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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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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给父母打电话，通常都是拨两次。她说有一次她打电话回家，由于

母亲着急接电话，脚撞到桌子，肿了很多天。从那以后朋友跟父母约定，

电话响了不许跑，她先拨一次通知他们，第二次才能接。  

 

2．中国有句古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第一个“鱼”是名词，指水

里的鱼，第二个“渔”是动词，指捕鱼的方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

果想永远有鱼吃，就不能只要一条鱼，而是要学会钓鱼的方法。 

 

3．游泳是一项绝佳的健身运动，游泳时你会用到身体的每一块儿肌肉，以

便保持身体平衡。无论是年轻力壮还是年老体衰，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游

泳来达到健身目的。无论是否借助游泳圈，游泳对身体都大有裨益。 

 

4．退一步并不是怯懦无能，有时恰恰是继续前进的一种策略，退是为了更

快、更有力地前进。正如跳高、跳远，我们退后的距离，也正是我们冲

刺的跑道；适当的后退能让我们跳得更远，跃得更高。  

 

5．宝宝不愿意尝试新食物，有时是缘于自我保护。对待新食物，人们都会

有一种陌生感。只有当这个食物反复出现在餐桌上，才能增加宝宝的安

全感和信任感，他才会去尝试。 

 

6．某杂志进行的调查显示，虽然谦逊是一种美德，但在当今社会对男性不

一定适用。研究人员发现，女性不喜欢谦逊、羞于在人前展示才气的男

性，更喜欢自信甚至有点儿自傲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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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被人赏识是人性中普遍的需求，无论年龄大小、地位高低，每个人都渴

望得到他人的肯定，都不会拒绝他人的夸奖和赞扬。这一点在中小学生

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8．什么样的选择决定什么样的生活。今天的生活是由我们三年前的选择决

定的，而今天的选择将决定我们三年后的生活。我们要接触最新的信息，

了解最新的趋势，从而更好地做出选择，创造美好的未来。 

 

9．一天，一对夫妻吵架了，谁也不理谁。晚上睡觉时，丈夫写了一张纸条

给妻子：明天早上七点叫我起床。第二天早上，丈夫醒来，一看闹钟已

经八点了，只见旁边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七点到了，快起床。 

 

10．不要轻易将谎言与小孩子的品质画等号，因为小孩子的谎言有时只不过

是幻想或者小小的如意算盘。撒谎是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

家长不要一味地责备和惩罚，而是要注意引导孩子。 

 

11．任何职业都要求劳动者掌握一定的技能，具备一定的能力，而一个人一

生中不可能掌握所有技能，所以选择职业时，应该选择自己擅长的、有

兴趣的，这样才有利于发挥自己的优势。  

 

12．“画蛇添足”这个成语的意思是画蛇时给蛇添上脚，比喻做了多余的事，

反而有害无益，徒劳无功。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追求完美，实际上，

有些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做了许多无用功，所以凡事应该适可而止。  

 

13．我们通常认为，别人的言谈比他们的外表对我们的影响更大，其实不尽

然，我们会不自觉地以貌取人。实验证明，在寻求路人的帮助时，那些

穿着整齐、仪表堂堂的人要比那些不修边幅的人更有可能成功。 

 

14．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出名，但每一个人都可以伟大。因为伟大体现在为他

人的服务上。为他人提供服务，你不一定要有大学学历，不一定要懂得

很多知识，你只需要一颗善良的心和一个充满爱的灵魂。 

 

15．科幻小说是最受人们欢迎的通俗读物之一，它的特殊性在于它与科学技

术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但又是一种文艺创作，科幻小说的情节不可

能发生在人们已知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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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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现在最受关注的华人导演李安导演。您好，

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平时的工作方法吗？ 

男：我有我非常个人化的工作方式，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酝酿期、交流

期和控制期。在酝酿期，我会找大量我感兴趣的资料，让心中初步的想

法慢慢成型。接下来的交流期，我会挑选工作伙伴、挑选演员，然后不

断地与他们交流，让他们明白自己需要做什么。接下来，就是控制期了，

这也是真正开始拍摄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的控制欲会非常强烈，不

会因为什么状况就妥协，所以在第三阶段，我有一股狠劲儿。 

女：我们知道李安导演的剧本都是自己写的，这对于您的电影而言非常必要

吗？ 

男：我在做电影导演之前，写了六年剧本，这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经历。

无论是否做导演，我认为只要想从事电影这一行，都应该懂得剧本。现

在，中文电影普遍缺乏很强的编剧。编剧是什么，就是在纸上讲故事，

构思一个能吸引观众注意力的故事。 

女：您拍摄的影片的题材是多变的，跳跃性也很大，这是为什么呢？ 

男：拍影片就是一个冲动。电影让我活在梦想里，我有想表达的东西，所以

就拍了相应的电影。好像一个走进去和走出来的过程。拍完电影后，当

我宣传 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会反复地讲述拍摄的动机，当这一切都完成

后，我就再也不想碰这个题材的电影，也可以说是走出来了，那么下一

次，我需要新鲜感，所以又会有了个不一样的东西。 

女：作为一个成功的导演，您能给现在的学生和正在做着电影梦的人一些建

议吗？ 

男：拍电影是简单的事情，想讲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想说技术是小事，道

理才更重要。在人生中你感应到了什么？观众买票进来看电影，你想让

他们感受到什么？一定要充实自己的文化，必须建立电影文化。 

 

16．男的在第三个工作阶段表现得怎么样？  

17．在做导演之前，男的做过什么？  

18．男的拍摄的电影有什么特点？  

19．男的有什么建议？ 

20．关于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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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7 月 15 日，姚之队与上海大鲨鱼俱乐部达成一致，双方正式签

订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猜测之后，姚明收购老东

家的消息变成事实。他也完成了从运动员到老板的身份转变。让我们欢

迎姚明。 

男：你好！ 

女：我发现对比我们前两次的采访，今天您的穿着就显得更加商业化了。是

不是意味着自己从里到外，从行头到自己的表述等等的，都开始跟过去

有所不同了？这半年您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男：我进入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现在学着当老板，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但是我感觉这也是一种挑战，可能因为我运动员当惯了嘛，我喜欢挑战。

这方面我想有一个奔头总是好的。 

女：有没有这种，一天到某一个时候会觉得，各种烦心的事比较多，会怀念

自己做运动员的那种单纯。 

男：有，有。隔三差五的会想一次。确实像你说的，运动员想得比较单纯，

每天只要保证多少小时的训练，总的来说就是你只要考虑你自己的身体

状态就可以了。但是你作为一个经营者，你要考虑的是整个团队，整个

企业，整个球队。这些东西对我确实有些难度，我得慢慢地去做。 

女：您觉得在管理方面，包括这个团队的这样的磨合方面，自己有一些什么

样的心得？ 

男：当然这个从接手上海队到目前为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碰到了一些磕

磕绊绊。我认为这里边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一个俱乐部，一个篮

球俱乐部，它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最重要的资源是人，人才。不管是

球员也好，包括管理层的人才也好，我应该更懂得怎么样去甄别出每个

人的能力，把他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当然在做好这一步之后，有一点我

要说的是，我要学会怎样去放手让他去做。并不是事无巨细，都要自己

去一件一件地过问。如果太亲力亲为了，会挫伤了自己员工的积极性，

在这里边，我认为是这样的。 

女：您什么时候会情不自禁地还想自己去解决？ 

男：其实我每次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要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

势。有些员工某些方面能力完全比我强。我们去雇佣一个员工，是想利

用他的优势，而不是想浪费他，浪费这个资源。 

     

21．男的觉得运动员的生活怎么样？  

22．男的正在学习做哪种角色？  

23．在男的看来，篮球俱乐部最重要的是什么？  

24．男的认为怎样才能保持员工的积极性？  

25．关于男的，下列哪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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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到 30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男：您好，您觉得财富的好处有哪些？ 

女：我觉得财富带来最大的好处是让你有不做自己不喜欢事情的权利，从这

一点来说，财富是非常值得拥有的。但如果想用财富去换得人性当中的

爱、尊贵，你是买不到的，那些还需要你付出你的心，你的爱，去获取。 

男：女人是否该建立自己的财富目标？ 

女：我认为女人应该有基本的财富保障。经济独立很重要，就算选择做家庭

主妇，也要给自己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人的尊严。

曾有个资料表明，女性创业大多数都和爱好有关而不是纯粹的金钱目

标，这是和男性大不相同的。至于你未来会有多少财富，这是可遇不可

求的。 

男：您认为未来中国，哪些行业更适合女性？ 

女：服务性的行业特别适合女性，它对人际交往、协调、沟通能力要求比较

高，像传媒领域，现在主要的从业者都是女性，还有艺术、保险、银行、

咨询、律师、生活类设计师，以及基于网络的很多小的产业，它不一定

要求有大的投资，但需要有创意，有坚韧、细致入微的工作精神，这是

女性更擅长的。 

男：如果把财富圈比做一个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里，女性是否真的实现了

和男人平起平坐？ 

女：在中国，女性就业普遍比西方国家发达，但高层管理层的女性比例仍然

是非常少的。女人们倒不一定会感觉有明显的歧视，但你需要证明自己。

比如说，一个男人获得某种事业的成功后，其他男人就觉得：可以跟他

做生意了；但一个女人往往需要几件事来证明自己：你的诚信，你的能

力，你的各个方面的才华。相对来说女性付出的要比男性更多。 

 

26．女的认为财富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27．女性创业主要考虑的是什么？ 

28．关于财富目标，女的是什么观点？  

29．女的认为女性有什么特点？  

30．关于中国女性就业，下列哪项正确？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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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有三等。 

上等的丈夫，回家帮助太太料理家务。丈夫会想到太太忙于工作，还忙

于家务，必定辛苦，下班回到家，他会体恤太太的辛劳，协助太太操持家务。

这样的丈夫必定是上等的好丈夫。中等的丈夫，回到家里喝茶看报，同时不

忘赞美太太。不会帮忙做家务的丈夫，回到家里，虽然喝茶看报纸，但至少

嘴巴还会赞美太太，感谢太太的付出。这样，太太再怎么辛苦，也会觉得生

活甜如蜜，付出再多也觉得幸福。下等的丈夫，回到家就是一副自己最辛苦、

自以为对家庭付出最多的姿态。要么嫌太太菜做得不好，要么嫌太太不会打

扮，这里看不顺眼，那里看不顺眼，东嫌西嫌，气势凌人，这是最下等的丈

夫。 

很多失败的婚姻都是因为丈夫不能体谅太太的辛劳，不能体会太太的付

出。如果夫妇两个能互相欣赏，互相体谅，遇到困难险阻时，能互相帮助，

婚姻才能美满。 

 

31．关于上等丈夫，下列哪项正确？  

32．关于中等丈夫的太太，下列哪项正确？  

33．根据这段话，很多婚姻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第 34 到 36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心理学研究有一个实验，给 4 岁的儿童每人一颗很好吃的软糖，同时告

诉孩子们：如果马上吃，只能吃一颗；但如果等 20 分钟后再吃，就给吃两

颗。有的孩子急不可待，马上把糖吃掉了，而另一些孩子则耐住性子、闭上

眼睛或头枕双臂做睡觉状，也有的孩子用自言自语或唱歌来转移注意力、消

磨时光以克制自己的欲望，最后获得了两颗糖。 

研究人员进行了跟踪研究，发现那些获得两颗软糖的孩子，到上中学时

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自信心和独立自主精神；而那些经不住软糖吸引的孩

子则往往屈服于压力而逃避挑战。后来几十年的跟踪观察，也证明那些有耐

心等待吃两颗糖果的孩子，事业上更容易获得成功。 

 

34．得到一颗糖的孩子有什么特点？ 

35．这项研究持续了多长时间？ 

36．这项研究关注孩子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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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到 39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学习和生活的过程中，人们往往都会觉得结果更重要，虽然也有很多人

会在意他们在过程中的表现，但只要最后的结果能够达到他们预想的目标，

过程就不重要了，因为他们更重视结果。 

事实上，这些结果固然重要，但却都是在服务于一个大过程，这个过程

就是我们人生的总过程。每个人从生下来开始就必然在走向灭亡，每个人都

知道自己的结果是什么，而他们仍在不断地努力着，因为他们明白，当知道

了结果是什么的时候，过程就显得更重要了。他们会在过程中努力去体验生

活中的酸甜苦辣、爱恨情仇，努力去丰富自己的经历，使得以后在面对结果

的时候有更多值得回忆的往事。这样看来，过程和结果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37．说话人认为人们应该更重视什么？  

38．这段话中的“大过程”指的是什么？ 

39．这段话主要谈什么？ 

 

第 40 到 43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有一个关于楚王打猎的故事。在狩猎的现场，一只兔子从草丛中蹿出，

楚王弯弓搭箭，正要射猎时，忽然从他的左边跑出一只山羊，于是他把箭头

对准了山羊。正在此时，右边又跳出一只梅花鹿。楚王又重新掉转箭头对准

了梅花鹿。这时候，忽然从树梢飞出了一只珍贵的苍鹰。楚王最终选择了苍

鹰，待要瞄准时，苍鹰已迅速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远遁而去。待到楚王回过

头来找其他的猎物时，前面的目标早已无迹可寻。楚王拿着箭比画了半天，

结果一无所获。 

人生有三只兔子不可追。少年时代，教室之外的嬉戏玩耍是一只诱人的

兔子，你若去追赶它，它就带给你荒废的一生；青年时代，校园之外的名利

富贵是一只诱人的兔子，你若去追赶它，它就带给你虚荣的一生；中年时代，

社会上的灯红酒绿是一只诱人的兔子，你若去追赶它，它就带给你堕落的一

生。  

当你要赶路时，不要被草丛中蹿来蹿去的兔子弄得眼花缭乱，从而偏离

了前进的方向，记着自己是在赶路，唯一要做的是：看脚下，看前方。 

  

40．楚王打猎的结果怎么样？ 

41．根据这段话，少年时代要注意什么？ 

42．这段话中的兔子指的是什么？ 

43．这段话主要告诉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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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到 47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天气炎热，人们在夏季旅游时必须掌握一些喝水的技巧，以免出现“水

中毒”。 

首先，在旅途中应该喝一些淡盐水，可以补充由于人体大量排汗而带走

的无机盐。最方便的办法是，在五百毫升饮用水里加上一克盐，并适时饮用，

这样可以补充肌体需要。另外，喝水要次多量少。不少人在生活中习惯以口

渴与否来决定是否需要喝水，其实这是不科学的。因为口渴是人体水分已经

失去平衡的一个重要信号。在旅途中，口渴了不能一次猛喝，应分多次喝，

且饮用量少，以利于人体吸收。合理的方式是，每次以一百毫升至一百五十

毫升为宜，间隔时间为半个小时。最后，尽量避免喝温度过低的饮用水。夏

季旅游过程中，人体的体温通常较高，喝下大量冷饮容易引起消化系统疾病。

专家建议，旅行者最好不要喝五摄氏度以下的饮料，喝十摄氏度左右的淡盐

水比较科学。因为，这样既可达到降温解渴的目的，又不伤及肠胃，还能及

时补充人体需要的盐分。 

 

44．夏季旅行时应该喝什么水？  

45．根据这段话，在旅途中应该怎样喝水？  

46．专家建议喝多少度的水？  

47．这段话主要谈什么？ 

 

第 48 到 50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生气既不利于身心健康，也不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那么，我们就

应当学会控制自己，万一碰上生气的事，要自己给自己“消气”，使不良情

绪得到疏导，不至于气出病来。有人认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脾气不

好是无法改变的。这种观点不符合实际，也十分有害。一个人容易动怒，固

然与其本性有关，但在长期的自我反省与努力下是可以改变的。 

只要心胸开阔，宽宏大量，凡事与人为善，不斤斤计较，做到善于控制

和调整自己的情绪，从而有意识地加以克服和改进，假以时日，就一定会取

得成效。 

 

48．说话人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什么看法？  

49．“假以时日”的意思是什么？  

50．这段话主要告诉我们什么？ 

 

 

听力考试现在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