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沢活水平考拭

HSK(五象 )

全真模似題 1

注  意

一、HSK(五敦)分二部分 :

1.晰力 (45題 ,釣 30分仲)

2.同撲 (45題 ,45分神)

3.事写 (10題 ,40分神)

二、断力鏑束后,有 5分紳填写答題十。

三、全部考拭釣 125分神 (含考生填写今人信息吋同 5分神)。

中国 北京 ××××/× ×××××  編制





第 1-20題 :清蓬 山工琉答彙。

1.A男 的要了蘭双皮桂

C女 的恙泥分男的林子了

2.A男 的喜茨現在的教材

C女 的建袂男的伐輔早老岬

3.A男 的有企妹妹

C女 的会希男的伐実備

4.A男 的要去洗球堆

C女 的反対男的去場球

5。 A父子

C兄妹

6.A今夭有会

C担′む会退 Fll

7. A88

C50

8。 A二 十夢

C二十歩

9。 A各斤

C学校

B男 的想再要一及皮椎

D活勁ス送林子,不送皮堆

B男 的作文写得♯常棒

D女的汰力男的学コ恣皮不好

B女 的没答泣男的

D学校不允寺外人住在宿合

B堆子現在在床底下

D化佃的女ノL在 幼ノL国

B父女

D姐弟

B准各打的

D升キ去/Ak司

B44
E)25

B四 十タ

D六 十歩

B起市

D家里

一、瞬 力

第 一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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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彩虹消失了

C女 的喜攻下雨

11.A有 前途

C足老岬

12.A党 得熟

C希望升屯廟

13.A上海

Cヽ机場

14.A学 炉

C身 高

15. A6: 45

C7:30

20。 A男 的是老板

C女 的正在工作

A女的不大着恙

C女 的希望男的友特真

A工作太累

C工作没前途

Aキ杯了

C茨騎 自行キ了

A待週低

C圧 力大

B現在正在下雨

D女 的現在′む情役好

B是飯早

D在政府工作

B想升宙

D希望升室凋

B火 キ堵

D汽 車堵

B外貌

D幽 験感

B7:15
D7:45

B女 的不AIl iln地 址

D男 的杞資料寄給女的了

B待過不好

D姪理不喜攻地

B力 体不人好

Dキ今夭被りL子 升走了

B成織差

D立券多

B女 的愛喝珈叫ト

D男 的晩上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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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第 21-45題 :清逃山工碗答乗。

21.A喜次授影           B女 ノL是 /Ak主

C姿 常看女ノL的 照片       D汰 力女りL限をを更像

22.A学折大低

C企子不骸商

23.A男 的恣皮役 jG‐

C女 的夕得役芦重

24.A男 的役羨慕女的

C男 的向侵行借了伐

25。 A同 事

C朋 友

26.A巣 子上

C超市里

28.A動 作片

C恐怖片

29.A女 的共疼

C男 的性女的多吃梨

30。 A力 了省伐

C喜攻用布袋

B要 不起房子

D眼女ノL的 美系不好

B女 的ヨト常生気

D女 的汽キ被撞杯了

B女 的也要房子了

D女 的党得租房比要房好

B同 学

D夫妻

B水箱里

D泣扱桶里

B愛 情片

Dわ 炉史有美的

B女 的不想吃方

D女 的吃了方却没有炊果

B力 了方便

D力 了保学不境

27.A張末是女的好朋友       B男 的姿常限張末嗽系

C男 的上高中叶姪常助球      D張 末是男的大学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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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A戦杯了

C拿錯朝匙了

A二楼

C四楼

A公司

C起市

A軟件被刑除了

C不泥得文件洛了

35。 A共杏

C喜憎

36。 A百人是同事

C三 中坐了両次小■机

37.A鋼 款

C下 率

A吸畑炎火柴免費

C在 及畑炎唆畑也要蜀款

A生病了

C能 生金昼

A一企

C二企

A禾現

C善 良

B朝 匙杯了

D升錯房同了

B三 楼

D五楼

B学校

D四 や倍

B合 同在文件里

D文件姜在亦/Ak室 里了

B感激

D遺撼

B張本的ヽ机役大

D三 中不会再坐小式机

B批坪

D波美至1吸 畑区

B吸畑炎在率用画共

D火牟上任何地方都不能吸畑

B不 生鳩蛋

D生 小満了

B両企

D四 企

B愚 春

D一宣役勤芳

34.

38.

39.

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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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A老大大有ノLtt         B老 大大以前役有伐

C母璃鷹子里有役多金蜃     D老 大大以后再也得不rll金 晏了

43.A加班

C去仮店喝酒

44.A/AN司 待通大差

C対 /Ak司 没有好建洪

B近功

D跛員エー起吃仮交流

B工作圧力大大

D不 能充分友拝 自己的能カ

45.A内 部招聘           B提 高待通

C鼓励年軽人去男1的 /Ak tt     D給年軽人提供留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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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第 46-60題 :清範出工碗各彙。

46--48。

有今女人一宣

服永遍洗不干浄 ,

46 住在対面的女人 ,党得地又朱又瀬 ,“那企女人的衣

看 ,地桂在院子里的衣服 ,意是黒一決 ,自 一決 ,我真的不

知道,地想久 47 衣服都不会洗。男人嬰了逮祥的老婆可真是 48 呵 !"

宣到有一天,有今鋼心的朋友到地家,オ友現不是対面的女人不会洗衣

服。朋友拿了一決抹布,把宙声上的友擦悼,悦 :“看,逮不就干浄了喝?"原

来,是 自己家的宙声肛了。

49--52.

有一回,下庄子住在一家族傭里 ,両只胆大的老虎寛然在白天 49 逃了

隔壁的人家 ,咬死了一共小牛。下庄子是一今 50 的人 ,他勇上抽出刀来 ,

要去荼老虎。旅傭的老板祥住他悦:“別 51 .只有一共小牛 ,那両只老虎

一定会互相咬起来 ,錆果一定是一只被咬死 ,一只被咬傷。到吋候休只要把傷

的那只秋死就成了。"市庄子瞬了他的活 ,待了一会りL, 52 ,小 的被咬死

了,大的被咬傷了。下庄子荼死了受傷的老虎,結果只劫了一次手 ,得到了両

只老虎。

49.A tt  B爬 C tt  D殊

50.A聴 明  B勇 敢  C堡 張  D錯 美

51.A ttllH  B洗 豫  C友 」む  D着 急

46。 A ll■   B担
`も

47.A tt  B把

48.A例 等 B虚
`む

52.Aキ 被吃完了

C両ス老虎呆然互相史了起来

C接触  D看 不起

C tt   D対 子

C単純  D謙虚

B丙只老虎居然都死了

D市庄子把丙ス老虎打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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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6.

有一対兄弟,他佃住在第 40居楼。有一天,他↑]外 出旅行回家,友現大

楼停屯了。呈然他↑]背着大包的行李,但看来没有什久別的 53 ,干是可可

対弟弟悦 :“我↑1爬楼梯上去pE!"干是,他佃背着両大包行李升始爬楼梯。爬

到 10楼的吋候他fll汗始 54 了,可腎悦 :“包太重了,不如逮祥FE,我佃把

包放在速里,等来屯后坐屯梯来拿。"干是,他佃把行李放在了 10楼 ,軽松多

了,然后継銭向上爬。

他佃有悦有笑地往上爬,但爬到20楼的吋候,両人実在爬不動了。想到オ爬

了二半,両人牙始互相 55 対方不注意大楼的停屯公告,オ会落得如此下場。

他個辺妙辺爬,就速祥一路爬到了30楼。到了30楼 ,他佃累得連妙架的力気也没

有了。弟弟対可可悦:“我個不要妙了,爬完trE!"干是他↑]獣獣地継銭爬楼,40

楼終干到了。兄弟価共杏地来到家11日 ,オ友現没法逃日,原来 56 。

53.A路

54.A困

B机会

B俄

C逸祥

C累

D屯 梯

D悲 況

57--60.

因屯是一紳自然放屯 57 ,而放屯使空気 58 友出声音 ,就形成雷声。声

音在空気中毎秒神釣走 340米 ,而光在空気里差不多毎秒走 30万公里,所以我↑]

意是 59 。有吋,由子放屯云居高我佃太逓,或者友出的声音不じ哺,我佃就只

看兄因屯而瞬不兄雷声。雷屯員然有吋彼美,但官也会帯来危害,一次因屯所帯的

能量板大,営不収能書毀房屋,逐会引起森林火欠, 60 人佃的生命安全 .

55。 A少 架  B責 各

56.A屯 梯杯了

C化イ11共在大累了

57.A行 力  B行 動

58.A動 作  B活 動

59.A ttFll雷 声

C愛看円屯

C抗袂  D否 定

B化佃已変搬家了

D朝匙述在 10楼 的包里

C現象  D系 坑

C振動  D活 妖

B書 憎因屯

D先 看到因屯后垢到雷声

60。 A威脚  B危 隆  C引 超  D悪 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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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第 61-70題 :清地 山均拭題 内容 一致 的一 項 。

61.越来越多的年軽人把登IE錆婚的日子与一些特殊的日子朕系在一起。2008

年 8月 8日 是北京奥透会弄幕的 日子,上海共有 7189対新人登氾結婚 ,

力新中国成立以来核市登IE結婚人数最多的一天。2009年 9月 9日 ,因力

与 “K長久久"諧音 ,上海再一次出現了箸婚熱。

A2008年登泥第婚的人最多

B年肇人喜攻在特殊的日子錯婚

C北 京奥近会升幕那夭上海登泥結婚的人数足全国最多的

D2009年 9月 9日 登泥策婚的新人格来不会高婚

62.“ 大象求医"是一ス1美予大象和人癸友好相姓的有趣故事 :有一天清晨 ,

工作人員図1打弄大日,就兄一只大象靖在日日高声口‖着 ,管理人員弄始没

注意 ,想把大象赳走 ,但大象不原意萬升。管理人員感到奇怪 ,便眼着官

来到了一群象中,友現地上茄着一共被打物的大象 ,速吋他オ明白了大象

的意思。

A大象来我工作人員給 自己看病

B大象俄了,所 以不尽意高升

C管理人員被大象的口‖声少醒了

D大 象来伐管理人員治庁受物的同伴

63.“ 傷心小吃店"得名千一次偶然的机会。店主的朋友来速今小店吃末西 ,

由干地図1図1失恋 ,又被店里的辣椒辣出了眼潤 ,所以地干脆大哭了一場。

哭道以后 ,地痛苦的心情得到了後解。干是 ,店 主想出了 “傷心小吃店 "

速今名称 ,一方面因力遠今名字好玩りL,可 以吸引販客 ,男一方面也因力

他11小店的辣椒辣得億人。

A吃辣椒会使人快示

B店 主■朋友給小吃店取名

C“傷
`む

小吃店"的 辣椒ヨト常辣

Dス 有失恋的人オ会去 “物′む小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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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中国的功夫屯影需要新的思想 ,需要重視文化的作用。好的屯影庄核沸中

国人 自己的故事 ,中国功夫片中的人物庄該反映中国人的生活]慣和思想

看法 ,而不立只是 “会打的机器 "。

A功夫片的演員泣核会武木

B中 国功夫片的早演必須足牛人

C中 国的功夫屯影受Jll了 国外規人的喜愛

D中 国功夫片供有好看的功夫是不修的

一輌装満乗客的公共汽車滑着下山的公路快速前遊着,有一介人在后面緊緊地

追赴着速輌革。一介乗客炊卒宙中伸出共来対追率的人悦 :“老兄 !算職,体

追不上的 !"“我必頒追上官,"速人一逸胞一逸悦 ,“我是速輌率的司机。"

A逮今人地得比率快

Bキ 里役可能没有司机

C来客雪襲着/AX共 汽率

D乗客汰メ迫汽率的人

就像人癸可以通道学コ掌握外国悟一祥 ,蜜蜂也可以理解不同地区的同癸

之同独特的舞昭悟吉 ,炊而正碗地侍通信息。一項研究江明:来 自IIIE洲 的

蜜蜂和来 自欧洲的蜜蜂有不同的舞躍動作 ,但両紳蜜蜂生活在一起能じ相

互交流信息 ,通道学可能じ理解彼此的悟盲 ,井能根据所侍通的信息成功

我到食物所在地。

A蜜蜂可以学コ人美的悟首

B不 同地区的蜜蜂有相同的悟言

C工 洲的蜜蜂可以垢憧欧洲的蜜蜂所悦的活

D不 同地区的蜜蜂二相学オ后可以成功交流信息

作力志思者 ,我感受到了逮倫工作的光茉≒責任。当我帯着工作江走在路

上的吋候 ,会有外国人主動向我微笑 ,有各紳人来向我回路。員然我本身

的工作地点不在街共 ,但是我知道速是人佃対干志原者的信任 ,我所肩負

的是代表志懸者形象 的重任。能じ来身参与此次込劫会 ,我 党得 十分

茉華。

65。

66.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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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人↑1ス 信任恙尽者

B恙鳳者的形象最重要

C作 力恙尽者 ,“ 我"十分 自豪

D作 力恙尽者 ,“ 我"的 工作是給外国人指路

68。 “会要是学生 ,会典是灯博",股市里要想扇得最大的牧人和利益 ,把握典

股票的吋同十分重要。以下是両紳普遍的情況 :一是冥対了股票 ,但不会

把握典点 ,錯果惜失了荻取利洞的良机 ,二是要錯了股票 ,要 了就降 ,降

了后更加舎不得美 ,結果不便号了銭 ,述浪費了机会和吋同。

A要般票浪費伐わ叶同

B学会何叶要股票比何叶美股票更准

Cス 要要対了般票,就 一定能荻得利潤

D逃捧合道的叶同美出股票是荻取不1洞 的美鍵

69。 道年道市燃放鞭胞逮一凩俗在我国己有両千多年的房史 ,我↑]不能対其逃

行筒単禁止。然而,燃放鞭胞存在危険,吋常有人因力燃放不当而受傷。

因此 ,我佃庄核加大力度宣侍燃放鞭胞的正碗方式及注意事項 ,預 防因燃

放不当造成的傷害。

A正碗燃放鞭飽可以避免受傷

B辻年辻市泣核禁止燃放鞭飽

C姪 常有小核ノL因 力燃放鞭飽而受傷

D辻年燃放鞭飽最近九年升始流行

70.本人力押士 ,有両室一斤住房一套 ,配有厨房和工生同,可 以倣仮洗操 ,

生活扱力便利。住房位千王府井大街 ,対面有莱市場 ,上班賄物交通方

便 ,空同没汁合理 ,家用屯器井全。現対外出租其中一同 ,月 租 1800元 ,

只限女生。

A房末想出告逮套房子

B作者的駅立足房屋中介

C逮是―ス1出 租房屋的声告

D房 末可以力租房的人提供一日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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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部 分

第 71-90題 :清逃出工晩答案。

71--73.

有位孤独的老人 ,元几元女 ,又体弱多病。他決定搬到券老院去。老人宣

布出告他漂亮的高梢公寓 ,底俳 80万決 ,但人↑]彼快就炒到了 100万決。俳

銭透在不断上漱。老人深陥在沙友里 ,十分悲況 ,要不是健康状況不行 ,他是

不会美悼速陪他度述大半生的房子的 .

一今衣着朴素的青年来到老人眼前 ,弯下腰 ,低声悦 :“ 先生 ,我也彼想

興速今公寓 ,可我只有 10万快銭。可是 ,如果悠把公寓典給我 ,我保江会辻

悠依旧生活在逮里 ,和我一起喝茶 ,演扱 ,散歩 ,天天都快快示示的――相信

我 ,我会用整顆心来照販悠 !"

老人微笑着点了点共 ,把公寓典給了他。

完成夢想 ,有吋 ,只要体捐有一顆愛人之心就可以了。

71.老人力什久要典房子 ?

A快伐          B房 子大 1日 了

CノL女不管化       D要 芸界老院生活

72.房子最后巽了多少銭 ?

A10万

C18万
B80万

D100万

73.老人力什久把房子共給年軽人 ?

A丙人是未戚       B年 軽人出含高

C被年卒人瑞了      D年 老人能給老人快禾

74--77.

小張在一家姿洵公司工作 ,忌党得 自己没有得到頷早的重視。他経常想 8

“如果有一天能兄到老忌,有机会表現一下 自己的能力就好了 !"

小弘的同事小王 ,也有同祥的想法 ,他更逆一歩 ,去打断老思上下班的吋

同,算好老恵大概会在何吋逃屯梯 ,他也在逮今吋候去坐屯梯 ,希望能遇到老

意 ,有机会可以打↑招呼。

―… 13 -―



他↑]的 同事小李准各得更加充分。他先充分准各了対公司友展的建援事 ,

然后洋銅了解老恵的杏斗道程 ,弄清老恵半立的学校、共趣愛好、美心的同

題 ,対打招呼的方式也逃行了精心没汁 ,在算好的吋同去乗坐屯梯 ,眼老忌打

道几次招呼后 ,終干有一天眼老意長淡了一次 ,提交了建洪 ,不久就争取到了

更好的取位。

壼人借失机会 ,聴明人善孤机会 ,成功者CJ造机会。机会只姶准各好的

人 ,逮 “准各"二字 ,井ヨト悦悦而己。

74.美干小張 ,下面邸項正碗 ?

75。

76.

A能カヨト常張

C有想法,没行動

美干小李 ,下面明卜項不正碗 ?

A眼頷早足朋友

C准各得比小張充分

作者汰力成功者必須 :

A共臓聴明

C有好工作

B々 飯早美系役好

D ttall了 更好的工作

B対老恙十分了解

D最終受Ell了 頷早重視

B非 常幸近

D能を1造 机会

77.上文主要淡了什次?

A准各和成功

C春 人和聴明人

B工作和屯梯

D如何得至1好 工作

78--82.

25年前 ,有位教社会学的刈教授 ,曽 ‖‖班上学生到一介ゴト常貧労的村子

里 ,凋査 200名男核りL的成K背景和生活不境 ,毎今学生的結稔都是 “逮些骸

子将来肇元出共的机会 "。

25年后 ,男一位教授友現了速倫研究 ,他叫学生徴后鎮凋査 ,看逮些男

核りL今天是什久状況。箸果根据凋査 ,除了有 20名 男核りL搬家或述世 ,剰下

的 180名 中有 176名 成就不一般 ,其中彼多人成了著名的律師、医生或商人 .

遠位教授在意外之余 ,決定御底凋査此事。他我到了当年的那些男核りL,

向他個洵同同一企同題 :“弥今 日会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什久?"結果他個都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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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今相同的答案 :“ 因力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師。"

逮位老炉如今早己径退休了,員然年辺 ,但逐是耳聴 日明,教授我到地

后 ,同地到底有什久亦法 ,能性逮些在究山村的核子今今出人共地。速位老教

用微笑着回答道 :“其実也没什ム,我愛速些核子。"

78.第一次調査的錆沿是什ム ?

A村子役資奔 B不境同題比較芦重

C核 子↑1没 有友晨前途   D核 子11得 不到好的教育

79.在上文里 ,“ 出共"是什ム意思 ?

A荻得成功 B企子掟高

C受 至1良 好教育      D伐 到一分好工作

80。 美子第二次凋査 ,可以知道什ム ?

A不大成功 B也是劇教授徴的

C多 数核子成年后役成功  D第 一次調査的錯発役可隼

81.速些核子K大后成功的美鍵是 :

A老姉的愛 B家庭教育

C社会不境        D把 握住了机会

82.根据上文 ,下面邸項正碗 ?

A逮位老岬一企人生活

B核子佃ヨト常尊敬速位老帰

C逮位老師所有的学生都役成功

D丙位教授対逮些核子的成功不覚得意外

83--86.

“扇了!"当看到女りL周 洋得到冬季奥這会速度滑水 1500米冠軍的吋候 ,

守在家中屯祝机寿的父来周継文和母来王淑英都激劫得跳了起来。姑姑、姐

姐、姐夫和家里的郊居都力周洋的寺冠激劫不己。周家成了欺示的海洋。得到

冠軍后 ,周洋悦的活感劫了屯机机前所有的規余 8“ 可以辻我雀我婦生活得更

好一点りL。 "周銚文和三淑英腿上都有残疾 ,而且両人都没有稔定的工作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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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厨姉 ,弄道小店 ,家庭 llA人基本集給男1人打短工 ,所以当吋生周洋的吋候 ,

両人眼其他父母想要りL子 的想法不同,就想要一今女りL,因力家里実在大 困

雄了。

由予出生在羊年 ,父来蛤女りL取名周洋 ,意在辻核子的未来像海洋一祥寛

声。小周洋健康成長着。然而,在 4歩 那年,周 洋患了一場大病 ,忌是比子

痛 ,整天哭岡,不得不倣手木。后来 ,父母伯周洋身体不好 ,就辻地鎌ヨ滑

水 ,没想到 ,一滑就滑成了世界冠軍。

83.周洋的父母力什ム想生今女該几 ?

A女核子垢活

C赤不起男核子

84.炊得到冠軍后所悦的活中 ,

A孝順父母

C喜 茨安静

Bス 喜攻女核子

D己 姿生了企男核子

可以知道周洋是今什久祥的人 ?

B〕1妹 刻苦

D性格像男核子

父母力什久要辻周洋鰊滑水?

B枠更多的伐A殻燎身体

D没人陪周洋玩りLC得奥近会冠写

86.美干周洋的父母 ,下面正碗的是 :

A工作稔定        B一 宣役有伐

C都足残疾人       D周 洋をを当ilt教 塚

87--90,

女該りL聴明善良却不じ自信 ,地喜炊上同院里的一介男核りL。 両今人及小

一起K大 ,男 核りL太 了解女核りL了 ,只把地当倣妹妹。一天 ,両人一起看 屯

祝 ,男核りL被 屯祝里女明星的美貌所深深吸引,女核りL彼好奇 ,同 道 :“体看

什久看得如此寺心?"男 該りL有点りL不好意思 ,就鳴地悦 :“那位歌星的項健真

漂亮 !"

后来 ,女骸りL在商坊里看到了同祥的項鍵 ,但是俳格不便宜。女核りL犯豫

再三 ,但想起男核りL看屯祝吋的祥子 ,逐是下決心要一条。由干伐没帯じ ,女

核りL先交了定金 ,下 回ネト井銭再取貨。女核りL后来又去了商坊交伐 ,ネト井了項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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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的銭,就猥自信地国家了,辺走逸想8我戴了美雨的項撻,核多好看邸!像

屯祝里的那位女明星一祥,男核几一定会喜次我的……女核りL越想越美,猥高

共地回家了,一路上回共率彼高。遊了大院,男核几在与人柳天りL,拾共見了

女核几,友現女核りL像是変了一介人似的,1卜常漂亮。女核りL更得意了。回到

家里,女核りL友現自己腺子上的項健没了,ヨト常着急,一路我回去,一宜我到

商易里,原来,項健遜在那りL, 女核りL忘了拿走。

自信的力量碗実能じ吸引人 .

87.男核りL一牙始力什ム没有愛上女核りL?

A女核ノL不 漂売         |B女核ノL牌 気不好

C女咳ノL愛 乱要木西 D対女核ノL大 熟悉了

88.女核几力什久想要項健?

A党 得便宜 B喜攻高楷貨

C想模夕女明星 D力 了荻得男核りL的 喜次

89。 男核りL后来力什久党得女骸りL変漂亮了?

A女核ノLK大 了 B女核ノL交 自信了

C女核ノL裁上了項健 D役 多人悦女該りL漂 亮

90。 根据上文,可以知道什ム?

A自 信使女核りL更美 B男 核りL喜攻郡串項撻

C女核ノL一 宣裁着項撻   D項 健使男核ノL愛 上女核ノ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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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牟 写

第 一 部 分

第 91-98題 :え戌旬子 .

例如8友表  速篇稔文  什久吋候  是  的

遠篇沿文是什ム吋候友表的?

91.研究成果  報道  被  他的  己姪  了

92.速紳  安装了  破璃  半透明的  工生同

93.了不起  没汁者  彼  遠英  商品的  的碗

94.規ヌJ  清工程炉  把  一遍  再  張凋

95,不得不  清求  辞取的  頷早  答庄  他

96。 実現了  恭喜  夢想  自己的  体

97.非常  恣度  対速今項目的  王意  冷淡

98.武巻  扱其  逮几今  学生的  答得  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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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第 99-100題 :写短丈。

99。 清錆合下列洞悟 (姜全部使用),写一篇80字左右的短文。

青心  成績  班主任  教育  思考

100.清錆合逮張国片写一篇80字左右的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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