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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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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天，女儿在妈妈的梳妆台上发现了几根白头发，急切地问：“妈妈，您

头上为什么长出了白头发？”妈妈说：“女儿不听话，妈妈的头上就会长

出白头发。”女儿恍然大悟地说：“我明白为什么姥姥的头发全白了。”  

 

2．人的心情真的很奇怪，它很容易被某种因素左右，有时候是被环境左右，

有时候是被别人左右。而更多时候，心情却为我们自己所左右。因此，

能否保持好的心情，关键还在于我们自己。 

 

3．“老字号”通常意味着一个商标历史的悠久，在中国，这三个字可以显著

地提高商标的价值。即使是同样的商品，只要有了“老字号”的称号，

就会获得更多人的认可。 

 

4．蓝色会影响视觉、听觉和嗅觉，可以减轻身体对疼痛的敏感度。手术后

伤口正在恢复的患者，可以选择蓝色的床单、被罩以及其他家居用品，

或者将房间刷成蓝色，这些都对减轻伤口的疼痛有一定的帮助。  

 

5．最实惠、最好吸收的补钙食品是虾皮。一勺虾皮的含钙量相当于四杯牛

奶，价格却比牛奶便宜得多。在做菜做汤的时候，放一些虾皮，就可以

很好地起到补钙的作用。除了钙以外，虾皮还富含各种海洋矿物质。 

 

6．观察发现，在父母的严格管教中长大的孩子，往往缺乏独立性；在压力

中长大的孩子，通常比较忧郁；在被信赖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通常自

信并且相信别人；在比较自由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一般都很有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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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老王和儿子上山打猎，一路上吹嘘自己很厉害。突然，儿子发现天上有

只鸟，急忙指给老王看。只见老王拉弓射箭，那只鸟却还在天上飞。老

王假装很吃惊，说：“没想到，今天看到奇迹了，被射中的鸟居然还能飞。” 

 

8．会说话的人，并不会一味地说好话，就像会做人的人，并不会一味地当

好人。如果只说不得罪人的好话，当不得罪人的好人，就会渐渐变成没

有原则的“老好人”，并失去别人对你的好感和重视。 

 

9．扇子是一种扇风取凉的物品，很早就被人们广泛使用。起初，它只是一

个日常用品。慢慢地，人们开始在扇面上写字作画儿，使其演变为具有

实用价值的艺术品，并成为当今收藏品的一大门类。 

 

10．现在，电影的最大话题大概莫过于“票房”。票房是这个时代电影最大

的神话，谁赢了票房，谁就不战自胜，谁就是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文化

英雄。但是，票房是衡量一部影片的一种尺度，却不是唯一的尺度。 

 

11．一个人喝醉了，拦下一辆出租车，对司机说：“和平饭店，四零八房间。”

然后就开始脱衣服。司机显得很镇定，提醒他：“还没到你房间呢。”醉

汉一听，发火了：“你怎么不早说！我把皮鞋都脱在门外了。”  

 

12．人生免不了会有缺憾，但正是因为有缺憾，人生才有了无限转机，有了

更多的可能性，这何尝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呢。与其以悲观的态度

来面对这些缺憾，倒不如将它变成一种动力，使人生变得更有意义。  

 

13．一般来说，海拔达到两千七百米左右时，人就会有高原反应。除了高原

缺氧的因素之外，还有恶劣天气，比如风、雨、雪、寒冷和强烈的紫外

线照射等，都会加剧高原反应。 

 

14．有人认为，是日新月异的现代医学促使人类个子增高。也有人认为，现

代营养学的发展使营养学知识变得家喻户晓，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孩

子们获得的营养越来越充足，因而一代比一代长得高。 

 

15．领导不一定自己能力有多强，只是懂信任、懂放权，能团结比自己更强

的力量。相反，许多能力很强的人却因过于追求完美，事必躬亲，最后

只能做最好的公关人员、销售代表，成不了优秀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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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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女士您好！您一直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那么能跟我们说说您在青

少年时代受到的家庭教育吗？ 

女：我是在南方长大的，父亲是一家报社的副刊部主任，他曾经出过一本中

篇小说集。母亲不写东西，但爱读书，我们家庭的文化气息很浓。应该

说我是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中成长的。我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作家的。我

父亲也希望我将来能走他的路，从事他的事业，做一个文化人。在这样

的一个家庭中，如果确立理想的话，向文化方面发展是比较适合我的。

但虽然我尊重作家，要让我把它确立为将来的事业我不愿意。 

男：大概是看到父亲每天爬格子挺辛苦的，有一种畏惧感吧？ 

女：不是。我记得我母亲说过一句话，她说：“女儿，你要是学文学，你爸

爸会帮你很大的忙。”母亲的话是出于一种关心，她可能是不想我多走

弯路，但就这句话使我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我想，我的事业干嘛非要

爸爸帮我呢？出于这种逆反心理，我决定要走一条与父亲截然相反的

路。 

男：为这件事，父母一定很失望吧？您和他们发生过冲突吗？ 

女：那时候父母有些失望，但他们并没有强迫我的意思，我们家还是比较民

主的。当然父母对我的影响真是很大，这不仅仅表现在我现在很喜欢文

学和艺术，而且那种文化的氛围给了我气质上的影响。无论我从事什么

职业，气质上总是浸染着很多来自家庭的东西，这是变不了的。 

男：依您看，您的家长是合格的吗？ 

女：家长合格不合格主要是看他是不是真正关爱自己的孩子，能不能引导孩

子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能不能从人本的角度平等地对待孩子，能

不能开发孩子的所有潜力。我认为我父母是合格的家长。 

 

16．关于父亲，下列哪项正确？  

17．女的为什么没有从事写作？   

18．女的认为家庭对她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19．女的认为自己的父母怎么样？ 

20．这段对话主要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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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到 25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女：让我们欢迎中国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说书人可以说对《三国》

情有独钟，现在电视版的《三国》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男：旧版唐国强演的那个《三国》，咱们老实说，质量很高，演员阵容也强

大。特别是我们认为唐国强是奶油小生，他不适合演诸葛亮，结果出乎

人们的意料，唐国强演得是真好。尤其是到了晚年，诸葛亮演得深沉老

练，很动人，那些场面也大。现在高希希版的《三国》尽管网上说什么

的都有，但一件东西再好，羊羔虽美，众口难调。我认为他的确拍得不

错，首先头一个他进行大刀阔斧地删减，从《三国》之中提炼最主要的

情节，这个我没有想到。我说书是按部就班地说，他是大块砍掉了，能

省略的省略，突出了重点。这点我挺欣赏的。另外选的这些演员，也还

是不错的，有些情节也比较感人。尤其是武打的场面。过去《三国》看

了之后，我们失望的是武打不成功，别看通过科技手段，千军万马，攻

城略地，人多势众，结果一打起来非常假，特别假。而这一次不一样了，

打得比较生动，比较激烈。当然他们投入的力量和工夫是比较大的。后

来听他们采访的时候说，就一场几分钟的打戏拍了八天。一招一式，大

伙儿研究成的。在武打这方面，比前一个老《三国》吧，要成功。 

女：您对这里边的角色，诸葛亮是最期待的吗？ 

男：当然是。因为诸葛亮可以说是《三国》里的第一人物，是《三国》魂，

至关重要的。 

女：您算是最早一批自己开公司的传统艺人之一吧？ 

男：单是我们搞曲艺的，不算人家影视界的，好像我是比较早的。我们是一

九九五年正式成立评书公司的，到现在十好几年了。 

女：这十几年来就一直靠着评书这块儿不停地在运作吗？ 

男：咱不会别的，我是个说书艺人，不懂得经商。开公司是大势所趋，因为

工作的关系，不断地在北京和老家来回跑，后来《北京青年报》和北京

电视台几个朋友就说，你老来回跑什么呢，也退休了，又不用上班，干

脆就搬到北京来得了。咱们干脆就联合开一个公司，就经营您的评书。

您就给我们录制，咱们就推销评书，全国上千家的电台、电视台，会有

市场的。我一听觉得有道理，我说可以吧。咱这个公司就是卖评书，别

的不干，别的咱也不会。他说这你甭管，只要你同意，你生产，我们去

营销去，一切运作全包给我们，就这么一个情况。 

     

21．男的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22．男的是怎么评价老版《三国》的？  

23．男的欣赏新版《三国》的什么？ 

24．这个公司成立多少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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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您现在是一名自由职业者，具体是做什么？感觉怎么样？ 

女：我现在做网页设计，感觉很好。自由职业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最大

的特点就是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没有那么多的制度规定，没有

人抱怨你请假，只要按时完成任务就行了，可以让自己调整到最舒服的

工作状态。 

男：听起来不错，不过这肯定需要很强的自我控制能力，像我这样的人可能

就会浪费掉大把的时间。 

女：对，最大的挑战就是自己管理自己，合理有效地利用时间。给别人打工，

什么事都是固定的；做自由职业者，就要学着应对各种不确定因素：你

可能甚至无法确定明天是不是还有工作。 

男：那没有工作的时候您怎么办呢？ 

女：我现在可以在旺季和淡季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没工作的时候也不用太担

心，让自己去旅游啊，和朋友聊天儿、健身什么的。 

男：那您是怎么平衡旺季和淡季的呢？我的意思是说，在旺季忙不过来的时

候，您是怎么按时完成您的工作任务的呢？ 

女：其实很简单，只要把所有的事情按时间先后顺序列一张表，并大约估计

各项工作所需要的时间，然后一项一项地去完成就可以了。如果发现自

己一个人无法承担所有工作，那么可以分一些给其他朋友，或者跟客户

商量，多争取一些时间。 

男：听起来真是蛮有挑战性和吸引力的，难怪现在很多人都放弃很好的待遇

去做自由职业者呢。 

女：是啊，这样的生活方式的确正在改变着很多人的观念。如果能找到自己

的兴趣点，喜欢有各种生活体验，自由职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6．女的认为从事自由职业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7．自由职业者会遇到什么问题？  

28．男的觉得做自由职业者怎么样？  

29．关于女的，下列哪项正确？ 

30．关于自由职业，下列哪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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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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有个人偷了一袋洋葱，被人捉住后送到法官面前。法官提出了三

种惩罚方案，让这个人自行选择。第一种方案是一次性吃掉所有的洋葱；第

二种是鞭打一百下；第三种是交纳罚金。 

这个人选择了一次性吃掉所有的洋葱。一开始，他信心十足，可是吃下

几个洋葱之后，他的眼睛像火烧一样，嘴巴像火烤一般，鼻涕不停地流。他

说：“我一口洋葱也吃不下了，你们还是鞭打我吧。” 

可是，在被鞭打了几十下之后，他再也受不了了。他哭喊道：“不能再

打了，我愿意交罚金。” 

后来，这个人成了全城人的笑柄。因为他本来只需要接受一种惩罚的，

却将三种惩罚都尝遍了。其实，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由于对自己的能

力缺乏足够的了解，导致决策失误，而尝到许多不必要的苦头。 

 

31．那个人为什么要被惩罚？  

32．那个人开始选择的是哪种惩罚？  

33．下列哪项最适合做这段话的标题？  

 

第 34 到 36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动物世界》中的大多数镜头都是动物学家在野外实地拍摄的，这些冒

险家有时披着人造河马皮混入河马群，有时单枪匹马深入婆罗洲探寻巨大的

食人蟒，实在让人为他们捏一把冷汗。好在科学家有一个好助手——隐蔽的

摄像机，可以近距离拍摄动物而不引起动物的警觉。这种摄像机隐藏在伪装

成石头、树木、动物粪便等仿造物里，它们被事先放置在动物经常出没的地

方，一旦动物出现，拍摄信号会自动传输到计算机上。这种摄像机装有声控

开关，平时不工作，一有动物的声响，就自动启动。 

还有一种叫做“魔镜”的伪装摄像机，非常适合在热带森林里拍摄。它

是一辆装有履带的小车，可以远程遥控，履带可以爬坡，适合在不平的路面

行动。这辆小车四面都是镜子，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过去，都能反射周围的景

物，和森林混在一起很难被动物们发现。这种摄像机避免了拍摄时打扰动物，

也保证了拍摄人员的安全。 

 

34．“实在让人为他们捏了一把冷汗”主要是什么意思？ 

35．隐蔽的摄像机是怎么启动的？ 

36．关于“魔镜”摄像机，可以知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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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到 39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近来有一句流行语：“现在不是大鱼吃小鱼，而是快鱼吃慢鱼的时候。”

这句话让一些自觉发展速度较慢的老板，越想越觉得不安。其实大鱼有大鱼

的生存方式，小鱼有小鱼的生存空间，快鱼要活，慢鱼亦要求生。谁能活到

最后，真的说不定。 

自然界里，行动缓慢的动物，寿命往往较长。从科学角度分析，是因为

消耗少，新陈代谢慢，从而节省了能量。如果能量是有限的，用得慢的当然

比用得快的活得长久。 

人们恐惧慢，是因为活在快的时代，仿佛一停步，就会被远远地抛在后

面。但你有没有发现，过快的发展潜伏着危机。速度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在

高速的情况下，再坚固的物体也是脆弱的，一点儿小小的意外，都会导致受

重伤甚至毁灭。 

人生如跑马拉松。浮躁的心态、盲目地加速，只是一时的痛快，对长远

的发展并不是好事。人生到底可以跑多远，并不在于速度快慢，而是要不停

地跑。  

 

37．说话人对这句流行语是什么看法？  

38．人们为什么恐惧“慢”？ 

39．这段话主要想说明什么？  

 

 

第 40 到 43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主持最重要的是要有个人风格，比如有的人诙谐，有的人尖锐，有的人

沉稳„„不同的风格没有优劣之分，因为主持人要适合不同的节目定位以及

观众不同的喜好。但作为深度访谈的主持人，首先要做到的是诚实，自己是

什么类型的人，就用什么类型的提问方式，装做另外一个人肯定是要露馅儿

的。所以一个好的主持人，一定要有真实的个人风格。通过时间的积累、人

生的感悟，来和不同领域的嘉宾实现相对平等的对话。 

这一点可能在刚刚开始做采访的时候很难做到。一开始总会觉得，这些

采访对象令人高山仰止。但慢慢你会发现，你不是代表个人在提问，也代表

着观众对这些采访对象的好奇心，所以不应该把自己定位于仰视他们的位

置。但要想实现平等的对话，前提是必须要老老实实做足采访前的功课。这

十几年来，每一次的采访我都认真对待，每次都力争问出有新鲜感的问题，

时间的积累带给我很大的财富。 

  

40．好的主持人应该怎么样？  

41．做深度访谈的主持人首先应该怎么样？  

42．最开始做采访时会遇到什么困难？ 

43．说话人是如何评价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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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到 47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现在很多父母都会谈起与孩子的代沟问题。代沟是指两代人因价值观

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道德标准等方面的不同而带来的思想与行为的差

异。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独立意识增强，两代人对事物的认识有一定的距离，

态度不同，意见分歧，代沟由此产生。 

那么，怎样缩小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沟呢？先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

儿子从小就是一个“电脑迷”，现在成了一个网络游戏高手，在学校还小有

名气。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可不能因为不懂电脑游戏影响了与儿子的

关系。考虑再三，我决定主动向儿子学习，参与游戏，与儿子一起在充满冒

险经历的幻想世界中进行战斗，谋求生存。通过这些，我的眼界大开，对孩

子们的游戏世界也有了一个客观、全面的再认识。如今，父子俩有了游戏作

为共同话题，关系自然也更加亲密了。 

所以，缩小代沟，首先要承认代沟的存在，要用沟通去填平代沟。我认

为，交谈是最好、最直接的沟通方式。父母应当主动创造谈话情境，多与子

女“以心换心”，而不能按自己的好恶来评价、要求孩子。 

 

44．关于代沟，下列哪项正确？  

45．关于说话人的儿子，可以知道什么？  

46．说话人为什么要学习网络游戏？  

47．缩小代沟首先要怎么样？ 

 

第 48 到 50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幸福总围绕在别人身边，烦恼总纠缠在自己心里，这是大多数人对幸福

和烦恼的理解。差学生以为考了高分就可以没有烦恼，贫穷的人以为有了钱

就可以得到幸福。结果是，有烦恼的依旧难消烦恼，不幸福的仍然难得幸福。 

寻找幸福的人，有两类。一类人像在登山，他们以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在

山顶，于是气喘吁吁、穷尽一生去攀登。最终却发现，他们永远登不到顶，

看不到头。他们并不知道，幸福这座山，原本就没有顶、没有头。另一类人

也像在登山，但他们并不刻意要爬到哪里。一路上走走停停，看看风景，吹

吹清风，心灵在放松中得到某种满足。 

 

48．大多数人是怎么理解幸福的？  

49．关于第一类人，下列哪项正确？  

50．这段话主要告诉我们什么？ 

 

 

听力考试现在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