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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8_B8_E8_80_83_E8_c34_540137.htm 一、 填空题： 1、漓

江发源于兴安县的 猫儿山 ，在梧州市汇入 西江 、全长437公

里，属于 珠江水系 。 2、兴坪古镇摇篮有 1740 的历史。 3、

漓江最著名的山是 画山 ，最美的景是 黄布倒影 。 4、独秀峰

公园读书岩口镌有南宋 王正功 于1201年写下的 《劝驾诗》 

，诗中第一次出现了 桂林山水甲天下 的诗名。 5、八角寨资

江为自治区级风景名胜区，八角寨属典型的 丹霞地貌 ，我国

已知最大的丹霞地貌景区是 资新盆地 。 6、猫儿山有六绝： 

云海 、日出 、 铁杉、 杜鹃 、 红叶 、 冬雪 。 7、靖江王陵被

誉为 岭南第一陵 ，已修复开放的是第 三 代靖江王 朱佐敬 的

王陵。 8、被称为“世界二绝”的是元代的开造的 。 9、中国

最长的大型浮雕是七星公园的 华厦之光壁画 。 10、灵渠总长

36.4公里 是秦代三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世界是 最古老 的运

河之一。 11、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虎类和黑熊繁殖基地是 桂林

雄熊虎山庄 。 12、乐潢地休闲如乐世界的主题是 欢乐满地，

活力无限 。它包含四个功能是： 森林渡假区 、 渡假酒店 、 

主题乐园 、 高尔夫球场 。 13、水月涧镌有宋代以来的石

刻60余件，其中最著名的是陆放翁的墨室《陆游寺杞》 、宋

代张孝祥写的《朝阳这寺并序》、范成大写的 《复水月洞铭

》。 14、银子岩三绝是 钻石 、 仙琴 、 侧影 。 15、我国第一

洞穴科学研究的综合性博物馆是 白莲洞 ，它是旧石器时代古

人类文化遗址，距今大约 5万 年。 16、 罗池庙 念唐代著名的

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而兴建的为广西最著名的名



胜古迹。 17、广西三大温泉是 龙胜 、 象州 、 陆川 。 18、元

宝山为广西 第三 高峰，1997年在此山发现了200余株孑遗植

物 冷杉 。 19、圣堂山位于 金秀瑶族自治县南部 ，最高峰 马

鞍山 海拔1979米，为桂中第一 高峰。 20、被宋朝状元、诗人

张孝祥赞为“天下第一真仙之岩”的是 老君洞 ，因洞内原有

天然老君石像得名。21、程阳风雨桥又名 永济桥 、 盘龙桥 

。 22、南宁市唯一的异国风情园是 中泰友谊园 。 23、中国

乃至东南亚面积最大、品种最多的药用植物园是 广西药用植

物园 ，被誉为 立体本草纲目 。 24、 扬美古镇 是南宁市保存

最完整的明清民居建筑群，始建于 宋朝 ，面积 1．2 平方公

里。 25、大新德天瀑布位于 大新县归春河上游 ，中国一方的

瀑布叫 德天 ，越南一方的瀑布叫 板约 ，这两条瀑布组成了 

亚州第一大跨国 ，世界 第二大跨国瀑布 。 26、友谊关始建

于 汉朝 ，初名 雍鸡关 ，到了明代又改为 镇南关 ，1965年国

务院又批准改名为 友谊关 。 27、左江斜塔又名 渊归龙塔 ， 

。该塔是明朝知府李友梅建造，是世界八大斜塔之一。 28、 

蓬莱阁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各称为中国四大名楼。被

人们誉为＂中国四大名楼＂ 。 29、 陆川谢鲁山庄有“岭南第

一庄”之称。 30、 "林秀、石奇、泉甘、茶香、佛圣"是桂平

西山的五绝。 31、 广西最大的暗河，坡心河是世界著名长寿

之乡巴马 的源头。 二、 单项选择题： 1、享有“漓江名珠”

之美誉的是 。（ ） ①芦笛岩 ②丰鱼岩 ③冠岩 ④ 银子岩 2、

冠岩水洞口 有“光岩”二字，这是 的手书。（ ） ①郭沫岩 

②李宗仁 ③贺敬之 ④陆定一 3、圣堂山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 ） ①儒良 ②鳄晰 ③云豹 ④蜂猴 4、大明山有国家一级

保护的珍稀濒危险的树种 。（ ） ①格木 ②香花木 ③桫椤 ④



白豆杉 5、被人们称为“广西庐山”的是 。（ ） ①元宝山 ②

圣堂山 ③老子山 ④大明山 6、壮族先民崇拜的图腾是 。（ ）

①蜘蛛 ②牛头 ③青蛙 ④百寒鸡 7、中英洞穴专家命名的“天

下第一洞”指的是 。（ ） ①勾漏洞②百魔洞 ③都峤山洞 8、

堪称“南国第一奇洞”是 。（ ） ①白龙洞 ②白玉洞 ③纳录

洞 三、 多项选择题 1、 哪些是属于陇瑞热带动物植物保护区

的特有珍贵树种和优良速生树种？（ ） （1）金花杀 （2）铁

杉 （3）金丝李 （4）枧木 2、历史上在昆仑关瘟发生过9海外

侨胞；不大的 设，最著名的是哪2次战役？（ ） （1） 夜绝

昆仑之战 （2）镇南关起义 （3）桂南会战 3、系龙州锁住的

是哪三条江？ （ ） （1）浔江 （2）黔江 （3）桂江 （4）柳

江 （5）贺江 四、简答题 2、 简述漓江景区。 3、 简述芦笛岩

。 4、 简述七星公园。 5、 简述龙脊田。 6、 简述柳侯公园。

7、 简述青秀山风景区。 8、 简述大新德天瀑布。 9、 简述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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