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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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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聚会上，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位新朋友，说他炒股炒成了百万富翁。

“厉害呀！佩服佩服！”我坐在他旁边，悄悄地请他传授秘诀。他一脸木

然地对我说：“其实也没啥秘诀„„我原来是亿万富翁。” 

 

2．很多人害怕风险，一切以安全为重。然而，他们却忽略了，“安全”是另

一种风险，他们将失去改变的机会、创新的可能。“怕输”反而让他们输

得更多。船停泊在港湾是安全的，但这并非船的用处。 

 

3．练习微笑，不是机械地改变你的面部表情，而是努力改变你的心态，调

整你的心情。学会平静地接受现实，学会积极地看待人生。这样，阳光

就会流进心里来，驱走恐惧，驱走黑暗。 

 

4．办公室内的一言一行都需要智慧，办公桌更是白领们的“形象代言人”。

资深的白领会好心提醒新人：老板或者上司会悄悄通过桌面来观察一个

职员的处事作风，桌面是否整洁会影响领导对你的评价。 

 

5．邻居看见小林站在门外，问怎么回事。小林笑着说：“忘带钥匙了。”“先

到我家坐坐吧。”邻居热心地说。小林说：“不了，我太太马上就回来。”

等邻居走后，小林低声对着门说：“亲爱的，求你了，开门吧，我错了。” 

 

6．芹菜是一种粗纤维食物。当你吃芹菜时，芹菜就会对牙齿进行一次“大

扫除”，扫除牙齿上的食物残渣。另外，你越是使劲儿咀嚼，就越能刺

激唾液的分泌，从而平衡口腔内的酸性，达到自然的抗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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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位著名的作家在一次宴会上与一位女士对坐，出于礼貌，他对这位女

士说了声：“你真漂亮！”那位女士却不领情，说：“可惜我无法同样地来

赞美您。”作家说：“那没关系，你可以像我一样说一句谎话。”  

 

8．一个人的胖瘦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遗传、饮食和运动。此外情绪、环

境和睡眠等因素，也会对人的体重有影响，但这些都没有前三个尤其是

遗传因素那么重要。 

 

9．他读计算机专业时，表现出惊人的天赋。往往是别人还在苦思冥想如何

编写程序，他早就把程序写完而无所事事。因此，在大学二年级，他听

从内心的选择，做出了转专业的决定。这个决定改写了他一生的轨迹。 

 

10．伤心时，很多人会抱起枕头、布娃娃等。抚摸柔软的物品能让人变得轻

松。研究发现，抚摸小猫小狗的背，可以降低血压，使脉搏跳动更正常，

从而降低压力水平，有助于赶跑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 

 

11．魔术旧称“幻术”或“戏法”，是杂技的一种。表演者能用极敏捷、使人

不易觉察的手法和特殊的装置将变化的真相掩盖，使观众感到奇幻莫测。

魔术起源的时间已无从考据，据推测，从有人类活动开始就有了魔术。 

 

12．有人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人说：“只有自己才最了解自己。”

听取别人意见与相信自己看似是不可统一的矛盾双方，但二者却有统一

的一面，它们正如我们的左臂与右臂，缺一不可。  

 

13．所有的昆虫都没有长“鼻子”，但它们的嗅觉都异常敏锐，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昆虫的头部都长有一对触角，这对触角上布满了上万个专门辨别

气味的嗅觉器，它们就起着鼻子的作用。 

 

14．每个人都有极大的潜能。正如心理学家所指出的，一般人的潜能只开发

了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八，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多的潜能处于沉睡状态。

谁要想创造奇迹，仅仅做到尽力而为还不够，必须竭尽全力才行。 

 

15．桃园三结义，是古典小说《三国演义》里记载的故事，述说当年刘备、

关羽和张飞三个人意气相投，为了共同干一番大事业，而在桃花盛开的

园林举酒结义。刘备年长，做了大哥，关羽第二，张飞最小，做了三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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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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篮球会是你的终身事业吗？你将来会从事哪些方面的工作？ 

男: 可以肯定地说，我将来的事业轨迹一定是和体育有关系的。因为体育是

包含很广泛的领域，我希望将来可以起到一个纽带的作用，用自己的能

力去做一些事情。 

女：什么原因促使你成立自己的基金会？ 

男：在此之前我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公益活动，我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失

学的孩子，让他们有条件更好地成长。同时这个基金也关注其他一些自

然灾害和社会问题的受众。这也是金钱最具有意义的流向和方式。 

女：作为世博会大使，你参与了哪些有意义的推广活动？你是如何向外国朋

友推广世博会的？ 

男：我很荣幸能为自己的家乡和家乡人们出一份力。我参与了“明星带你看

世博”大型公益活动、美国花车巡游等等。这次世博会是历史上最大规

模的一次展会，作为上海人我会把这里最具特色、新鲜有趣的一些东西

介绍给外国朋友们，除了看世博场馆，我希望他们都能去看看东方明珠

塔、城隍庙、豫园和外滩，尝尝这里的小笼包、大闸蟹。 

女：你对于世博会的场馆熟悉吗？对哪些场馆最感兴趣？ 

男：中国馆非常有特色，我很喜欢，同时我有机会的话希望去非洲馆看看，

我还没有去过非洲，想去看看非洲的原生态。 

女：你如何看中国和上海的未来？ 

男：上海作为一个商业城市，它的机会越来越多，会有更大的发展。同时对

于中国的未来我也保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但是由于国家太大，在快速发

展的过程中，危险与机遇并存。 

女：你怎样规划自己未来的五年？ 

男：首先我希望先学习做一个父亲，我现在经常会回想起自己小时候，我的

爸爸是怎么培养我、教导我的。养育一个孩子其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同时，我也会好好打球，创造好的成绩，同时在学习中巩固国内的事业。 

 

16．男的为什么要成立基金会？ 

17．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  

18．根据这段对话，下列哪项正确？ 

19．男的怎样看待中国未来的发展？  

20．男的近期有什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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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到 25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女：许市长，您好。西宁作为青海省省会，古有“西海锁月”称号，现有“中

国夏都”美誉。到底，西宁是一座怎样的城市？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男：大家知道，西宁是青海的省会，它还有一个称呼，就是“中国夏都”。

西宁作为青海的省会，地处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交界处。作为一个高原

城市，西宁平均海拔是两千二百六十一米，总人口现在有二百一十八万

人，西宁民族众多，目前我们有汉族、回族、蒙古族、藏族、土族、撒

拉族、满族等三十五个民族。西宁的气候应该说是冬暖夏凉，就是冬无

严寒，夏无酷暑，所以是一个天然的避暑胜地，所以叫“中国夏都”。 

女：西宁有哪些独具的魅力呢？  

男：西宁的魅力在我看来，主要有这么几点：一是文化底蕴深厚。长期以来

西宁是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汇聚成一种很富

有西宁特色的文化。二是名胜古迹众多。比如藏传佛教圣地塔尔寺，还

有西部地区最高的东关清真大寺。三是西宁冬暖夏凉。夏季平均温度是

十七到十九度，炎炎夏日，你仍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凉爽。四是生态非常

好。夏天的天蓝、水绿，到处是柳绿花红，有一种回归自然的优美生态。 

女：提到“中国夏都”西宁市，很多人都会想到郁金香。自二零零二年举办

“中国青海郁金香节”以来，西宁市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如芝麻开花节节

高。对于今年的“中国青海郁金香节”，您有哪些期待？  

男：的确是这样，自举办“中国青海郁金香节”以来，西宁市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不断得到提升，成为我市对外宣传的一张“金名片”。今年“中国

青海郁金香节”的主题是“开放合作，绿色发展”，我们不但邀请了国

内主要城市政府代表、企业及客商，而且还邀请了俄罗斯、日本、韩国

等国友好城市代表、客商，希望以花为媒，以节为平台，对西宁进行全

方位的宣传，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使国内外各界了解西宁，加深

对西宁的印象。 

     

21．西宁有什么样的美誉？  

22．下列哪项是西宁的魅力？  

23．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   

24．男的希望郁金香节能起到什么作用？ 

25．根据这段对话，可以知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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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到 30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女：作为一个访谈节目主持人，你在采访人物时，立足于挖掘人物的哪方面

特点？ 

男：发掘嘉宾人生中的闪光点和可以让人感动的人生体验，不管是失败的，

或者成功的。然后，让嘉宾用讲故事的方式演绎出来，使听者觉得可思、

可学、可追，从中获得教益。 

女：采访中，如何才能更快地拉近与被采访对象之间的距离，有何准备工作？  

男：事先做充分的资料准备工作，尽可能和嘉宾预谈一下，和嘉宾事先沟通，

了解嘉宾的思想、表达能力，让嘉宾也事先了解节目，知道这个节目需

要谈什么。这样能使自己和嘉宾都能有一种互动，也能使节目有别于其

他媒体的访谈节目。 

女：在主持和采访中，突发事件在所难免，是怎样处理的？ 

男：作为直播节目来说，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是每天发生的，只是大小不同

而已，关键在于看自己的准备工作是否充分、交谈中话题走势的预判能

力、嘉宾听众的情绪变化的把握能力等等，有些是需要短期内准备的，

有些是需要长期积累的。 

女：在主持的过程中，是否也有懈怠的时刻？如何使自己一直保持着工作的

激情？ 

男：在工作中有疲劳的时候，也有觉得踯躅不前的时候，但没有懈怠过。因

为我对工作的态度从来没有改变过。我很喜欢一句话——态度决定一

切。从事这个职业是我自己的选择，坚守这个职业，也是自己的决定。

如果你喜欢某一个职业或者事业，你自然会充满激情和创造力。此外要

懂得欣赏自己的工作。尽自己所能，将自己的节目做成一档受听众喜欢

的节目，这同样也是自己工作的动力。 

女：工作之余，采取哪些方式来给自己充电？ 

男：读书、看报、看杂志、看电视新闻、上网浏览，读一些业内新闻、同行

的文章，等等，并不刻意采用一种固定的充电模式。但对所有的资讯都

保有一种职业的敏感，保持一种学习的态度。 

 

26．男的让嘉宾用哪种方式演绎人生体验？  

27．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  

28．根据这段对话，男的喜欢哪句话？  

29．根据这段对话，可以知道什么？ 

30．女的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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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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头老骆驼在垂暮之年，又一次穿越了号称“死亡之海”的大沙漠。一

群驴子请老骆驼去介绍经验。“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老骆驼说，“认准目

标，耐住性子，一步一步往前走，就到达了目的地。”“就这些了吗？还有没

有？”驴子反复问。“没有了，就这些。”老骆驼平静地答道。“我还以为能

说出些什么惊人的话语来，谁知三言两语就完了。”驴群都摇了摇头，“一点

儿都不精彩，令人失望。”  

生活中，成功之道其实很简单，认准目标，耐住性子，一步一步往前走，

就到达了目的地。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没有太多的豪言壮语和掌声鲜花，

只要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守得住清贫，经得起风雨，把握住方向，成

功就不会太遥远。 

 

31．驴子请老骆驼去做什么？  

32．驴群认为骆驼的回答怎么样？ 

33．这个故事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  

 

 

第 34 到 37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开会迟到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虽然公司一再强调开会要准时出席，

但是每次开会，总有职员迟到。 

最近，公司新来了一位办公室主任，公司的会议多由他主持。第一次开

会，迟到者像往常一样，陆陆续续走进会议室。他们环顾一圈后发现：会议

室里一个多余的座位也没了。来晚的职员只得在会议室一角站着开会。开会

时间少则一个小时，多则几个小时。迟到者以前从来没有试过站着开会，所

以一个会议下来，腿都站肿了。第二次开会，第一次迟到的人都提前来到了

会议室。可还是有其他职员迟到，只是明显比上次少了些。迟到的职员也是

要站着开会的。第三次开会，各部门职员都一溜小跑地涌向会议室，竟然没

有人迟到。 

人都是有惰性的，人的惰性大多来源于生活和工作的环境。环境改变了，

人的习惯也就改变了。很多看似困难的问题，只要找准关键，解决它就像搬

走多余的椅子那么简单。 

  

34．什么问题令人头疼？  

35．关于第二次开会，可以知道什么？  

36．第三次开会时出现了什么情况？   

37．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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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 到 40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有“眼力见儿”是一种美德，总是在不经意间让人感动。一张及时塞到

手里的面巾纸，一个开车门的细节都有意想不到的加分效果。 

该不该抱怨那个看着自己跑过来却关上电梯门的同事？该不该责备那

个第一次发邮件，没有写自我介绍的新同事？其实他们不是自私，只是缺乏

经验。 

当我们能够想象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时，自我就出现了。当我们进而

能够修正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我们所意识到的他人的期望时，就成了社会

人。成熟就是这样一个自我不断社会化的过程。年龄越小越不会从他人的角

度考虑问题，这不是因为人生来自私，而是因为过于幼稚，大脑还不具备这

个能力。 

  

38．关于“眼力见儿”，可以知道什么？  

39．根据这段话，怎样才能变得成熟？  

40．这段话主要谈什么？  

 

 

第 41 到 43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钢琴几乎是唯一不需要演奏者有音准概念的乐器。以钢琴为代表的键盘

乐器，其工作原理和打字机非常类似：按下相应的按键，出来相应的音符或

字符。所不同的是，钢琴要考虑到更多的细节，比如强弱、速度，但是，钢

琴不需要演奏者进行任何音准的控制。 

所以，夸张一点儿说，失聪的人完全可以在适当的教导和训练下掌握相

当复杂的钢琴演奏技艺，但要是听力不够，想要比较出色地演奏其他乐器，

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和钢琴截然不同的就是以小提琴为代表的另一类乐器，这类乐器需要演

奏者控制音准。这类乐器对演奏者的要求就比较高，没有相当的音准概念是

无法演奏的。有的文章曾经提到，邻居孩子练小提琴，和杀鸡一样难听，这

大概就是因为孩子没有什么音准控制能力。唱歌跑调、五音不全的人，很难

去学习这样的乐器。 

 

41．“失聪”是什么意思？  

42．哪种人适合学习小提琴？  

43．根据这段话，下列哪项正确？ 



- 8 - 

 

第 44 到 47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大部分人都知道运动可以强健体魄，其实，长期坚持体育锻炼，还会对

你的性格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当然，不同的体育项目带来的影响不同，这

与项目本身的特点直接相关。 

帆船的历史和人类文明史一样悠久。直至今天，帆船比赛还是各项运动

中最超然的，因为对手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以及复杂的大自然。所以，经

常从事帆船运动的人往往心胸宽阔，遇到棘手的问题也能泰然处之，潇洒豁

达。从足球场上退下来的人具备团队合作能力。退役的守门员最适合组织工

作，他会不断地协调众人的能力，是训练出来的帅才。前卫则是很好的技术

型人才，他能够组织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可以成为学科带头人或出色的营销

经理。游泳时，水能对全身的穴位和经络起到“针刺”和“按摩”作用，使

神经系统各器官得到全面锻炼，改善大脑皮质的调节功能。游泳还能消除过

度兴奋，使性情暴躁的人变得心平气和，更是患有神经衰弱或失眠症的人的

“灵丹妙药”。乒乓球被评为“聪明人的运动”，它能使注意力、记忆力、思

维能力以及反应能力得到提高。 

 

44．关于体育运动，可以知道什么？  

45．关于帆船运动员，可以知道什么？  

46．下列哪项运动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7．根据这段话，下列哪项正确？  

 

 

第 48 到 50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父母亲总在说：“我们不偏心。”但研究证实，百分之六十五的母亲和百

分之七十的父亲，即便是在研究人员的注视下，都会表现出明显的偏心。在

一个大家庭里，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与兄弟姐妹们展开对父母注意力的争

夺。他们每个人都会努力寻找合父母心意的身份认同：我是最聪明的，我是

最可爱的。年长的孩子可能得到更多的偏爱，相貌漂亮的孩子也能占得先机。

其结果是：一个家庭中最年长的孩子往往最高、最强壮甚至是最聪明的。在

拥有三个孩子的家庭中，老大和老小获得偏爱的概率比老二要高得多。而如

果你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儿或者唯一的女孩儿，你也更有可能成为父母的最

爱。 

 

48．什么样的孩子容易得到父母的偏爱？ 

49．根据这段话，孩子们会争夺什么？ 

50．这段话主要谈什么？ 

 

 

听力考试现在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