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H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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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给女朋友打电话，我预想了各种情况：一、她妈妈接电话。二、她

爸爸接电话。三、她接电话，但父母在身边，说话不方便，等等。我想

了一个下午，想好了各种应对策略，然后拿起电话，结果她不在家。  

 

2．同样是一枝玫瑰，悲观者看到的是刺，乐观者看到的是花，不同心态与

思维模式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与命运。多数成功者的心态是积极的，即使

只有一线希望，也要全力以赴去争取。 

 

3．做事情应该提前准备，这样在机会突然出现时，才不至于手忙脚乱。有

人抱怨没有机会，然而当机会来临时，却因为自己平时没有积累足够的

学识与能力，以致不能胜任，只能后悔莫及。 

 

4．如果整个教育的过程是零到一百的话，最重要的是零到一。而这个从零

到一的过程就是父母与孩子的沟通，沟通是教育真正的开始。带着足够

的信心和耐心去陪伴孩子，才能找到相互之间的沟通密码。  

 

5．《围城》发表以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有位美国记者要求采访作者

钱钟书。钱钟书再三婉拒，她仍然执意要见。钱钟书幽默地对她说：“如

果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一定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6．喜欢流行音乐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可能最终转向古典

音乐；但喜欢古典音乐的人，只要喜欢上了，很少再回到流行音乐的怀

抱中。音乐家说：喜欢流行音乐是一时的事，喜欢古典音乐是一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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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条街上散落着垃圾，几天后它就会被更多的垃圾覆盖；如果街道很干

净，一旦出现垃圾，就会有人主动把它扔进垃圾箱。这是一种心理惯性：

坏的东西，让它更坏一些也无妨；好的东西，人们会不由自主地维护它。 

 

8．吃杏仁巧克力有利于大脑健康？没错！但这不是巧克力的功劳，而是杏

仁中的维生素在起作用，它可以延缓大脑衰老。当然也不能忽视心理因

素，比如感到焦虑时，吃一块儿杏仁巧克力无疑是对自己小小的宠爱。 

 

9．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智商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而现代研究表明，

人才成功的决定因素不仅仅是智商，还有情商。那些在管理领域里的成

功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学校里被认为智商并不太高的人。 

  

10．听不少“垂钓迷”朋友说过，钓鱼的好处就是可以静静地坐在那里，只

是盯着水面，等鱼儿上钩。那种心情，说“望眼欲穿”也许有点儿夸张，

但是垂钓时精神专注，平常生活中的琐事、烦心事，全都抛在了脑后。 

 

11．我们每天都在按着不变的节奏生活，饮食起居、上班下班、休闲娱乐、

与人交往„„不知不觉中，也许五年、十年很快就过去了。而到那时，

我们常常又会做出和大多数人相同的反应：感叹年华易逝、岁月无情。  

 

12．父子二人经过五星级饭店门口，看到一辆十分豪华的汽车。儿子不屑地

对父亲说：“坐这种车的人，肚子里一定没有学问！”父亲则轻描淡写地

回答：“说这种话的人，口袋里一定没有钱。”  

 

13．豆汁是北京独具特色的民间小吃，已经流传了上千年。它是以绿豆为原

料制成的，颜色暗淡，味道酸甜。第一次品尝时，人们往往会觉得难以

下咽，但多尝几次，它淳厚的香味就会让你欲罢不能了。 

 

14．微笑是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跟贫富、地位、处境没有必然联系。腰缠

万贯可能会忧心忡忡，一贫如洗却可能心情舒畅。处境顺利，有人还会

愁眉不展；身处逆境，有人却笑对人生。 

 

15．研究发现，志愿者活动不但能够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而且也

能给志愿者本人带来身体上的健康和心理上的愉悦。有数据显示，那些

年龄大的志愿者比同龄的非志愿者寿命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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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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华创业园的主任，您认为大学生创业的优势和劣势都是什么？  

男：大学生创业的优势是没有包袱。对大学生来讲，本来就一无所有，即使

失败了得到的也是经验，我认为这就是大学生的创业优势。另外在经验

方面来看，没有经验反而敢于冒险，一些较难的项目有经验的人不敢做，

恰恰因为他是大学生，初生之犊不畏虎，就开始做了，并获得了成功。 

女：从海外回来的留学生也没有经验，他们和国内的大学毕业生的差别是什

么？  

男：留学生之间差别比较大。如果留学生只是纯粹搞技术，跟国内毕业生是

一样的。技术出身的人把技术看得比较重，技术为主的公司，不成功的

主要原因是欠缺商业化运作能力。国内大学生和留学生都有这样的情

况。在清华有这样一批留学生，他们有创业经历，掌握海外先进的技术，

了解如何将技术变成市场需要的产品，如何与资本结合达到上市等。这

样的留学生，市场观念比较强，市场运作能力比较强，吸引资金本事也

比较大。他们不仅带回来技术，还有新的观念和理念，这样的留学生创

业是比较容易成功的。 

女：对于我们大学毕业生来说，先不要头脑发热，先要确定自己适不适合创

业。 

男：对大学生最重要的是，不管怎样创业，要搞清楚一件事情，不管你是卖

产品还是服务，最主要还是看有没有市场需求，产品的潜在市场有多大。

在市场里，要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要考虑如何在市场里取得一杯羹。 

女：在创业者里面，有个人，也有团队，哪一种更多？ 

男：大多数都是团体创业，很多是懂技术的和懂市场的相结合。比如说我们

做电脑的，搞技术的人把电脑做得更快、更好，以更好卖，这是最简单

一个结构。有人开发适合市场的产品，有人卖出去，再把信息反馈回来，

这是最简单的组合。如果还有懂资金、懂销售、懂管理、懂人力资源的，

这样的团队会更加的完美，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16．大学生创业的优势是什么？  

17．关于从海外回来的留学生，下列哪项正确？  

18．技术为主的公司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19．大学生创业应该先搞清楚什么？ 

20．根据对话，可以知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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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到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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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男的的创作灵感主要是从哪里来的？  

22．男的认为民间文化对写作有什么影响？  

23．“很多年轻的写手冒了出来”主要是什么意思？  

24．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  

25．男的怎么看待郭敬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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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到 30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女：说到创意，可能很多人都觉得高深莫测。比如我们平常开会策划一个项

目时，往往在让大家拿出一个有创意的想法时就很容易冷场，因为总是

觉得自己缺乏创意。欧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男：嗯，在我看来，创意是有一定的门槛的，但不是特别高，因为随着社会

的发展，创意慢慢地会变成一种很职业化的产业，会有很多专门从事这

方面的人员来开发不同的创意。可能是现在大家周围专门从事创意研究

的人太少，所以就会觉得创意和自己是有距离的，其实不是这样，每个

人都能让自己的头脑充满创意。创意是一件很随意的事情，不要刻意地

去追求每件事都要有创意，不要把创意变成大脑的一种负担。 

女：您说创意研究会变成一种很职业化的东西，我很认同这个观点。但是现

在内地的大学还都没开设专门的创意产业研究课程，目前还是我们这些

学习新闻出版传播类专业出身的人员对创意的需求比较大。您能谈谈怎

么样才能培养起自己独特的创意吗？ 

男：我认为要多思考，多观察生活，和周围的人多交流，因为创意最后还是

要满足社会的需求，你应该多去接触社会，而不能埋在书里一个人想。

我觉得培养、发掘创意必须多用头脑，不断地思考总结，能从生活中的

小事中发现一些东西，并且把它们转化为创意，我觉得就很好。  

女：确实如此。那么您能不能举一个您自己身上的事例来论证这个观点呢？ 

男：是这样的，我最近几年都在专注于美食的研究，因此写了很多和饮食有

关的东西。我最近正在编写一本十八分钟做出一道菜的书，因为我发现

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是特别喜欢动手做东西吃，如果你写本书告诉他们要

三四个小时才能做出一道能吃的菜，他们听到肯定都吓跑了。于是我就

开始留心收集这方面有关的材料。比如说煮饺子，擀皮很麻烦，他们可

以去超市买现成的，不过吃饺子的酱汁他们就得自己做，可能也就几分

钟，但是确实能做出可口的食物。这就是创意。 

女：概括起来，您的意思就是说，观察生活，留心生活，通过一件小事发掘

出一个点，从而培养出一个可能的创意？ 

男：对，就是这个意思。多观察，多动脑子，创意自然会越来越多。  

 

26．关于创意，男的是什么看法？  

27．“很容易冷场”主要是什么意思？ 

28．男的认为怎样才能培养创意？  

29．近几年男的在做哪方面的研究？  

30．男的认为年轻人有什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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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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技术发展了，旅游业也进步了，进步之一就是名山胜地都架起了缆

车。一般的旅行都采取上山乘缆车，然后步行下山的方式，省力省钱又省时。

登山活动，不知不觉变成了下山活动。在这个活动中，三种人有三种不同的

感受。甲说：“上山坐缆车，啥也没看到。下山下了千级台阶，腿肚子都抽

筋了，找罪受！”乙说：“上得太快了，只好慢慢下，也算软着陆嘛！”丙

说：“一边下山，一边看风景，把这辈子的下坡路全走了，今后就一定顺了！”

同一件事，同样的行为，却有不同的感受。甲是悲观主义，乙是客观主义，

丙是乐观主义。看来，天底下快乐的人，不是上天赐予他快乐的事，而是给

了他一颗快乐的心。 

 

31．现在爬山，游客们一般采取什么方式？  

32．关于甲，可以知道什么？  

33．这段话主要告诉我们什么？  

 

第 34 到 36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你认识多少人，以及多少人认识你，决定着你能有多大的成就。成功，

百分之八十五来自于人脉关系，百分之十五来自于专业知识。 

古人说：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交友是一件有益的事，每个人都应该

尽量去认识新朋友。因为朋友能扩大我们生活的领域，使我们能更深刻地认

识这个世界。 

一个人交际范围广阔，获得财富的机会相应会增加。如果你希望早日成

功，就必须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网。实际上所谓的走运多半是因为有良好的人

际关系做基础。多结交能认同你的做法、想法和才华的朋友，他们一定会为

你带来好运。 

 

34．说话人认为怎样才能成功？  

35．所谓的走运主要指什么？  

36．这段话主要讲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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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到 39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就一般心理活动而言，人们并非总是喜欢被别人称赞的。首先，人们需

要的是实事求是的称赞，从中可以了解到哪些是自己的优点，哪些是自己的

缺点。其次，人们也并非受到别人的称赞越多就越喜欢对方。当听到某人千

篇一律的赞扬时，尽管知道对方是真诚的，但听得太多，也就不觉得荣耀了。

可见，老生常谈的赞扬无法使人感到荣耀。而这时如果经常批评你的人开始

赞扬你，你就会十分重视这种赞扬的价值。 

 

37．根据这段话，人们需要什么样的称赞？  

38．根据这段话，可以知道什么？ 

39．这段话主要谈什么？ 

 

第 40 到 43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当孩子小的时候，读书大多是随意的行为。随着年龄增大，孩子需要父

母提供一些指导，掌握一些技巧。培养孩子良好的读书习惯很重要。 

首先父母要学会让孩子改变一些观念，如现在你的阅读速度是太慢了，

但要改变并不难；如果你渴望读快一点，你真的就能够读快；阅读速度可以

成倍、成十倍提高，一目数行并不是天才的专利；阅读速度的提高与理解文

章内容没有根本上的矛盾。 

另外，及时纠正孩子的一些不良阅读习惯，十分重要。如眼睛距离书本

很近；默读的时候总是轻声地读出声来；歪着脑袋、躺着或是伏在桌子上阅

读；喜欢一口气读几个小时等。 

眼睛距离书本很近，一是损害视力，二是极大妨碍了读书速度。眼睛应

该距离书本远一些，大约一尺左右为宜。因为眼睛离页面远，视野就宽阔，

视网膜成像的文字就越多。这样一来，一次摄入的不再是一个字或一个词语，

而是一大块、整段甚至几段。只要养成习惯，一目几行是很容易的事情。 

朗读出声音是阅读速度慢的另外一个原因。当然，读出声对记忆是有好

处的，因为这是一种多重刺激。但是记忆和理解是有区别的，少了一种记忆

手段并不意味着理解能力会下降。 

  

40．说话人建议父母改变孩子的哪种阅读习惯？ 

41．眼睛离书本远一些会怎么样？ 

42．关于朗读出声，下列哪项正确？ 

43．这段话主要告诉我们什么？ 

 

 

 

 



- 8 - 

 

第 44 到 47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夏日里昼长夜短，身体容易困乏。忙碌于办公楼里的白领们午后难免疲

惫，应该利用好这段时间为自己身心减压。 

有时，我们感觉困倦，其实并非因为缺少睡眠，反而会越睡越困，越没

有精神。这时，你不妨反其道而行，利用中午时间安排一些阳光下的户外活

动。时间不太长、强度不太大的活动，既可以缓解压力，舒展筋骨，有效增

加气血运行，又可以使大脑得到休息。对于白领们来说，散步是最适宜的午

休活动。午饭后去写字楼附近的街心花园、绿化带等空气清新的场所散步。

你还可以倒走或侧走，让温暖的阳光照在你的背上，晒背的同时锻炼腰部肌

肉。在人少的空地上，做几节广播体操或瑜伽伸展动作，让自己微微出汗，

就可以恢复充沛的体力和好的心情。 

另外，杂乱无序的办公桌总是会让人心情不好。利用午休时间整理办公

桌，让工作环境尽量整洁有序。顺手做点儿体力活儿——给桌上的小花浇点

水，为绿植洗洗叶片；擦拭一下键盘和显示屏，给主机除除尘。如果时间允

许，还可以把上午的工作简单理一理，将下午的事情分分类。这些简单的工

作可以让你从放松的休息状态自然过渡到工作状态，让下午的办公室时光更

轻松。 

 

44．对于白领来说，什么是最适宜的午休活动？  

45．中午的户外活动应该注意什么？  

46．说话人有什么建议？  

47．这段话主要谈什么？ 

 

第 48 到 50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手表定律”是指一个人有一只手表时，可以知道现在是几点，而当他

同时拥有两只手表时却无法确定时间。两只手表并不能告诉一个人更准确的

时间，反而会让看表的人失去对准确时间的信心。你要做的就是选择其中较

信赖的一只，尽力校准它，并以此作为你的标准，听从它的指引。“手表定

律”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给我们一种非常直观的启示，就是对同一个人或同

一个组织的管理不能同时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或标准，不能同时设置两个或

者多个不同的目标。换句话说，“手表定律”所指的是每一个组织、每一个

企业必须有统一的企业文化作为统领，有统一的生产经营管理标准，有明确

的作业规范，这是一个企业成功的基石，否则，企业的行为将迷失方向，最

终陷于混乱。 

 

48．当一个人有两只手表时会怎么样？  

49．关于“手表定律”，下列哪项正确？  

50．“手表定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听力考试现在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