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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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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店里，一位先生坐着等太太试穿衣服，他太太已经试穿五套衣服了。

当太太又从更衣室出来时，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后说：“很好，这件很合身，

就买这件吧。”太太生气地说：“我今天出门穿的就是这件。”   

 

2．篮球比赛中，控球后卫往往在球场上担任领导者的角色，他必须具备很

强的掌控比赛的能力，能在恰当的时机将球传给位置最好的得分手。很

多球队都由控球后卫来决定进攻套路，所以他又被称为球场上的教练。 

 

3．有一种特殊的门把手，白天和普通的门把手无异，夜间却发出柔和、舒

适的淡淡白光，既可作为安全门的可见标志，又是居家小夜灯。停电时

或其他紧急情况下，它还可轻松取下，变身为手电筒。 

 

4．有位主妇雇佣了一位女佣，她对女佣说：“如果你不介意，我就叫你阿莲，

这是前一个女佣的名字，我不喜欢改变我的习惯。”女佣笑着说：“我也

很喜欢这种习惯。那我就可以叫您马先生了，他是我以前的雇主。”  

 

5．人在水中运动时，各器官都参与其中，耗能多，血液循环随之加快，以

供给运动器官更多的营养物质。血液循环的加快会增加心脏的负荷，使

其跳动频率加快，收缩强而有力。因此，经常游泳的人，心脏功能极好。 

 

6．很多人认为怀旧是人们渐渐变老的一种心理表现。其实，怀旧更容易使

人快乐，有助于改善健康状况。翻开尘封已久的日记、相册，你会发现

自己的经历是如此丰富，世界是那样美丽，心情自然就会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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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四大发明是指中国古代发明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这

些发明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经

过各种途径传到西方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8．小明的作业总是有很多错。有一次，老师发现他的作业全做对了。就对

他说：“这次你全对了，怎么回事？是你爸爸帮你做的吧！”小明说：“没

有，老师，因为他昨天晚上很忙，所以我只好自己做了。” 

 

9．盛夏，很多人会给自己的宠物狗剪毛，以求降温。其实狗的主要散热部

位是舌头和脚底的肉垫，所以剪毛的降温效果很有限。此外，剪了毛的

小狗洗澡后很容易感冒，身体的突然变化还可能引发小狗的抑郁情绪。 

 

10．说起梅兰芳，我想中国人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位家喻户晓的

京剧大师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世称“梅派”。他的《贵妃醉酒》《霸

王别姬》等代表剧享誉中外。 

 

11．学会创新就是学会有自己的想法。只会埋头苦干、不善思考的人，很难

成就一番大业。任何时候，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与想法都至关重要。如果

有足够的创意，你完全可以自己去创业，实现思考的价值。  

 

12．酸奶口味酸甜，营养丰富，深受人们喜爱。它是以新鲜的牛奶为原料，

经过发酵再冷却后形成的一种牛奶制品。酸奶不仅保留了鲜牛奶的全部

营养物质，而且可以帮助人体更好地消化和吸收牛奶中的营养成分。 

 

13．《伤寒杂病论》是由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写成的。这部巨著是中国历

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学著作之一，也是中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

专著。张仲景因在医学上的杰出贡献，被后人誉为“医圣”。 

 

14．成语“掩耳盗铃”讲的是有个小偷想偷一户人家门口挂着的铃铛，但是

担心偷的时候铃铛会发出响声。后来，他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那就是把自己的耳朵堵住，结果他在偷铃铛的时候被人们当场逮住。   

 

15．牙齿是动物身体中最坚硬的部分，数目较多，因此成为化石而被长期保

存下来的机会也最多，是古生物学和考古学上最有价值的资料。许多古

动物和古人类化石方面的重大发现，都是从发现牙齿化石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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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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怎样开始拍照的？ 

男：我七岁的时候得到自己第一台相机，那是一台便宜的塑料相机，我用它

来拍动物园里的动物。我父亲一直是摄影迷，家里有暗房，他还会自己

冲洗和放大黑白照片，这也许引发了我对拍照的兴趣。 

女：你的妻子也是一名摄影师，你们会在一起拍照吗？ 

男：对我来说，摄影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我从来没有用过助理，也不会

和别人一起去拍照。照片记录的是我和一个特殊场景在一个特殊时刻的

交错呼应，我需要完全融入周遭的环境，才能够捕捉到这种特殊的关系，

换句话说，我需要成为周遭的聆听者，不受任何外界的打扰。融入周遭

并不难，每当我发现想要记录的场景时，就会一直站在那里等待，人们

并不会注意一个一直站在那里的人，因为你已经成为场景的一部分。我

和我妻子一直分开工作，不过，每次拍完，回到家里，我们会一起看完

成的片子，互相评价彼此的照片。 

女：你拍摄的场景本身往往非常独特，这是你记录的偏好吗？ 

男：对我来说，记录保存即将消失的事物是摄影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便在电

影里，我经常选景在那些也许很快就要消亡的地方。无论摄影还是电影，

记录曾经的存在都是至关重要的意义，胶片会保留下一些东西，这已经

足够棒了。 

女：你现在还用胶片相机吗？ 

男：当然，胶片最让我痴迷的地方就是你依然能看到那些失败的照片。对于

数码拍摄者来说，恐怕第一时间就会删掉，当然这也没有错误，只是我

喜欢用胶片的特殊感觉：你将自己暴露在周遭的环境中，却完全不知道

自己得到的会是什么。不过拍电影的时候我就不敢这样冒险了。不过，

很多时候我也用手机来拍照，只是用手机的时候我不是一名摄影师，只

是一个普通人。摄影是一种心境。 

 

16．是谁激起了男的拍摄的兴趣？  

17．男的怎样看待摄影？  

18．男的认为摄影的重要作用是什么？  

19．关于男的，下列哪项正确？  

20．男的为什么还在用胶片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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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到 25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女：今天我们特别请到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来向大家介绍北京人艺的发展

情况。张院长，您如何看待剧本、编剧在剧院发展中的作用？ 

男：剧本是一个剧院的立身之本，决定了话剧最后的成败。历史上，北京人

艺十分注重与优秀作家、剧作家的合作，上演过郭沫若、老舍、曹禺等

名家的剧本。我们剧院还善于团结编剧的力量，已授予苏叔阳、刘恒、

万方、孟冰等十一人“北京人艺荣誉编剧”称号。 

女：北京人艺衡量优秀剧本的标准是什么？ 

男：戏剧文学是对人和人性的深刻表达。能久演不衰的作品都是对人性有深

刻表达和理解的作品，都依赖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的支撑。 

女：现在戏剧创作有一种倾向是舞台制作大于剧本，对此您如何看待？ 

男：当前某些戏剧院团存在一种误区：过于注重舞美，而忽视戏剧文学本身

的品质，这是违背戏剧本质的。我们并不反对运用舞台技术手段，但是

舞美要符合剧作本身的需求，符合表演的需要。舞台技术手段不能代替

文学的智慧。 

女：新世纪以来，活跃在当代文坛的作家，如莫言、刘恒、毕淑敏等，纷纷

加盟北京人艺。在剧本创作上，作家的优势在哪里？ 

男：虽然在戏剧结构、戏剧技巧、戏剧冲突的设置等方面不及专门从事剧本

创作的人，但作家的思想深度、文化追求，却是其独特的优势。因此，

作家参与话剧创作，对提升话剧创作的质量是有帮助的。此外，作家都

有自己的创作风格、艺术个性，他们不喜欢重复自己，也不会模仿别人，

这对话剧创作来说是极为有利的。  

女：作家参与话剧创作带来了一些争议。您是如何看待这些争议的？ 

男：争议不是坏事，没有争议也许是悲哀的。争论有利于促进戏剧的发展，

完善剧目的演出。 

   

21．男的怎样看待剧本的作用？   

22．男的认为衡量优秀剧本的标准是什么？  

23．男的怎样看待舞台制作？  

24．在剧本创作上，作家有什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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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早上好，各位网友。众所周知，陶瓷艺术在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占有非

常重要的位置。今天我们就将和您一起寻根中国文化，一起来谈谈陶艺。

今天的嘉宾是著名的陶艺家朱乐耕先生。欢迎您，朱老师。 

男：各位朋友大家好。 

女：我仔细看了您的作品，您作品里的马都是长的，您在很多场合都把马表

现为这种风格。为什么？ 

男：因为艺术的形象和生活的形象是有区别的，艺术需要夸张手法，需要强

调某些部分，而不是还原生活中的真实形象。我的作品是很个性化的东

西，它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女：陶器和瓷器在烧制、选材过程中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男：陶是有空隙的，有很大的吸水性；而瓷器的密度是很高的。还有一点，

瓷有透明度而陶没有。密度可以通过敲击来判断，透明度可以通过视觉

来观察。 

女：您一般用什么材料来制作陶艺呢？ 

男：我主要是用瓷的材料来创作，但根据需要两者我都会用。 

女：一个艺术家把陶瓷艺术做到极致有什么标准？ 

男：艺术的极致是相对的，艺术的路是永远没有终点的，我永远都在探索。 

女：这么多年，您的陶艺生涯中有什么特别精彩的东西和大家分享吗？ 

男：以前我从事传统陶瓷艺术，有五彩、粉彩和红绿彩等，主要以彩绘为主，

都是比较古典风格的陶瓷艺术形式。后来开始进行陶瓷材料以及陶瓷烧

成的研究，创作了一系列体现陶瓷本然特色、张扬陶瓷个性的陶艺作品。 

女：您如何看待您的艺术定位，如何解读您的陶艺作品？ 

男：一个人应该活得很自信，人在社会中还应该经常向别人学习。学习是很

重要的，一个人的知识面是有限的。就陶艺作品来讲，它是土与火的艺

术，这与钢材、木材是有区别的，一定要体现陶瓷的“本然美”，你要

更好地张扬它的性格，用土与火去表达你的思想。我出生在景德镇，我

的父母也从事陶艺。陶艺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从事陶瓷专业

时间很长，并且成立了景德镇民窑艺术研修院。 

 

26．男的作品里的马有什么特点？ 

27．下列哪项是陶器的特点？ 

28．对于艺术的极致，男的是什么看法？ 

29．关于男的，下列哪项正确？ 

30．男的怎样解读自己的陶艺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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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难得到的东西越会被珍惜，从中获得的幸福感也就越长久。现在许多

孩子的幸福感远远没有我们小时候强烈，尽管他们在物质方面要富裕得多。

他们想要得到一件东西太容易了，结果，孩子很快就对这些东西产生了厌倦

感。 

我们小时候就不同了，那时候有一把玩具手枪或看一场电影，都是极为

奢侈的事情。记得小时候，一个上海亲戚送给我一把玩具手枪，结果这把枪

成了我的贴身宝贝，一直陪了我十年。直到现在想起来，还能体会到它曾带

给我的那种幸福和满足感。小时候看电影，都是露天电影，而且常常要摸黑

走十几里地，但那时看电影所感受到的快乐和幸福，现在进一百次电影院都

比不上。 

 

31．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幸福感不那么强烈？  

32．关于那把小手枪，可以知道什么？ 

33．根据这段话，下列哪项正确？  

 

 

第 34 到 36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一位哲学家养了一头小毛驴，每天向附近的农民买一堆草料来喂。这天，

送草的农民多送了一堆草料。这下坏了，毛驴站在两堆数量、质量完全相同

的干草之间，十分为难。它左瞅瞅，右看看，始终也无法确定究竟该选择哪

一堆。 

于是，这头可怜的毛驴就这样站在原地，一会儿考虑数量，一会儿考虑

质量，一会儿分析颜色，一会儿分析新鲜度，犹犹豫豫，来来回回，最后竟

活活饿死了。 

我们在生活中也经常面临种种抉择，如何选择，对人生的成败得失极为

重要，因而人们常常反复权衡利弊，再三斟酌，举棋不定。但是，很多情况

下，机会稍纵即逝，并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去反复思考，反而要求我

们当机立断，迅速决策。如果我们犹豫不决，就会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34．小毛驴为什么发愁？ 

35．关于小毛驴，可以知道什么？ 

36．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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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到 39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我们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科学研究发现，人的大脑也有这个

特点。一旦我们把一个事物归到某一类，即使没有亲眼见到，也会把这一类

事物的特点强加到它身上，比如“天下乌鸦一般黑”“独生子女问题多”“有

钱人不靠谱”，研究者称之为“刻板印象”。这说明我们的大脑也会“偷懒”，

想找捷径去认识世界，而“分类”是最便捷的判断方法。殊不知，生活中很

多偏见和歧视正是由于轻易“贴标签”而造成的。 

知道了这一点，以后在听到这种“贴标签”的话时，我们恐怕应该冷静

判断，不要以偏概全。 

  

37．根据这段话，人的大脑有什么特点？  

38．“贴标签”的话指什么样的话？ 

39．这段话主要告诉我们什么？  

 

 

第 40 到 43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父母与孩子的说话方式对他们的智力水平有着直接的影响。研究发现，

家长的说话方式主要有两种：指示型和社交型。指示型家长与孩子的谈话基

本上都是清楚的命令，比如“拉住我的手”“把电话给妈妈”“好好吃饭”

等。社交型家长则会在谈话中使用“什么”“怎样”和“为什么”，比如“我

真想知道她为什么没来电话？”或是“你觉得咱们应该去哪里？”这类问题

可以把孩子带入自己的思路。 

社交型家长的孩子会从这种对话里得到显著的好处。他们普遍更早地学

会读写，在学校的功课也更优异。对这个现象，合理的解释是，在不断理解

其他人和事情的过程中，社交型家长无形中在引导孩子主动去思考。 

指示型家长不需要从孩子那里得到回答，他们只希望看到指示被遵守。

这就是说他们的孩子不需要思考答案，也不用加入谈话。虽然有的时候，简

单明了的指令在孩子身上更有效果。然而，从长远看，带动孩子一起参与对

话，才是对他们更有益的。 

儿童的智力发展非常快，往往在几个月内就能学会大量东西。家长要想

应付如此快速的发展，应该给孩子提供一个丰富多彩的词汇库和能刺激他们

思考的谈话。 

 

40．指示型父母有什么特点？    

41．根据这段话，下列哪项正确？  

42．家长应该怎样应对孩子智力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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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的快乐分给别人，一份快乐就变成了两份快乐；把你的痛苦分给别

人，一份痛苦就变成了半份痛苦。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把你的人脉关系分给别

人，并与别人共享呢？ 

每个人都有张人脉关系网，而每个人的关系网都是不同的。如果你的关

系网中的每个人都能为你带来一条新的人脉关系线，那你的人际关系网一定

会大到无限，何乐而不为呢？ 

假如你的朋友把你介绍给他的朋友，就意味着你的朋友为你做了信用担

保，这样你就免除了自我介绍和很多不必要的交际应酬，这会让别人更容易

接受你。 

想拥有一张强大的人脉关系网，你需要做的其实很简单，朋友邀请你参

加他的聚会一定要主动积极，还有就是要注意平等的原则，朋友给你介绍了

对你有帮助的朋友，你也应该把自己身边的对朋友有帮助的人介绍给他们。 

 

44．关于人脉关系网，可以知道什么？  

45．如果有朋友介绍，会有什么好处？  

46．拓展人脉关系网时要注意什么原则？  

47．这段话主要谈什么？ 

 

 

第 48 到 50 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我们把实验参与者分成一人组、二人组、三人组和八人组，要求他们用

尽全力拉绳，同时用测力器来测量拉绳时的力量。如果参与者单独拉绳和一

起拉绳时所用的力气是相同的，那么一起拉绳的合力应是他们单独拉绳力量

的总和。但结果却是：二人组的拉力只是个人单独拉绳时合力的百分之九十

五，三人组的拉力只有百分之八十五，而八人组只剩下了百分之四十九。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解释为“压力分担”。

当一个人独自面对工作时，所有压力由这个个体独自承担，这就要求他尽全

力来应对；而当有两个以上的人共同面对时，任务的压力便由更多的个体来

承担，每个个体分配的压力自然减少了。压力的减少导致了个体投入的降低。 

合作中的人常常会不尽全力。解决这个问题至少有两个方法：一是分工

明确，避免责任分担；二是采取强化方法，对团队采取共同奖励或者共同惩

罚的措施。 

 

48．关于这个实验，下列哪项正确？  

49．根据这段话，合作中的人常常会怎么样？ 

50．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 

 

 

听力考试现在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