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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 现场考试景点：中山陵、明孝陵、灵谷寺、夫子庙、中

华门城堡、总统府、雨花台 中山陵 1、中山陵的墓址是如何

选定的? 答：中山陵的墓址是中山先生生前选定的。据说在民

国元年。4月1 日，也就是孙先生为求南北和平统一而毅然辞

去总统职务的次日，他与朋友在明孝陵一带打猎时，环视周

围地形，笑对左右说“待我它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此一杯

土以安置躯壳尔。”在此之前，灵谷寺的住持和尚就曾向中

山先生推荐过这块“前临平川，后拥青嶂”的风水宝地

。1925年3月临终之际，孙中山又嘱咐左右要归葬紫金山。中

山先生逝世后，为尊重其遗愿，孙中山葬事筹备处专门到紫

金山勘查，确定陵址。于是选定了现在的中山陵位置。 2、

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答：三民主义指的是

“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五权宪法指的是“行政、

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权分立的宪政体制。这些都是

国父孙中山先生政治学说的核心内容。 3、简述孙中山先生

的生平。 答：孙文，字逸仙，国内尊称为中山先生。1866年

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先后求学于檀香山、香港等地，毕业后

在广州、澳门等地行医，后弃医从政，并于1905年在日本组

织中国同盟会，被推举为总理，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

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以及“民族、民权、民生

”的三民主义学说。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

时大总统。1921年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1924年



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新三民主义和三大

政策。1925年病逝于北京。 4、中山陵的设计平面图有什么意

义? 答：中山陵平面为一木铎形。铎形如钟，为古代颁布政教

法令时用。在中山陵，即表示“使天下皆达道”及“木铎警

世”之意，象征中山精神如洪亮钟声，无远弗达。 5、简述

中山路的由来。 答：为迎接中山先生灵柩由北京运回南京，

当时的南京政府拨款150万银元修筑了一条“灵柩大道”。这

条大道西起中山码头，经过中山北路、鼓楼、中山路、新街

口、中山东路，东至中山门，全长12公里，是南京的第一条

柏油马路。 6、简述紫铜宝鼎。 答：在中山陵的半月形广场

南面，由一八角形的石台，石台上有一个双耳双足的紫铜宝

鼎，重达万斤。宝鼎是1933年秋由戴季陶和中山大学全体师

生捐赠的，高4．25米，腹径1．23米。外铸中山大学校训“

智仁勇”三字，内置六角形铜牌，上刻戴母手 书《孝经》全

文。 7、简述“博爱”的出处。 答：出自唐朝韩愈《原道》

“博爱之为仁”。据说孙中山先生常写这两个字送人，这也

是孙中山一生的极好概括和写照。 8、简述墓道设计的特点

。 答：中山陵墓道的设计既符合中国传统建筑精神，又具有

独特的风格。严格的中轴对称，给人以法度谨严的感觉。以

两两对称的雪松、松柏等代替古代常见的石人、石兽，更好

地表现了高洁常青的象征意义。 9、解释“天下为公”的出

处。 答：语出《论语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是与“家天下”对立的思想，三民主义中民权

主义所阐发的也正是这种思想。 10、碑亭的石碑上刻了什么

字，何人所书? 答：上刻“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中华

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字为原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



谭延阊所书。 11、解释碑亭到祭堂之间大石阶的寓意以及设

计意图。 答：碑亭到祭堂之间有大石阶八段，每段设一平台

。上三下五寓意“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八段石阶共290级

，如果从博爱坊算起，一共392级。设计意图是让游人在攀登

时记住“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2、碑亭到祭堂

之间的第五段平台上有些什么物品? 答：有上海市政府敬献的

铜鼎一对，上刻“奉安大典”篆字；两边各有一对立狮石刻

。 13、祭堂正中孙中山坐像是何人作品?在什么地方制成?用

的什么材料? 答：是波兰籍雕刻家保罗兰窦斯基1930年在巴黎

制成。所用材料是意大利白石。 14、祭堂正中孙中山坐像侮

座四周六块浮雕的内容分别是什么? 答：东：出国宣传、商讨

革命；南：如抱赤子；西：振聋发聩、讨袁护国：北：国会

授印。 15、解释祭堂内用黑色大理石为主料的用意和效果。 

答：祭堂内的主料为黑色大理石，与纯白石像一起烘托出隆

重哀悼、静穆庄严的气氛，而白玉般的坐像在黑色衬托下，

显得更加高洁。 16、简述墓室外门门楣。 答：外门框用黑色

大理石砌成，门楣上刻“浩气长存”四字，取自孙中山为黄

花岗烈士墓所写手迹。 17、简述墓室。 答：墓室内顶为天穹

状半圆形，顶用马赛克饰国民党党徽。墓室正中为直径3．9

米的圆形石塘，上设护栏，下铺马赛克。石塘正中棺座上安

放中山先生大理石卧像，着中山装，安详如睡。 18、简述墓

室内墓穴。 答：卧像以下5米为墓穴。墓穴四壁为钢筋混凝

土隔墙，内铺花岗石垫层。穴中央楠木棺座上安放孙中山先

生的紫铜灵榇，铜棺四周用八条钢索固定于四壁，可以说是

“入土不沾土”。中山先生灵榇自1929年6月1日放入墓穴后

，从未被打开、移动过。 19、中山先生临终前口述的三份遗



嘱分别是什么? 答：“致国民党遗嘱”、“给苏联同志信”、

“给宋庆龄遗嘱”。 20、古建筑中牌坊的作用。 答：牌坊是

明清时代常用的建筑形式，多用于建筑群前，与主建筑保持

一定距离，用以指示入口或作大门的一种装饰建筑。 21、新

三民主义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答：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

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争取国内各民族的平等。 ： 民权主义

：权力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 民生主义

：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22．简述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答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

。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中国人民长期进行的反

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

规模地开展起来。 明孝陵 1、明孝陵是何时作为哪个附属项

目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 答：2003年，作为“明清皇陵”拓展

项目。 2、孝陵的原始入口处在今天什么地方? 答：卫岗南京

农业大学对面。 3、历史上明朝有多少位皇帝? 答：16位。 4

、东陵里埋葬的是谁? 答：朱元璋长子懿文太子朱标。 5、神

道上的神兽依次是哪几种? 答；狮子、獬豸、骆驼、象、麒麟

、马。 6、神兽的寓意是什么? 答；狮子是百兽之王；獬豸为

法兽；骆驼为沙漠之舟；大象是贡物；麒麟是祥瑞之物：马

驯良。 7、神道的布局有什么特点? 答；没有取统一的南北中

轴线，而是依梅花山势变化，顺其自然。 8、历史上皇陵的

形制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变化? 答：周代，封土坟；秦汉时为方

上；唐朝以山为陵；宋代小方上：元代，“墓而不坟”，没

有地面标志；明清，即为宝城宝顶。 9、明孝陵的形制有什

么特点? 答；不墨守陈规，富于独创。 10、“治隆唐宋”碑



是谁题写的? 答：康熙。 11、康熙题碑的原因是什么? 答：安

抚江南，笼络汉族人心，巩固满清统治。 12、简述阳山碑材

的由来? 答：朱棣为朱元璋歌功颂德而开凿的一块巨碑，以笼

络人心。 13、明朝在南京的皇帝有哪几位? 答：朱元璋、朱

允蚊、朱棣。 14、江苏省的世界文化遗产有几处? 答：2处，

苏州园林、明孝陵。 15、明孝陵是朱元璋和谁的合葬墓? 答

：皇后马氏。 16、梅花山是谁的墓? 答：三国时东吴大帝孙

权。 17、孝陵因何得名? 答：一说因为马皇后死后封谥号为

“孝慈”，又说朱元璋主张以孝治天下，因此称为孝陵。 18

、四方城内的碑刻是什么内容? 答：主要是朱棣颂扬朱元璋一

生神圣功德的话，分为：一、叙述家事，言其祖为句容大族

，朱元璋贵人奇相，由项及顶有骨隆起，望之如神；二、元

末群雄并起，朱元璋“为民请命，发迹定远”，征战大江南

北；三、国家统一后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册中宫，立皇太

子，分封同姓；四、吸取历史教训，废除丞相制，升六部，

分理庶务；五、建国学，祀奉孔子，数视国学讲经，建立擢

拔人材之策，立家训以教子孙；六、生活简朴，衣食如平民

；重农耕，反对“祥瑞”之报，嘱死后勿用金玉，与马氏合

葬孝陵；七、刻皇族子女57人名号及144句四言颂词一篇。全

文共2746个字。 19、凤阳的明皇陵是谁的陵墓? 答：朱元璋的

父母。 20、朱棣的年号是什么? 答：永乐。 21、“此山明太

祖之墓”是明朝时留下的吗? 答：不是。据说是民国初年刻下

用以回答游人提问的。 22、功德碑的高度是多少? 答：通高8

．78米。 23、简述“靖难之役”。 答：朱元璋太子朱标在洪

武二十五年就病死了，朱元璋死后，16岁的皇太孙朱允炊继

位，即建文帝。其时身在北京的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以



“清君侧”为名义，发兵南下，历时四年，最后攻下南京，

夺取政权。史称“靖难之役”。 灵谷寺 1、“流微榭”楷书

匾额是由谁题写的? 答：我国著名将领徐向前元帅。 2、灵谷

寺最早建于什么年代? 答：南朝梁天监十五年(515年)。 3、灵

谷寺中的万工池又称什么? 答：放生池。 4、天王殿旧址的大

牌坊的高度?有几根柱子? 答：10米、六根。 5、大牌坊前的石

台上的汉白玉神兽是什么? 答：貔貅。 6、无量殿名称的来源?

答：来源于建筑的无梁结构，无梁殿取谐音为无量殿。 7、

无量殿中左碑是由蒋介石所书的什么? 答：北伐誓师词。 8、

无量殿后的五方殿遗址是供奉的哪位大佛? 答：五方五智大佛

。 9、公墓中按放射性划块的分格象什么? 答：国民党徽。 10

、松风阁共有多少开间? 答：11开间。 11、灵谷塔的石阶是什

么材质的? 答：白色花岗岩石料。 12、灵谷塔共有几层? 答

：9层。 13、灵谷塔西南侧林中的覆钵式塔叫什么? 答：宝公

塔。 14、灵谷塔前的 “三绝碑”上有哪三位唐代顶级大师的

作品? 答：吴道子、李白和颜真卿。 15、灵谷塔塔基正前方

的一三开间小殿叫什么殿? 答：志公殿。 16、志公殿前的叉

形铸铁件是什么? 答：“飞来剪”，传说是用来剪蟒镇妖的。

17、曾国藩焚香祈雨的地方是哪里? 答：“八功德水”。 18、

东首院落现为“大遍觉堂”，是哪位法师的纪念堂? 答：玄奘

法师。 19、“邓演达烈士之墓”是由谁书写的? 答：何香凝

。 20、佑息亭墓前祭台刻有的西洋古典花纹，原为哪里的遗

物? 答：圆明园。 21、邓演达是哪一个党派的创始人? 答：中

国农工民主党。 22、三圣殿供奉的谁? 答：阿弥陀佛、胁侍

观音、大势至菩萨。 23、现刻有“灵谷深松”的碑原是谁的

墓碑? 答：谭延。 夫子庙 1、《夜泊秦淮》的作者是谁? 答：



唐代诗人杜牧。 2、秦淮河的长度是多少? “十里秦淮”的由

来是什么? 答：全长约110公里。因为内秦淮长约十公里。 3、

微派民居建筑的特点是什么? 答：“粉墙黛瓦，高低错落”，

“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 4、乌衣巷的由来

是什么? 答：原为东吴御林军的营地，因为御林军的制服是玄

色(即黑色），所以名为乌衣巷。 5、说出几个与夫子庙古迹

有关的古代名人。 答：谢灵运、王献之、李香君、吴敬梓、

侯方域等等。 6、描写过秦淮河美景的近代作家有哪些，最

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什 答：朱自清，俞平伯，分别著有同名散

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7、夫子庙又叫什么?南京共有

几处?还有其他的在哪里? 答：文庙。3处，另外两处在朝天宫

和现今市政府大院内。 8、南京夫子庙始建于何时?现今的夫

子庙是什么时候改建的? 答：始建于宋景佑元年(1034年)，现

今的夫子庙是1986年改建的。 9、照壁的作用是什么?夫子庙

照壁的全长是多少?在全国的地位是什么? 答：遮挡主体建筑

的作用，在风水上是罩的作用。110米，是全国最大的。 10、

初建文德桥的目的是什么?它与什么桥相对?说出一个关于文

德桥的歇后语。 答：建桥目的是锁住泮池水以蓄文气，与东

边的武定桥相对。文德桥的栏杆靠不住。 11、文德桥的奇景

是什么? 答：每年农历11月15日子时的两个半个月亮同时出现

在桥洞两边的水面上。 12、聚星亭的取意是什么? 答：“群

星聚集，人才荟萃”。 13、“天下文枢”的意思是什么? 答

：孔子是天下文章道德的中枢。 14、夫子庙大门为何取名为

大成门? 答：孔子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取自大成。 15、

四亚圣是指什么人? 答：颜回、曾参、孟轲、孔汲。 16、明

远楼的作用是什么? 答：是贡院最高的建筑，执事官员住其上



，进行发号施令和监视。 17、东市和西市原来的作用是什么?

答：学宫进出的甬道。 18、简述一下科举考试的级别。 答：

童试，乡试，会试，殿试。 19、学宫的正堂一般都叫做明伦

堂，为何南京独称“明德堂”? 答：当年文天祥北上抗金，路

过南京时，刚好明德堂复建完工，人们请文天祥题字，文天

祥就写成了“明德堂”，一直沿用至今。 20、棂星门在古代

的作用是什么? 答：是皇帝祭祀孔子时用的礼仪门，新科状元

可以从中门走一次，以示夸耀。 21、介绍一下庙院里的四块

古碑。 答：孔子问礼碑、集庆孔子庙碑、封四氏碑、封至圣

夫人碑， 22、列举《论语》中关于治学的五条名言警句。 答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知之者不

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23、“四书五经”指的是哪

几本书? 答：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 五经：诗、书、礼、易、春秋。 "#F8F8F8"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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