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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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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位太太带着她的四个孩子上了火车，孩子们在车上又蹦又跳、又吵又

闹，旁边一位乘客不耐烦地说：“出门旅行，不应该把孩子都带出来，至

少应该留一半儿在家里。”那位太太忙解释说：“先生，我正是这样做的。”  

 

2．常言道：“一个优秀的校长就是一所优秀的学校。”当深入分析一些学校

的成与败、经验与教训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所学校红火的背

后，必然有一名优秀的校长。换句话说，优秀的学校离不开优秀的校长。 

 

3．概念车可以理解为未来汽车，汽车设计师利用概念车向人们展示新颖、

独特、超前的构思，反映着人类对先进汽车的梦想与追求。概念车往往

只是处在创意、试验阶段，也许永不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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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访谈，是指邀请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人士为嘉宾，通过语言交流的方

式来展示其个性、人生历程和态度的谈话节目。由于被访谈对象具有一

定知名度和影响力，所以节目更容易受到观众的喜爱和关注。 

 

6．《红楼梦》成书于一七八四年，原名《石头记》，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

一，代表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最高艺术成就。它汇集了众多百科知识，

在中国古代民俗、建筑、医学等领域皆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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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推销是一项复杂的智力活动，它绝非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只要耍嘴皮子，

死缠烂打就可以了。它也不是经过简单的职业培训就能做得很好，它需

要高超的人际沟通能力，以及做人做事的真诚和热情。 

 

8．狗叼着肉要渡过一条河。它看见水中自己的倒影，还以为是另一条狗叼

着一块儿更大的肉。它决定去抢那块儿更大的肉。于是，它扑到水中。

结果水中那块儿本来就不存在，原有的那块儿又被河水冲走了。 

 

9．《开心农场》是一款以种植为主的网络社交游戏，玩家可以扮演农场主，

在农场里开垦土地，种植各种蔬菜和水果。游戏模拟了农作物生长的整

个过程，玩家在经营农场的同时，还可以感受培育农作物所带来的乐趣。 

 

10．千手观音是一种生长在热带雨林的植物，具有药用价值。在温暖潮湿、

土壤水分充足的条件下，便会从叶子尖端或边缘向下滴水，而且开的花

很像观音，因此又称为“滴水观音”。 

 

11．气质是一个人内在涵养的外在表现。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不

仅可以获取知识，还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常读书，日积月累就会使

人脱离低级趣味，形成高雅、脱俗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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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与其让老人在家待着，不如送他去养老院，跟其他老人聊聊

天儿，下下棋，还有专人照顾。但养老院对老人照顾得再好，也没有儿

女们上心，跟其他老人玩儿得再开心，也不如在家享受天伦之乐自在。 

 

14．有一种云彩常出现在清晨或傍晚，这种云彩叫做“霞”。早上出现的是朝

霞，表明很快会有阴雨天气；傍晚出现的叫晚霞，表示最近几天里天气

晴朗。所以有“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的谚语。 

 

15．情侣装，是一个现代词汇，是指供情侣双方穿的服装，可以是一样的，

也可以是元素互补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见证甜蜜的爱情。因此，

情侣装受到了广大年轻情侣的欢迎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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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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第 21 到 25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女：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招聘高峰期即将到来，除了按部就班地参加招聘

会外，还有部分大学生选择了自主创业。我们从媒体的报道了解到，大

学生创业热情很高，而且政府也提供了很多扶持政策，似乎创业前景不

错。周老师，您怎么看呢？ 

男：客观地说，大学生的创业前景不错，但现实却不容乐观。从近几年的统

计数据来看，创业者中有百分之三十能够达到目标就很不错了。我想对

大学生朋友说的是，创业想要成功，重要的是提升自主创业的综合实力，

光有决心是不够的。 

女：很多大学生朋友有知识、有文化、有热情，但缺乏社会经验和对市场的

调研，苦于找不到创业的头绪。您认为怎样才能使他们很好地迈出第一

步呢？ 

男：首先要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创业计划。俗话说“凡

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创业也应当如此。创业计划要包括预期目标、

市场前景、管理方式、风险预测等等，应尽量详细，并且在实际实施中

不断修订。 

女：您认为选取项目时应当考虑的首要因素是什么？ 

男：选项目主要根据个人兴趣、行业前景等因素来确定。选项目一定要选自

己最熟悉的项目，行业的话要做未来发展前景好、回旋空间大的行业。 

女：为了保证创业项目的正常启动，怎样能够筹措资金，也是大学生创业者

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您认为怎样才能把握好资金呢？ 

男：如果把创业项目比做一个人的躯体，资金则好比赖以生存的血液。创业

必须具有创业启动资金。资金的多少视项目需求而定，通常所说的大投

入大收获、小投入小收获就是这个道理。资金不足时要用好、用足了政

府的创业扶持政策，则相当于降低或减少了创业成本。当然，也可以实

行联合创业，也叫加盟创业，就是利用别人的技术、资金进行自主创业。

这也是解决启动资金问题的一个办法。 

     

21．男的为什么说大学生创业现状不容乐观？  

22．男的给大学生的建议是什么？  

23．“凡事预则立”强调什么？  

24．男的认为选项目首先考虑的是什么？  

25．关于“联合创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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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很多人试过这招儿，早上一起来就对着镜子说“我是世界上最棒

的”。您提出来，这样做很可能事倍功半，还有可能适得其反，这是怎

么回事呢？ 

女：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世界上最棒的，这一点，毫无疑义，你用不着自欺欺

人。这种对着镜子乱喊乱叫的方式，有一点儿像白雪公主故事中的那个

狠毒而愚蠢的皇后。我想很多人这样喊叫的时候，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

点儿自信心，然后好有力量迎接挑战。要知道，所谓“最棒”，就已经

是在比较了。人不能生活在比较中，我们有价值，有信心，不是因为我

们比别人更棒，而是因为生命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你就是独一无二的存

在，你的自信必定来自你的内心，而不是在和别人的比较中建立起来的。

所以，“最棒”的说法，既不真实牢靠，也不符合规律。你如果相信了

这种方法，有一天，你确知你不棒的时候，怎么办呢？万分沮丧。 

男：您提出的自卑出没的几种时刻，非常有意思，尤其是说同学聚会的时候，

相互比较的心理很微妙，那如何减轻这种情绪呢？ 

女：自卑出没的种种时刻，很多是我总结出来的，不一定全面。自卑很狡猾

的，几乎无处不在。有时候，我们很多重大的失误，都是因为它神出鬼

没地跳出来折腾捣乱，而我们还浑然不知，甚至沉迷于“这就是我的个

性”“这就是我的尊严”的误区之中。学着一招一式地应对自卑是没有

多大作用的，有点儿像上面所说的对着镜子大喊，自欺欺人。真正的醒

悟是无条件地接受自己。 

男：我们遇到悲伤的事情，经常说“让时间忘记一切”，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女：你要主动地去处理你的悲伤，不能完全依赖时间去解决问题。因为，我

们没法走在时间前面。你能跟时间肩并肩走到一起，就很不错了。 

 

26．女的怎么看“我是世界上最棒的”？  

27．关于“比较”，女的是什么看法？ 

28．女的认为应该怎样应对自卑？  

29．关于“让时间忘记一切”，女的是什么看法？ 

30．这段对话主要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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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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我跳上一辆出租车去机场。出租车正在它该行驶的车道上前行，

突然，一辆黑色小汽车从我们前面的一个停车位上冲了出来。只见出租车司

机猛地踩下刹车，车子侧滑，和对面开来的一辆车擦身而过。可那辆黑色小

汽车的司机却冲我们大喊大叫。出租车司机只是笑了笑，不但没有生气，相

反，还友好地向那个家伙挥了挥手。 

我有些不解地问他：“你刚才为什么那样做？那个家伙差点儿撞坏你的

车，把我们送进医院。”他解释说，有些人就像垃圾车一样，他们装载着垃

圾——挫折感、愤怒与失望，四处奔跑。当他们的垃圾堆积到一定程度后，

他们需要找一个地方倾泻。有时候，他们会把垃圾倾泻到你身上。这时，不

要把它们接过来，笑一笑，挥挥手，祝他们好运，然后继续前行。别接受他

们的垃圾，然后散布给你的同事、家人或是路人。 

 

31．是谁差点儿导致撞车？  

32．这段话中的“垃圾”指什么？  

33．关于出租车司机，下列哪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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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乘电梯的时候，我和往常一样，仰头看着显示的楼层数，突然

意识到我每次乘电梯的时候都会仰着头往上看，这是为什么呢？而且，我看

了看周围的人，发现他们竟然和我一样，也都仰着头看着显示的楼层数。难

道显示的楼层数有什么神奇的魔力吗？  

实际上，乘电梯往上看的行为与我们的“私人空间”有着很大的关系。

所谓私人空间，是指在我们周围一定的空间，一旦有人闯入我们的私人空间，

我们就会感觉不舒服、不自在。私人空间的大小因人而异，但大体上是零点

六到一点五米左右的距离。调查数据显示，女性的私人空间比男性的大，具

有攻击性格的人的私人空间更大。在电梯中我们会感觉不自在，就是因为有

人进入了自己的私人空间，大家都想尽早离开这个狭窄的空间，向上看正是

想尽快“逃离”这个狭小空间的心理表现。 

  

37．乘电梯时人们为什么仰头看楼层数？  

38．一般来说，“私人空间”的距离是多少？ 

39．关于“私人空间”，下列哪项正确？  

 

第 40 到 43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中国人喜欢在赞颂老师弟子多、贡献大时，说他“桃李满天下”，为何

把学生比作桃李呢？ 

有记载说，春秋时期，魏国有一个大臣叫子质，他得势的时候曾培养和

推荐过不少的人。但后来他失势了，丢了官职，地位一落千丈，由他推举入

朝做官的人却都视而不见，没有人帮他的忙，他只好一个人逃到北方去了。

在北方，他遇见一个叫子简的人，就向他发牢骚，说受过自己恩惠的人忘恩

负义，在他落难时无动于衷，不来帮助他。 

子简笑着回答说：“你听我慢慢分析，如果你在春天种下的是桃树和李

树，夏天就可以在树下休息纳凉，秋天还可以吃到果子。可是如果你春天种

下的是带刺的植物，到了夏天就会长出刺来，到了秋天还会刺伤人。你提拔

的人都是不应该提拔的。所以君子培养人才，要像种树一样，首先应该选择

对象，然后再加以培养。” 

此后，人们便把培养人才叫做“树人”，把提拔起来的优秀人才称为“桃

李”。如果一个老师教的学生非常多，就称之为“桃李满天下”。 

  

40．“桃李”被用来比喻什么？ 

41．子质为什么要发牢骚？ 

42．子简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43．这段话主要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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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到 47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许多人在正式谈论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喜欢以轻松的话题作为开场白，

然后再逐步导入正题。律师、主持人及新闻记者等都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

都懂得如何以轻松的方式开场，然后再迅速把握住谈话的主题，达到充分沟

通的目的。 

善于聊天儿的人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能把谈话的气氛营造得很热烈，

并不是靠自己比别人懂得更多，或声调比别人高，或最会讲笑话，或懂得“控

制”谈话的方向。聊天儿聊得好，并没有什么秘密，甚至一点儿也不困难。

首先，你的谈话态度一定要放轻松，然后再设法找出对方喜欢的话题，尽量

让对方发表看法。至于你，不妨装出有兴趣的样子，仔细地倾听。 

当你在寻找话题的时候，最好不要涉及政治与宗教信仰这两个主题，因

为这类话题最容易引起激烈的争辩，而将原来的轻松场面一扫而空。 

 

44．人们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开场白？  

45．根据这段话，怎样才能营造出良好的谈话气氛？  

46．哪类话题容易引起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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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