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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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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一月一日，也就是新年的第一天，称为“元旦”。“元旦”是合成

词，“元”是第一或开始的意思，而“旦”则是指一天或早晨，把这两个

字合起来，指的就是第一天。 

 

2．研究表明，人在大声朗读时，大脑会得到放松，心情会更愉快。据专家

测定，朗读二十分钟可以使全身多消耗百分之十的热量，并加快体内各

种循环。另外，高血压病人在朗读时血压还会降低。 

 

3．《杜拉拉升职记》这部影片被誉为白领女性的职场宝典，它讲述了作为都

市白领的女主角杜拉拉，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职

员成长为一名企业高管的故事。 

 

4．一位老太太对一个年轻人说：“请帮我在明信片上写上地址好吗？”年轻

人写完后，老太太又说：“请帮我再写一小段话。”年轻人写好后问：“还

有吗？”老太太看看明信片，说：“帮我再加一句：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5．在面对各种挑战时，失败的原因也许不是智力低下，也不是没有把整个

局势分析清楚，而是把困难看得太清楚。正是因为考虑得太详细，才会

被困难吓倒。那些没有把困难完全看清楚的人，反而更有勇气面对困难。 

 

6．我们一生都在选择。上学的时候选择不同的知识、不同的朋友、不同的

理想；几年后，我们选择不同的职业、不同的人生伴侣等。不同的选择

决定了我们不同的生活质量，甚至决定了我们一生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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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先生把车停在商店门口，对一个男孩儿说：“给你两块钱，帮我买两个

面包，我们一人一个。”男孩儿说：“好。”过了一会儿，男孩儿吃着面包

走过来。他把一块钱还给李先生，说：“对不起，商店里只剩一个面包了。” 

 

8．二人转是中国北方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表演、台词具有浓厚的乡村特

色。二人转由一男一女，身着鲜艳的服饰，手拿扇子、手绢，边走边唱

边舞，表现一段故事，唱腔高亢粗犷，唱词诙谐风趣。 

 

9．“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话似乎永远都不会过时。有些人在六十岁前

用健康去换取一切，在六十岁以后又得用一切去换取健康。世界上没有

什么东西比自己的健康更重要，没有好身体，一切都是空谈。 

 

10．承德避暑山庄是名副其实的避暑胜地。山庄内的温度一般要比庄外低三

到五度，所以每年夏天都会有大量的游客前往避暑山庄。山庄内的荷花

也极富盛名，七八月份荷花开满池塘，花期要一直持续到九月末。 

 

11．一名牙病患者在拔去一颗虫牙后对牙科医生说：“您真行，三秒钟就赚了

一百块，怪不得人们都说牙医会赚钱呢。”医生回答：“如果您愿意，我

也可以慢慢地给您拔，您付一样的钱就行。”  

 

12．人们都说婚姻像一座城，外边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却想出去。爱情过

后的婚姻究竟是什么样子，大概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明白。其实，只要互

相理解，积极解决问题，偶尔制造一点儿浪漫，生活就会变得很愉快。  

 

13．孔丘，春秋时期鲁国人，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

创始人。他编撰了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由于他极高的社会和

文化地位，人们尊称他为孔子。 

 

14．有人习惯把八小时看成是一个成年人的正常睡眠时间，睡不足八个小时，

总觉得有一种无形的负担。其实，五个或六个小时的睡眠对于大多数人

来说是充足的，足够使他们精神饱满地工作和生活。 

 

15．年龄差距较大的人成为朋友，被人们称为“忘年交”。“忘年交”可以使

年轻人分享年长者的人生经验和智慧，也可以使年长者从年轻人那里获

得新知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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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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为什么有些双胞胎长得几乎一模一样，有些却很不相同呢？ 

女：双胞胎的形成有两种类型：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同卵双胞胎性别

相同，性格和容貌相似。异卵双胞胎性格和容貌的相似度不如同卵双胞

胎。后一种孪生子可能为不同性别，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龙凤胎”。   

男：有些双胞胎反映，他们都有点儿心灵感应，甚至有人说，即便是双胞胎

不在同一个地方，如果其中一人感冒，另一人也会有相同症状。双胞胎

真的有心灵感应吗？   

女：双胞胎在一个子宫甚至是一个胎盘中成长，他们当然会有一些心灵感应，

这就好比一个办公室的人，时间长了，也会有感应。但如果说一个人感

冒，另一个人在不同地方也会有相同症状，这就有点儿夸张了。感冒是

种传染性疾病，如果两个人在相同的环境之下，身体素质基本一样，这

才有可能。   

男：和一般胎儿相比，双胞胎有什么特点？ 

女：没什么不同，但双胞胎多容易早产，造成营养不良。早产的并发现象可

能会是：婴儿体重过低，呼吸、消化出现困难，器官发育不全，有一定

的学习障碍，成长障碍等。 

男：怀了双胞胎的准妈妈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女：怀了双胞胎，症状会更加强烈，例如：头晕目眩、呕吐、胃痛、失眠、

容易劳累等。腹痛、呼吸困难、骨痛也是很常见的。孕妇需要进行更多

的身体检查和超声波检查。医生会经常检查胎儿的成长和健康状况。怀

上双胞胎后，一定要遵医嘱，定时到医院检查，临近分娩时得住院，这

样能有效避免早产。 

 

16．根据对话，下列哪项正确？  

17．女的是怎么看待双胞胎有心灵感应的？  

18．和一般胎儿相比，双胞胎有什么特点？  

19．女的最后是在给谁提建议？ 

20．“遵医嘱”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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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到 25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女：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了台湾著名的收藏家王度先生，聊一聊老人家的收

藏经历。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文物收藏感兴趣的？ 

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时候我在美国留学打工，有一天，在一家店里看

到六把小紫砂壶，非常漂亮。老板开价每把一百美元，我当时月薪只有

三百美元，于是省吃俭用全部都买下了。后来请人一鉴定，才知道其中

一把壶已经流传了四百多年，我的收藏就是这么开始的。后来，我去几

个博物馆参观，一看那么多中国文物都在外国人的博物馆里，我就说，

我将来有钱啊，一定要做收藏，都给它们买回来。现在我想开了，在他

们的博物馆，成千上万的人去参观，看到的也是中国的东西。 

女：听说您的收藏品台湾和大陆都有，捐出去的比卖的多。 

男：这没有什么不好，只是你要换个角度想。有舍才有得。捐给博物馆，它

们可以永久替我保存。凡有学校、博物馆能保护好这些文物，我都捐。 

女：您把所有的财产都用来收藏文物，甚至卖房子也要买文物，您觉得值得

吗？ 

男：我认为我做的，比我父亲留给我房子还要好。当时不知道，现在我认为

我做对了。钱再多，就多一个零嘛，一百亿和一千亿根本没有区别。但

我保护文物五十年如一日，现在树也长大了，花也开了，开始结果了，

是该收获的时候了。 

女：您去年获得了北京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这对您来说算是一种收获吗？ 

男：我一个小商人，能拿到北大的博士学位，不是因为我有钱，是因为我保

护中华文物五十年。 

女：五十年您收获了一个荣誉博士，您今后还打算收获些什么？ 

男：老天对我已经太厚爱了，我得到了我所有想要的东西。但我还有一个梦

想，我收藏了一对明朝的刀，已经收藏三十年了。别人出多少钱，我都

不会卖。我想等我死了以后一把送给大陆，一把送给台湾，希望将来能

存在一起，这两把刀应该留在我们中国。 

     

21．男的收藏的第一件文物是什么？  

22．男的获得了哪个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23．男的收藏文物多少年了？  

24．关于男的，下列哪项正确？  

25．男的还有什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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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到 30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女：早在电视剧《暗算》之前，麦家已经成名，那是 2002 年出版的小说《解

密》带给他的荣誉。《解密》讲述了一群数学奇才，被选送到秘密单位，

身负国家重大使命，破译密码。麦老师，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

您对于目前作品的宣传怎么看？  

男：我觉得一个作家还是应该躲在文字背后。作家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明星，

不是通过自己的形象来征服观众，而是通过文字，也就是通过思想和读

者打交道。 

女：之前想过自己的作品会成为畅销书吗？  

男：肯定不会。《解密》刚出版时，市场很冷淡。但转眼间，这种描写英雄

人生的作品受到了市场的热捧，所以说读者是不可设计的。另外，能否

成为畅销书是出版商考虑的，作家的乐趣在写的过程中。不要去想读者

喜欢什么样的作品，要想什么样的作品是你最适合写的，什么样的东西

是你写了别人就写不了的。 

女：那么这几年您的作品越来越畅销，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男：受干扰越来越多，而我感觉自己的作品越来越差。写作需要专心，而且

不是一时的专心，需要长期的专心，需要一种孤独。沉思状态下才能想

出别人没想到的，写出别人没写出来的，这样的写作才是有意义的。  

女：现在商业上的成功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男：每一个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书有更多的读者，在市场上能够大卖。每一个

人都有虚荣心，我想一个作家的虚荣心就体现在这个方面，就是自己的

书有更多的读者，被广大的读者喜欢。 

女：您的作品《暗算》同时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这会让您觉得有成就感吗？ 

男：获奖与商业上的成功一样，都是一种鼓励和肯定，对作家来讲，也是一

种安慰。但写作肯定不是为了获奖。 

女：那么，让您真正感到内心满足的事情是什么？ 

男：每一个作家都有内心自我的期待，自己的标准，就像跳高运动员一样，

我们内心也始终有一个高度，每一次写作都想越过去。如果有一天真正

写出让自己内心满意的作品，写作就会停止下来。我期待某部作品写出

来之后，我所有想说的话都在这个作品里说完了，这样自己就会是一个

很幸福的作家。 

 

26．男的认为作家的乐趣是什么？   

27．关于写作，男的是什么看法？  

28．男的觉得自己近期的作品怎么样？  

29．关于男的，下列哪项正确？  

30．男的期待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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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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形象设计大师曾做过一个着装实验。实验的目的是要搞清楚着装是

否影响人们的判断。他想知道，一个人按照社会中上层人士和中下层人士的

习惯着装，人们将如何看待这个人的成功率。 

他先后调查了一千六百三十二个人，给他们看同一个人的两张照片。但

是他故意宣称，这不是同一个人，而是一对孪生兄弟。其中一个穿着社会中

上层人士常穿的高档风衣，另一个穿着社会中下层人士常穿的普通夹克。他

问调查对象，他们之中谁是成功者？结果百分之八十七的人认为穿风衣的人

是成功者，只有百分之十三的人认为穿普通夹克的人是成功者。 

设计师从这个简单的着装实验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大多数人都是本能

地以外表来判断、衡量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进而决定自己对这个人的态度。 

 

31．根据这段话，社会中下层人士常穿什么衣服？  

32．关于这个实验，下列哪项正确？  

33．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  

 

第 34 到 36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古时候，魏文王问名医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

一位的医术最好呢？” 

扁鹊答道：“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你最差？那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道：“我大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

他能事先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的人才知道。我

二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之时，一般人认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

他的名气只有乡里人知道。而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

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放血，在皮肤上敷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因

此名气响遍全国。” 

 

34．扁鹊认为家中谁的医术最好？ 

35．扁鹊认为自己是在什么情况下给人治病？ 

36．关于扁鹊，可以知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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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到 40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文明。约在石器时代，人们

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渔猎，为

时上百万年。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铁器的出现使人改变自然的能力产生了

质的飞跃，为时一万年。第三阶段是工业文明。18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

了人类现代化生活，为时 300 年。 

300 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征

服自然的文明达到极致，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没能力支持工业

文明的继续发展。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

态文明。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生态

文明就是“绿色文明”。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生态文

明既追求人与生态的和谐，也追求人与人的和谐，而且人与自然和谐是人与

人和谐的前提，它强调尊重和保护环境，强调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尊

重和爱护自然，而不能随心所欲，盲目蛮干，为所欲为。 

 

37．原始文明经历了多长时间？  

38．为什么要开创新的文明形态？  

39．工业文明又被称为什么？  

40．生态文明的前提是什么？ 

 

第 41 到 43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在北方的某个城市里，一家海洋馆开张了，两百元一张的门票，令很多

想去参观的人望而却步。海洋馆开馆一年，简直门可罗雀。 

最后，急于用钱的投资商以“跳楼价”把海洋馆脱手，洒泪回了南方。

新主人入主海洋馆后，在电视和报纸上打广告，征求能使海洋馆起死回生的

金点子。 

一天，一个女教师来到海洋馆，她对经理说她可以让海洋馆的生意好起

来。按照她的做法，一个月后，海洋馆天天游客爆满，这些人当中有三分之

一是儿童，三分之二则是带着孩子的父母。三个月后，亏本的海洋馆开始盈

利了。 

海洋馆打出的广告内容很简单，只有十二个字：儿童到海洋馆参观，一

律免费。 

 

41．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海洋馆的游客很少？ 

42．海洋馆是怎么起死回生的？ 

43．海洋馆采取的措施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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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到 47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适当的自责是有责任感的表现，但自责过度会给自己很大的心理压力。

过于追求完美的人，因为对自己要求很高，凡事都要求周密，希望一切事情

的进展和变化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如果没能达到自己预期的目标，便把问

题归咎于自己，这无形中便成了他们的负担——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自己

曾经犯过的错误。追求完美的人一定活得比一般人累。而且与他们工作或生

活在一起的人，也会因为被他们要求，而活得比较累。 

一般人与完美无缺的人交往时，总难免因为自己不如对方而有点儿自

卑。如果发现精明人也和自己一样有缺点，就会减轻自己的自卑，感到安全，

也就更愿意与之交往。你想，谁会愿意和那些容易让自己感到自卑的人交往

呢？所以不太完美的人更容易让人觉得可亲、可爱。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真正完美、没有缺点的人。如果

一个人总是表现得很完美，很容易让人怀疑其中有造假的成分。或者说，故

意把自己表现得很完美，这本身恐怕就是一个缺点。 

 

44．“把问题归咎于自己”是什么意思？  

45．下列哪项是说话人的观点？  

46．根据这段话，什么样的人让人觉得可亲、可爱？  

47．这段话主要谈什么？ 

 

第 48 到 50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作为黑熊、北极熊等肉食动物的近亲，大熊猫却是素食主义者。一直以

来，人们都对大熊猫的食性有着极大的兴趣。 

一般来说，肉食动物的牙齿和爪子锋利，消化道相对较短。大熊猫就具

有这些特征。不久前，我国古生物学家还发现了从肉食动物向素食动物转变

的大熊猫化石。此外，大熊猫味蕾的形态、结构和分布都更像肉食动物而不

像素食动物。这些都表明，大熊猫的祖先是肉食动物。 

那么大熊猫为何会从肉食动物转变为素食动物？这要归因于大自然的

神奇和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法则。可能在大熊猫祖先演化的某个阶段，自然

环境发生了变化，致使大熊猫祖先爱吃的肉类食物稀缺，而在某个区域竹子

非常丰富，从而成为大熊猫赖以生存的食物。或者，在大熊猫祖先的时代，

同时生存着其他凶猛的肉食动物，大熊猫无法与它们竞争，只有改吃竹子才

能生存。 

 

48．人们对什么很有兴趣？  

49．关于大熊猫，下列哪项正确？  

50．这段话主要谈什么？  

 

 

听力考试现在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