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SK6급 문제유형 
1.듣기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共15题。每题听一次。每题播放一小段话，试卷上提供4个选项，考生根据听到
的内容选出与其一致的一项。

제1부분은 총 15문항이다. 모든 문제는 한 번씩 들려준다. 모든 문제는 하나의 단문으로 구성된다. 응시
자는 시험지에 제시된 4개의 선택 항목 중에서 단문 내용과 일치한 것을 고른다.
<例如>

1．一个年轻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休息，有个小孩儿站在他旁边很久，一直不走。年轻人问：
“小朋友，你为什么站在这里不走，有什么事儿吗？”小孩说：“这个椅子刚刷了油漆，
我想看看你站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A 年轻人在睡觉

B 椅子是小孩的

C 小孩想坐那个椅子

D 椅子上刚刷了油漆 

答案1 : 〔A〕 〔B〕 〔C〕 〔■〕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共15题。每题听一次。播放三段采访，每段采访后带5个试题，试卷上每题提供
4个选项，考生根据听到的内容选出答案。

제2부분은 총 15문항이다. 모든 문제는 한 번씩 들려준다. 이 부분은 3개의 인터뷰(취재 내용)로 구성되며,
각각의 인터뷰에 대해 5개의 질문을 한다. 응시자는 주어진 4개의 선택 항목 중에서 정답을 고른다.
<例如>

女：朋友们好。现 在人们对 自己的健康可是越 来越关注 ，连洗脚都越来越有讲究。洗
脚是已经老土的说法了 ，时髦的叫法是“足浴”或者“足疗”。专门通过足浴 来
为顾客提供保健服务的足浴店也像雨后春 笋一样，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千
子莲 足浴”就是这“洗脚大军”中很抢眼的一员，它颇有传奇色彩，因为它的 创
始者是几个复旦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创始人之一徐先生。徐先
生您好。从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到“洗脚工”，您能接受这种身份的转变吗？
男： 我 从来 也 没有 觉 得自己是 个 “ 洗脚工 ” 。 我 给 自己的定位是一 个现 代企 业 的管理
者 ，和那些大企 业的管理者是一 样 的 ，只不 过 我 们经营 的是足浴服务 。 再说 了 ，
“洗脚工”也没有什么丢人的，谈不上能不能接受的问题。
女：您认为“千子莲”吸引大量顾客的关键是什么呢？
男： 放松的感 觉。 我 们的 顾 客中大部分都是商 务 人士 ， 平时职场 上太累， 到了“ 千子
莲”他们可以放松下来，这种放松是身体和心理上双重的。
女：我觉得“千子莲”这个名字很特别，它是怎么来的呢？
男：这个名字的灵感来源于敦煌壁画。我曾经到过敦煌，受到了很深的震撼。在敦煌莫
高窟第五窟的壁画上，有鹿女生下莲花，变成一千子孙的典故，我把这“莲花、千
子”结合在一起，就得到了“千子莲”这个名字。我对这个名字很得意，国内大部

分连锁品牌的名字取得都很西化，只有我们的名字最中国化。
女：我觉得“千子莲”明亮的店堂和我们传统理解中的足浴店有点不相符。
男：是的。在中国人看来，让别人给自己洗脚是一件有些尴尬的事情。我就是想把这种
尴尬的事儿变成时尚。其实洗脚和理发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没有什么难为情的。
我们的店都有统一的装修风格和管理模式，迎接顾客该说什么话，多长时间端上热
水都是有统一标准的。而且，我们这里的每一位服务人员都有国家颁发的“足部按
摩师”证书。
16．问 : 男的开“千子莲”店以前是做什么的？
A 老师

B 大学生 
C 企业家

D 艺术家

答案16 : 〔A〕 〔■〕 〔C〕 〔D〕

17．问 :“千子莲”店主要从事什么服务？
A 理发

B 足疗 

C 美容

D 健身
答案17 : 〔A〕 〔■〕 〔C〕 〔D〕

▶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共20题。每题听一次 。播放若干段话，每段话后带几个问题，试卷上每题提供
4个选项，考生根据听到的内容选出答案。

제3부분은 총 20문항이다. 모든 문제는 한 번씩 들려준다. 모든 문제는 여러 편의 단문으로 구성되며,
각각의 내용에 대해 여러 개의 질문을 한다. 응시자는 주어진 4개의 선택 항목 중에서 정답을 고른다.
<例如>

古时候，有个商人献给国王三个外表一模一样的金人，同时出了一道题目：这三个金
人哪个最有价值？
国王想了许多办法，请来珠宝匠检查，称重量，看做工，都是一模一样的。怎么办？
最后，有一位老大臣说他有办法。
他拿了三根稻草，把第一根插入第一个金人的耳朵里，稻草从另一个耳朵出来了。第
二个金人的稻草从嘴巴里掉了出来。而第三个金人，稻草进去后掉进了肚子里，什么
响动也没有。老臣说：“第三个金人最有价值。”商人说答案正确。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最有价值的人，不一定是最能说的人。老天给我们两只耳朵一个
嘴巴，本来就是让我们多听少说的。善于倾听，才是成熟的人最基本的素质。

31．“金人”问题是谁解决的？
A 国王

B 商人

C 大臣 
D 珠宝

答案31 : 〔A〕 〔B〕 〔■〕 〔D〕

32．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A 称重量

B 用稻草 
C 检查质量

D 凭经验判断

答案32 : 〔A〕 〔■〕 〔C〕 〔D〕
2.독해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共10题。每题提供4个句子，要求考生选出有语病的一句。

제1부분은 총 10문항이다. 모든 문제는 4개의 문장이 제시된다. 응시자는 주어진 4개의 문장 중, 어폐가
있는 하나의 문장을 고른다.
<例如>

51．A 他突然提出，让我们感到很意外。

B 茅盾的童年生活，是他创作《春蚕》的源泉。
C 劳动时间缩短，是大众旅游得以发展的基本条件。
D 他除了班里和学生会的工作外，还承担了广播站的主持人。

答案51 : 〔A〕 〔B〕 〔C〕 〔■〕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 共 10 题 。 每 题 提供一小段文字 ， 其中有 3 -5 个 空格 ， 考生要 结合 语 境 ， 从 4 个
选项中选出最恰当的答案。

제2부분은 총 10문항이다. 모든 문제는 3-5개의 빈칸이 있는 단문으로 구성된다. 응시자는 앞뒤 문장을
근거로 주어진 4개의 선택 항목 중, 빈칸에 들어갈 가장 적합한 답안을 고른다.
<例如>

61．椅子的舒适问题，只要设计时考虑人体结构的
而

了人体的结构，就象设计蛋盒而不顾蛋的

，便可以解决。设计一把椅子
。

A 特征
C 特点

忽略

忘记

形状 

外观

B 本质

D 构造

忽视

违反

形态

外貌

答案61 : 〔■〕 〔B〕 〔C〕 〔D〕

▶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共10题。提供两篇文字，每篇文字有5个空格，考生要结合语境，从提供的5个

句子选项中选出答案。

제3부분은 총 10 문항이다. 모든 문제는 2개의 단문이 제시되며, 각 단문에 5개의 빈칸이 있다. 응시자
는 앞뒤의 문장을 근거로 주어진 5개의 선택항목 중, 빈칸에 들어갈 가장 적합한 답안을 고른다.
<例如>

曹操得到一只大象，很想知道这只大象到底有多重。官员们都纷纷议论，发表自己
。可是怎样才能造出比大象还大的秤呢？有人
的意见。有人说，（71）
说，把它砍成小块儿，然后再称。可是把大象杀了，知道重量又有什么意义呢？大家
想了很多办法，可是都行不通。
就在这时，曹操的小儿子曹冲对父亲说：“爸爸，我有个办法可以称大象！”
（72）
，曹操一听，连连叫好，立刻安排人准备称象，并且让大家都过去观看。
大家来到河边，看见河里停着一只大船。曹冲叫人把象牵到
船上，等船身稳定时 ，他就在船舷与水面齐平的地方，画了一
条线。然后，曹冲再叫人把象牵到岸上来 。之后 ，他让人把大
，船身就一点儿一点儿往下
大小小的石头，（73）
沉。等船上的那条线和水面再次平齐的时候，曹冲就叫人停止
。他们连声称
装石头。官员们都睁大了眼睛，（74）
赞：“好办法！好办法！”这时候，谁都明白，（75）
，把重量加起来，就知
道这头大象有多重了。曹操得意地望着众人，心里想：你们还不如我的这个小儿子聪
明呢！
A 一块儿一块儿地往船上装

B 制造一个巨大的秤来称

C 只要把船里的石头都称一下

D 然后他就把办法告诉了曹操

E 这才终于弄清了是怎么回事儿
答案71 : 〔A〕 〔■〕 〔C〕 〔D〕〔E〕
答案72 : 〔A〕 〔B〕 〔C〕 〔■〕〔E〕
答案73 : 〔■〕 〔B〕 〔C〕 〔D〕〔E〕
答案74 : 〔A〕 〔B〕 〔C〕 〔D〕〔■〕
答案75 : 〔A〕 〔B〕 〔■〕 〔D〕〔E〕

▶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共20题。提供若干篇文字，每篇文字带几个问题，考生要从4个选项中选出答案。

제4부분은 총 20문항이다. 모든 문제는 여러 편의 단문이 제시되며, 각각의 단문에는 여러 개의 질문이
제시된다. 응시자는 주어진 4개의 선택항목 중, 정답을 고른다.
<例如>

对于普通双排5座轿车而言，应该把哪个座位留给客人，才是最有礼貌的做法呢？
专家表示，在社交应酬中，如果是主人自驾车陪客人出去游玩，那么副驾驶座就
是最有礼貌的座位。而在公务接待中，副驾驶座后面的座位是最礼貌的座位。公务接
待时，副驾驶座被称为“随员座”，一般是翻译、秘书的位置，让客人坐在这里是不
礼貌的。
除了礼仪上的考虑，多数人更关心的是，车里哪个座位最
安全。其实，坐在哪个位置，安全都是相对的。交通管
理部门曾经资助一个专家小组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研究通过
事故调查分析和实车检测后得出结论：坐在后排座正中间的
乘客相对最安全。
分析结果显示，出车祸时，车内后排乘客的安全指数比前
排乘客高出至少59%；如果后排正中间的位置上有乘客，那么车祸时他的安全指
数比后排其他座位的乘客高25%。这是因为与其他座位相比，后排正中间的位置与车
头和左右两侧的距离最大，撞车时这个位置受到的挤压相对最轻。
如果不喜欢坐在中间位置，那么坐在司机后方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研究人员强调说，
保障安全的前提是车上所有人员都要系上安全带，否则再安全的汽车也无济于事。
81．自己驾车时，把哪个座位留给客人是最礼貌的？
A 副驾驶座 
B驾驶座后座
C 后排正中间
D副驾驶座后座
答案81 : 〔■〕 〔B〕 〔C〕 〔D〕

82．交通管理部门资助的项目，研究：
A 怎样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率
C 小汽车里哪个位置更安全 

B应该把哪个座位留给客人

D小汽车里哪个位置最舒适

答案82 : 〔A〕 〔B〕 〔■〕 〔D〕
3.쓰기
▶缩写 - 요약, 간추리기

考生先要 阅读一篇 1000 字左右的 叙事文章 ， 时间为 10 分 钟； 然后 将这 篇文章 缩写为 一篇

400字左右的短文，时间为35分钟。标题自拟。只需复述文章内容，不需加入自己的观点。

응시자는 주어진 10분 동안 1000字로 구성된 한편의 서사문(敍事文)을 읽는다. ; 다음으로 35분 동안 읽은
내용을 400字정도로 간략하게 요약한다. 제목은 어울리는 제목을 붙일 수 있으나, 요약 내용은 반드시
원문의 내용을 중복 서술해야 하며, 자신의 관점이 들어가서는 안 된다.

<例如>

父亲是个赚钱的高手，儿子是个花钱的高手，父亲一笔生意能赚上百万，儿子一挥手就能
用掉近十万。父亲常常劝儿子：“学些本事，不要只顾着吃喝玩乐，万一有一天我破产了，
你可怎么办 ？ ” 儿子从来没有当回事 ， 他如此能干的父亲怎么会破产呢 ？ 他想 ： 就算他死
了，也会给我留下一大笔遗产。
然而造化弄人，父亲真的破产了。儿子的生活一落千丈，曾经的“好朋友”都消失了，儿子
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呆在房间里准备自杀。父亲破门而入，用力给了儿子一个耳光：“没出
息，钱是我赚的，也是我赔的，与你不相干，我都没想死，你凭什么死！”
儿子被打醒了，不知所措，问父亲：“现在我该怎么办？”
父亲考虑了一会儿说：“凭我的面子，也许还能给你找个事做，就怕你吃不了这个苦。”
“让我试试吧。”儿子说，他下定决心要自立自强。
于是儿子便到了父亲的朋友林先生的公司做了一个小职员。工作很辛苦，开始儿子也想过
辞职，但一想到自己富贵时的朋友不再理他，有钱时的女友也讥讽他时，他坚持了下来。他
要用自己的努力换取别人真正的尊重。
儿子遗传了父亲聪明的头脑和坚韧的性格，再加上自己的刻苦和林先生的指教，他的工作
干得有声有色，职位也一步步提升。不几年的工夫，他就当上了公司的总经理，并且娶了一
个贤惠的太太。看着自己的家因为自己的努力变得越来越美满，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
然而，幸福与不幸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当儿子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父亲病倒了，儿
子想尽一切办法都无法换回父亲的命。临终前，父亲拉着儿子的手，满脸微笑，很满足的样
子。
儿子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直到有一天，一个律师找到他……
律师将一份文件交给他，那是父亲的遗嘱，上面写着将自己的财产分成两半，一半送给林
先生， 条件是他必须将儿子培养成有用之才，另一半留给能干的儿子 ，暂由林先生掌管经
营。如果儿子依然花天酒地，一事无成，这一半就捐给慈善机构。
原来父亲并未破产。儿子觉得父亲这样做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律师又将一封信交给他：
亲爱的儿子：
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你也知道我并非真的破产。
是的，儿子，我没有破产，我只不过用我的全部家当做了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生意，我
成功了。
看着你一天天成长，我觉得我这笔生意做得很值。如果我将我的财产留给你，也许不用几
年就会被你败光，而你也会因为无人管教而成为废物。现在我用我有价的财产换来了一个无
价的能干的儿子，这怎么能不让我高兴！
儿子，相信你也能理解父亲的苦心，如果不是这样，你怎么会找到一个真正爱你的妻子和
一群真正能够患难与共的朋友呢？
好好干！儿子，我相信你一定能超过我，创造更多的财富和价值。
答案101 :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