序是（ ）A 

配料 B 拉坯C 利坯 D 上釉33.紫砂泥不需加任何配料可单独成

陶，这是因为紫砂的矿物组成属于（ ）系A 粘土 方解石 - 云

母 B 高岭土 -石英- 云母C 铝土 - 石英 - 云母 D 粘土- 石英-云

母34. 紫砂茶壶同其他材质的茶壶相比，具有相对推迟茶汁发

质变馊时间的特点，这主要是因为紫砂的PH值（ ）A 酸性较

大 B 碱性较大C 属于中性 D 碱性适度35.具有“青如玉、月如

镜、声如磬”特征的青瓷是（）A 弟窑青瓷 B哥窑青瓷 C越窑

青瓷 D官窑青瓷36.人们习惯把结婚纪念日与珠宝玉石联系在

一起，并将结婚30周年称为（）A银婚 B珍珠婚 C金婚 D钻石

婚37."丹霞地貌"以我国（）的丹霞山最为典型，并因该山而

得名。A 安徽省休宁县 B江西省鹰潭市 C福建省武夷山市 D 

广东省仁化县38.钻石是世界上最硬的物质，其摩比硬度为（

）A7 B8 C9 D1039.世界蓝宝石的主要产地除缅甸、斯里兰卡

、澳大利亚、印度外，还有（）A尼泊尔 B中国 C 泰国 D日

本40琥珀具有（）的特征A 金刚光泽 B珍珠光泽 C 玻璃光泽 D

油脂光泽更多导游资料请访问：希望与其导游考生进行交流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41 期望效应又称（），是指在



生活中人们内心的期望会变成现实的现象。A 晕轮效应 B皮

格马力翁效应 C 马太效应 D定势效应42 从与人沟通要“择其

所好，避其所忌”来说，接待巴西客人时应少说得话题是（

）A 咖啡生产 B足球运动 C石油问题 D迪斯科舞43 一般来说，

我国东北地区游客突出的个性特点是（）A 政治味较浓 B讲

义气、重朋友 C时间观念强 D 精明细心44 在香港，探望病人

或亲友是忌讳送（）花束A山茶 B玫瑰 C茉莉 D芙蓉45 在下列

游客类型中，年幼的游客属于（）A神经质的游客 B挑剔型游

客 C依赖性的游客 D使人难堪的游客46 具有“天然画廊”之

称得熔岩洞是（）山地种的一种地貌景观A花岗岩 B流纹岩 C

石灰岩 D 红砂岩47 下列选项中，（）被国际地理学界称为“

世界三大强涌潮河流”A 长江、亚马逊河、塞纳河 B 恒河、

亚马逊河、钱塘江 C 恒河、亚马逊河、塞纳河 D 长江、亚马

逊河、钱塘江48 雅丹地貌是在尚未固结成岩的河湖相土状堆

积地区发育的（）地貌A溶蚀 B冰川侵蚀 C 风蚀 D 流水冲积49

黄果树瀑布是由于（）造成河床纵剖面的岩坎而形成的。A 

地壳的断层作用 B 火山熔岩流阻塞河道 C水流的差别侵蚀 D 

第四纪冰川的刨蚀作用50 据记载，我国一些地方都曾出现过

佛光，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A 黄山 B 庐山 C 武夷山 D 

峨眉山 二、多项选择题（下列各题有二到四个正确答案，请

将正确答案前的英文字母填入答卷中相应题号的空格内。每

小题1分，多选，少选或错选均不得分，共20分）51下列选项

中，属于儒家创始人孔子经典言论的有（）A 民为贵，社稷

次之，君为轻 B 仁者，爱人 C以德行仁 D 已所不欲，勿施于

人 E 有教无类52 下列选项中，依次为黄梅戏、豫剧、越剧、

粤剧著名表演艺术家的有（）A成兆成、马金凤、尹桂芳、



千里驹 B 严凤英、常香玉、袁雪芬、红线女 C黄新德、常香

玉、傅全香、俞振飞 D韩再芬、马金凤、茅威涛、马师曾 E

千里驹、马金凤、戚雅仙、红线女 53 佛教阐释人生宇宙三个

基本原理的“三法印”是指（）。A 有漏皆苦 B诸行无常 C诸

法无我 D 众善奉行 E 涅磐寂静54 下列均为古代中国所取得的

世界级科技成就，其中与道教有关的有（）A 世界上第一次

测量地球子午线的长度 B火药的发明 C《革象新书》记载的

光学实验 D水法炼铜技术 E 印刷术的发明55 下列选项中，（

）属于中国园林的造园手法A 印景 B添景 C抑景 D夹景 E对

景56 下列桥梁中，（）属于桥式梁。A泉州洛阳桥 B河北赵州

桥 C北京卢沟桥 D泉州安平桥 E贵州风雨桥57 菜肴中的命名

方法有很多种。下列菜名中，（）属于以“寓意命名法”命

名的菜肴。A母子会 B宫保鸡丁 C叫化子鸡 D龙虎斗 E鱼香肉

丝58 下列选项中，（）属于茶叶中含有的与人体健康有密切

关系的营养成分。A蛋白质 B茶多酚类 C卵磷脂 D矿物质 E维

生素B59 中国武术除具有技击的功能外，还有（）的功能A养

生 B益智 C修性 D教化 E娱乐60 下列选项中，属于武当拳术的

有（）A长拳 B南拳 C太极拳 D神力拳 E五虎拳更多导游资料

请访问：希望与其导游考生进行交流？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61 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主要体现在（）A 整体观念 B由

表及里 C辩证论治 D寻找病变 E辨病治疗62 中医学以（）为

其哲学基础A 气一元论 B辩证论治 C四诊合参 D阴阳学说 E五

行学说63 选购瓷器时要“看、听、比、试”，其中“看”只

要是看瓷器（）A釉面是否光泽润滑 B形状是否规整 C画面有

无损缺 D底部是否平整 E瓷化是否完全64 下列瓷系中，属于

我国宋代六大瓷系的有（）A 汝窑系 B德化窑系 C耀州窑系 D



磁州窑系 E石湾窑系65 国际上公认的评价钻石经济价值的标

准有（）A重量 B颜色 C硬度 D洁净度 E切工 66 影响翡翠质地

的因素有（）。A透明度 B结晶粗细 C裂络 D重量 E致色微量

元素67 影响游客知觉的主观因素包括（）。A经验与情绪 B体

质 C意志品质 D需要与动机 E态度68 下列选项中，（）属于

美国游客的个性特点。A思想保守 B独立进取、讲求实际 C喜

欢交流、无拘无束 D浪漫好客 E重视成功69 黄山云海之绝主

要表现在（）A 云量之大 B云彩之艳 C云层之厚 D云雾变换之

快 E云日之多70 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委员

会”将世界遗产划分的类型有（）A文化遗产 B历史遗产 C自

然遗产D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E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三、判

断题（判断下列各题是否正确，正确的请在答卷中相应题号

后的空格内打 ，错误的打 。每小题1分，共15分）71、传统

京剧中角色有生、旦、净、丑四类类型，其中“生”是京剧

表演中唯一的扮演女性人物的行当。72、诗、书、画、印结

合，既是中国绘画的一个基本技法，又是欣赏中国1绘画应掌

握的重要特色，也是中国绘画区别于西方绘画的重要内容之

一。73、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最早年代，学术界有“隋开皇

年间”、“唐武德年间”“唐贞观初年”和“唐永徽二年”

等说法，其中“唐永徽二年”说为史学界众多学者所接受

。74、斗拱是中国古代建筑独特的构件。弓形短木叫拱，方

形木块叫昂，斜置长木叫斗，总称斗拱。75、泡茶时应根据

茶的种类选用不同的茶具，其中花茶应选用较大的瓷壶，乌

龙茶宜选用紫砂茶壶。76、“满汉全席”是我国烹饪的精华

，集唐宋时期各路名菜佳肴之大成，全席有134道热菜，48道

冷菜，所用原料攻精用细，争奇斗胜，几乎动用了所有烹饪



技术。77、少林武术创建于南北朝时期北魏太和二十九年

。78、武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我国远古祖先的生产活动中去

。79、中医学所讲的人体“五脏”是指心、肝、脾、胃、肾

。80、“诊法”是指中医对病人进行观察和检查，收集与病

人健康变化有关资料的方法。81、釉上彩绘是在已经烧成的

瓷胎上进行会话长势，然后经过摄氏800度左右的低温烧烤，

以使画面熔融化后固化在瓷器表面的装饰技法。82、翡翠分

为A货、B货、C货，其中C货为纯天然的翡翠。83、观察宝石

最常见的放大镜是10倍宝石放大镜。84、在导游工作中，旅

游活动的节奏和导游语言的强弱要与游客的生理条件相适应

。85、极光是电流通过稀薄的气体时，电子撞击气体的分子

或原子而发生的发光现象。大多数极光出现在地球南北两极

上空90-130千米处。四、简述题（请将正确答案写答卷相应

题号后的空白处。每小题5分，共15分）86、简述我国唐代“

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87、简述中国建筑文化艺术的精神

特征的具体表现。88、简述隋唐时佛教中国化的状况。更多

导游资料请访问：希望与其导游考生进行交流？上一页 [1]

[2] [3] [4]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