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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1004 卷听力材料 

 

（音乐，30秒，渐弱） 

 

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六级）考试。 

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六级）考试。 

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六级）考试。 

 

HSK（六级）听力考试分三部分，共 50 题。 

请大家注意，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第一部分 

 

第 1 到 15 题，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现在开始第 1 题： 

 

1．躺在手术台上的患者，看着手术前的各种准备，心里觉得非常不安，就

说：“大夫，对不起，这是我初次动手术，所以非常紧张。”大夫拍拍他

的肩膀，安慰道：“我也是一样。”  

 

2．“亡羊补牢”这个成语说的是因为羊圈破了而丢了羊，如果赶快修补羊圈，

还不算晚。比喻出了问题以后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就可以避免遭受更大

的损失。 

 

3．做一项工作的前提条件是能够胜任。能干是合格员工最基本的标准，肯

干则是一种态度。有些职位，很多人都能胜任，但能否把工作做得更好，

就要看是否具有踏实肯干、刻苦钻研的工作态度了。 

 

4．这世上没有外婆不喜欢的人。她这一生跟酗酒的男人、忧郁的女人以及

寂寞孤独的人们都做过朋友。外婆喜欢人们本真的样子。如果她知道一

个人酗酒，她不会劝他戒酒，而会告诉他饮酒的人也可以很绅士。  

 

5．一个小男孩在门口玩儿，一个中年男子问他：“你爸爸在家吗？”小孩答

道：“在家。”那人便去按门铃，按了很久也没人开门。于是男子生气地

问小孩：“他为什么不开门？”孩子说：“我怎么知道呢，这又不是我家。” 

 

6．人的知识是有限的，没有人在任何领域都精通。一个杰出的天文学家，

不一定能欣赏工匠的手艺。一个出色的钢琴家，也可能不会对化学有兴

趣。一个人如果自称什么都懂，这个人多半什么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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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柴米油盐酱醋茶，虽说茶排在最后一位，但很多人离不了它。饮茶能补

充人体必需的一些微量元素，对某些疾病也有防治作用。长期喝茶的人，

腰围与臀围可以各少两厘米，而且身体脂肪含量比例也会少百分之二十。 

 

8．人际关系与星际关系一样，太近了就容易摩擦出矛盾。“保持距离”的确

是人际和谐的关键。就像高速公路上，车与车之间，即使是同一个方向，

也要“保持车距”，否则容易出事故。  

 

9．世界上最早的地图是一九七三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三幅汉代帛绘

地图，图上绘制着今天湖南、广东、广西三省的交界地区。令人惊奇的

是，图中绘有大小河流、山脉、城镇三十余处，与今天的地图基本相同。

  

10．不同天气条件对军事活动的影响往往不同，即使是同一种天气条件，也

常常因指挥员和部队利用是否得当而产生不同的结果。比如说大雾，一

方面给飞机的起降等带来困难，另一方面又可以掩护部队的作战行动。   

 

11．团队精神的基础是尊重个人的兴趣和成就，其核心是协同合作，最高境

界是使团队具有凝聚力。团队精神的形成并不要求团队成员牺牲自我，

相反，挥洒个性、表现特长才能保证成员拥有共同完成目标的动力。  

 

12．大部分鲸鱼生活在海洋中，仅有少数栖息在淡水里。一般将它们分为两

类，一类口中有须无齿，称须鲸；另一类口中有齿无须，叫齿鲸。鲸的

眼睛都很小，视力较差。  

 

13．“我最大的错误，是没有花光所有的钱。”林海音把工作赚来的钱换成了

二十多套房子。六十五岁时，她决定去云游四海。每当钱花光了，她就

卖掉一套房子，八十二岁去世时，还留有数套房子，于是留下上述遗言。 

 

14．孩子需要“游戏的童年”，因为自由地玩耍有助于培养他们的社交能力、

创造力，还能帮助他们在以后的人生岁月中应对挫折、克服困难。现在，

玩耍正从许多孩子的童年中缺席，这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15．都说女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不知道从什么时

候起大家都喜欢夸奖女性“可爱”了。但是，有些女性认为，夸她“可

爱”就意味着你认为她不够漂亮，所以，赞美女性的时候可要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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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 16 到 30 题，请选出正确答案。现在开始第 16 到 20 题： 

 

第 16 到 20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女：他曾经是美国知名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他曾经是苹果公司副总裁，他

曾经创建了微软中国研究院，他曾经任谷歌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地区总

裁。他总是在一个个巅峰毅然做出新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又是一次次成

功地自我超越。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李开复先生，让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他的世界。  

男：大家好。 

女：我们知道，您最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您能和大家说一说吗？  

男：我已经离开了谷歌，现在正在筹划一个自己的公司——创新工场，我们

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的创业平台。说简单些，就是先挑选出人才，然后

和他们一起选好项目，帮助他们把项目做出来，接着投资他们，并找外

面的投资，再进一步地注资给他们。 

女：这项工作对您来说它的魅力在什么地方？ 

男：它的乐趣在于它串联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个旋律，中国，青年，还有

创新，创业，这是一个崭新的工作，从头做起是我最喜欢的工作。 

女：您这份工作是为了圆您自己的梦想，还是说是为了圆其他人的梦想？ 

男：我想除了是我自己的梦想以外，我觉得也是这些青年的梦想，因为今天

中国的青年非常渴望创业，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把这个事情做好，

而我可以提供这样的经验，增加他们成功的概率。 

女：您常常告诉大学生们一句话：世界因我而不同。但是中国人也有这么一

句俗话，地球缺了谁都照样儿转。但是这和您所说的，似乎是完全不同

的两种形容，您怎么看您这样一种信念？ 

男：我觉得确实世界会转，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不是

让世界继续地转，而是让世界更美好，是让世界上有更多更美好的产品，

让人的生活过得更快乐，让人能够节省能源，让人能够有更多的和平、

更少的战争，这些让世界更美好，那么这美好的世界和不美好的世界都

在转，但转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行动，是一个我们不可改变的行动。

所以我更希望把我们有限的时间，不是去观察一个行动，而是去创造一

个差别。 

 

16．男的最近做了什么决定？  

17．男的目前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18．男的认为现在做的工作有什么特点？  

19．男的认为自己可以为青年提供什么？ 

20．男的常告诉大学生哪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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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到 25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女：二零零九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一位来自台湾名叫刘谦的年轻

魔术师让人们在镜头前近距离地见证了奇迹的发生，他不仅成为这次春

晚上最受关注的表演者之一，更在二零零九年掀起了一股魔术热，越来

越多的人喜欢上了这种近距离魔术。今天我们有幸跟刘谦面对面交流，

刘先生您好。在您眼里，魔术是什么样的呢？ 

男：我个人觉得，其实现代的魔术它应该更生活化，就是魔术师穿的衣服是

跟正常人一样，讲的话跟正常人一样，用东西也跟正常人一样，在这种

情况之下，还有魔术在眼前发生，那样才叫真正的魔术，这才是真正的

震撼的魔术。 

女：您从小就喜欢表演魔术吗？为什么喜欢呢？ 

男：我记得第一次表演魔术时我七岁，看到观众惊喜的反应让我感到无比的

快乐，也正是这样建立起了自己对于变魔术的自信。一九八八年，也就

是我十二岁的时候，见到了自己的偶像著名魔术大师大卫•科波菲尔，

并从他的手中接过了全台湾少儿魔术大赛的冠军奖项。可以说如果那时

候我没有获奖的话，说不定现在我早就远离魔术很久了，因为从小我其

实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十二岁那一次获奖，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原

来有一件事情是我做起来还不错的，比别人好的。  

女：得到别人的承认？ 

男：对，而且是努力就会有收获这件事情，是我在十二岁那一年第一次切身

感受到的，努力跟收获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有非常大、非常大的影

响。 

女：这么说，您从小的理想就是当魔术师吗？ 

男：不是，虽然我喜欢魔术，但一开始我并没有打算把魔术当成自己的职业，

我的理想是成为工作稳定、收入丰厚的白领。  

女：那后来您是怎样走上魔术表演这条路的呢？  

男：大学毕业后屡屡碰壁的求职经历让我终于又回到了自己擅长的魔术轨

道。因为我认为一旦决定我要做这个行业，我一定要做到顶尖。而且我

相信，如果你要做到顶尖，你就必须要跟别人不一样，不光是你做的事

情要不一样，你的想法、你的观念、你的基础、你的态度都要完全不一

样，你才可以做到顶尖，否则你就会变成跟一般人一样。 

 

21．男的认为魔术应该怎么样？  

22．男的为什么选择做魔术师？ 

23．男的最初的理想是什么？  

24．男的认为怎样才能做到最好？  

25．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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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到 30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女：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请到著名作家莫言老师，网友们熟悉莫言老

师的小说已经很久了，大家很想知道您创作的小说灵感来源是什么？ 

男：故乡可以算是一个最大的来源，因为我很多的人物、很多的故事都是从

故乡生发出来的。还有很多故事是我在北京、天津经历到的，甚至我从

国外电影上看到的，从外国作家书里读到的，从电视新闻里看到的，这

样我才能持续不断地创作。 

女：中国传统文化流传下来两个非常不同的东西，一种是文人文化，另外一

种是民间文化，您的作品好象更多体现民间文化，您有什么看法？ 

男：每一个作家接受的文人文化都差不多，如果仅有文人文化，那么所有作

家的作品应该是差不多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作家形成各自不同的风

格，因为我们接受来自民间的文化不一样，这块东西对一个作家的风格

是至关重要的。 

女：您对网络对文学的影响有什么看法？ 

男：网络文学毫无疑问给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作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通

过网络写作，很多年轻的写手冒了出来，然后重新回归到传统的出版

方式出书，这是好事。网络文学有自己的鲜明风格，那种想象力，那

种语言的跳跃感和朝气蓬勃的力量，这都是用纸笔写作很难达到的，

这样的写作势必会影响我们的文学。 

女：您最近有没有看过网络的作品？ 

男：看过。我曾经看过郭敬明写的《幻城》，我觉得写得蛮好的。他写的和

我写的是根本不一样，他写的东西，我写不了，我写的可能他也写不

了。 

     

26．男的的创作灵感主要是从哪里来的？  

27．男的认为民间文化对写作有什么影响？  

28．“很多年轻的写手冒了出来”主要是什么意思？  

29．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  

30．男的怎么看待郭敬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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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第 31 到 50 题，请选出正确答案。现在开始第 31 到 33 题： 

 

第 31 到 33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古代有一位国王，愿意用一千两黄金买一匹千里马。可是三年过去了，

连千里马的影子也没看到。这位国君手下有一位大臣，自告奋勇请求去买千

里马，国君同意了。这位大臣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终于打听到某处人家有一

匹千里马。可是，等他赶到这户人家时，马已经病死了。于是，他就用五百

两黄金买了马的骨头，回去献给国君。国君知道用那么多黄金只买回来一堆

马骨后，心里很不高兴。买马骨的大臣却说，花很多钱买马骨看起来很不值，

但是，这样天下人就都知道大王您是真心实意地想出高价钱买马，并不是欺

骗别人，过不了多久肯定就有很多人来献千里马。果然，不久就有人送来了

三匹千里马。 

 

31．那位大臣为什么没有买到千里马？  

32．国王看到马骨时是什么反应？  

33．这个故事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  

 

第 34 到 37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一说起吃零食，很多人都认为是不好的习惯，对健康不利。其实，有些

时候，人是需要零食的，只要在合适的时间吃零食，就可以让你更健康。 

如果三餐固定，上午十点和下午三点左右是吃零食的最佳时间。此时正

值两餐之间，人体血糖值较低，适当补充些能量可以消除疲劳，调节心情，

缓解压力。这时，吃两粒坚果，喝一杯酸奶，再吃点水果，对身体很有益处。 

广东等地流行的下午茶就是这样，一杯红茶或咖啡，加上几块饼干或蛋

糕，不仅驱逐了饥饿感，还使人心情变得愉悦，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这时选

择的零食，热量不能太高，以免影响接下来的工作和下一餐的进食。 

如果三餐不固定，作为替补品的零食当然是越早吃越好，以便及时为身

体补充能量。 

 

34．如果三餐固定，什么时间吃零食最合适？  

35．广东等地流行什么？  

36．吃零食应该注意什么？  

37．根据这段话，下列哪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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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 到 39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什么样的目标才是正确的目标呢？简单来说就是适合自己的目标。 

张五常小时候非常喜欢打乒乓球，自以为有这方面的天分。有一次，他

碰到了一个小孩子，对方虽是初学，而且个子矮得只能踮着脚尖拍球，但是

拍得啪啪直响。张五常便走上前去，教他打乒乓球。谁知这个小孩子一教就

会，不教的也会，不到两个月，张五常就发现自己已经不是他的对手，而且

往往输得莫名其妙。由此，他意识到自己在打乒乓球方面并没有什么天分，

转而投身其他领域，最终在经济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那个小

孩子，就是后来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 

 

38．关于张五常，可以知道什么？ 

39．这段话主要想说明什么？  

 

第 40 到 42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许多职场人士，在跨入职场之初或到一个新的职业环境，不但干劲十足、

激情高涨，而且对自己的职业前途也寄予厚望。但一年两年之后，很快就会

感觉到自己简直与机器人一样，每天上了班就希望能早点下班，一点也没有

了原先的激情。甚至每一次工作中出现不顺心，就会“鼓励”自己换个工作

环境。然而每一次的跳槽结果，常常会使自己的情绪越来越低落。 

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什么办法避免这种情况吗？我认为只有工作娱乐

两不误，我们才能保持对工作的激情。另外，我们还可以寻找工作外的成功，

把自己的爱好当做本职工作一样认真对待，并同样引以为豪。今天，许多人

只把来自办公室的成绩看成真正的成功，结果这些人只有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时才会有成就感，而一旦工作遇到麻烦，就感到羞辱不堪。如果你把尊严同

时建立在工作之外的爱好上，即使工作中遇到挫折，也能保持一种积极的态

度。 

  

40．说“自己简直与机器人一样”主要是什么意思？ 

41．说话人有什么建议？ 

42．关于工作之外的爱好，说话人是什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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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 到 46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脚部动作通常会暴露一个人的真实心理。谈话时，人们会把注意力集中

在对方的脸部，很少对自己的脚施加有意识的控制。脚部动作便为我们提供

了了解他人的线索。 

首先，交谈时，如果发现对方的脚不再对着你，而是向另外一个方向转

动时，你就要意识到可能出现什么问题了。如果有人在与你谈话时，脚尖却

不自觉地向某个方向转动，你就要明白，此人是想要离开了。如果你发现，

对方的脚在不停地转向摆动，则说明对方可能不情愿离开，但不得不走。 

其次，当人的情绪高涨时，身体会不自觉地做出背离重力方向的动作。

典型例子就是人极度高兴时，往往都会跳起来。所以无论是脚尖着地、脚跟

抬起，还是脚跟着地、脚尖抬起，都是个人积极情绪的表现。 

另外，无论是坐姿还是站姿，叉开双腿，都能使人的身体姿态看起来更

加稳重。其实这也是一种强烈的信号，显示出当事人的态度会较为强硬。如

果你发现一个人的腿从并在一起到叉开，你基本上可以肯定这个人越来越不

高兴。 

 

43．为什么说脚容易暴露人的真实心理？  

44．关于脚部动作，下列哪项正确？  

45．谈话人叉开双腿意味着什么？  

46．这段话主要谈什么？ 

 

第 47 到 50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钱是有性格的。钱有自己的主见和喜好，我们想获得钱，就不能强求，

那样很累。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培养自己吸引钱的气质，让钱自投罗网。这

就是“你不用去找钱，钱自己会来找你”的含义了吧。  

问题是，“吸引钱的气质”又是什么样的呢？  

我想，一是要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钱的流动并非杂乱无序，而是奉行

着价值交换的原则。一个人只有拥有了可与外界进行交换的价值，才能吸引

钱流向自己，所以我们要注重培养自己的一技之长。二是要有诚信。因为钱

是胆小的，所以钱乐于和讲信用的人打交道。缺少信用意味着可能让钱有去

无回。从长期来看，一个不守信用的人是难以成为富人的，一个存在诚信危

机的国家也不可能成为富国。第三是要乐于与人分享。俗话说“财散人聚，

财聚人散”，如果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最终钱也必将散去。 

 

47．为什么说钱是有性格的？ 

48．怎样才能具备核心竞争力？  

49．“财散人聚，财聚人散”这句话想告诉我们什么？  

50．这段话主要谈的是什么？ 

 

 

听力考试现在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