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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s taking the H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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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tier HSK test prep materials, comprehensively honing students’ test-taking skills.

 Explains effective test-taking strategies that are specific to the HSK.

 In-depth analyses of 100 actual exam questions, and several practice exam questions.

 Two full mock exams, for students to experience the entire process in preparation for the actual exam.

New HSK Tutorial Courses

93

Test Resources



Explanations of how to 
crack the exam

Mock exams and additional practice 
question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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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技巧

1. 听前，看一下试卷上的句子，想想可能会听到的内容。

例  题

题：

姐妹俩性格差不多。

听力录音：

虽然她俩是姐妹，性格却很不一样。

看了本题的句子，我们可以知道听到的内容很可能会有“姐妹”，同时谈姐妹的性格，考生可以听前

想想，听力的内容是姐妹的性格“一样”或“不一样”。这个题应答错（×）。

下面，我们给出3个题，大家先来猜一猜：

题1：

签证已经办好了。

题2：

广告词应该简短。

题3：

小王今天要加班。

请想一想，这3个题的听力内容可能与什么有关，然后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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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关词汇

时 间 

过去  现在  后来  未来  将来  事先  最初  目前  至今  如今  最近

昨天  今天  明天  去年  今年  明年  马上  一会儿  经常  以来  以前

以后  早上  上午  中午  下午  傍晚  晚上  夜  公元  时代  古代

近代  现代  年代  世纪  按时  准时  刚才  刚刚  始终  同时  暂时

年  月  中旬  星期  周末  礼拜天  号  日历  日期  点  小时

刻  分钟  秒  时间  期间  阶段  时候  时刻  时期

数 量 

第一  比例  百  千  万  亿  甲  乙  丙  丁  几 

多少  整个  整体  总共  全部  任何  所有  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个别  个人  各  各自 

每  半  两  俩  无数  许多  唯一  一切  某

度量衡 

公里  里  分之  公斤  两  厘米  米  立方  平方  吨 

表示数量增加或减少 

多  少  长  短  大  小  重  倍  宽  剩  差 

升  降低  损失  缩短  缩小  提高  缺乏  缺少  促进  增加  增长 

扩大  减少  等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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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二  地点题

一	 题型介绍及样题分析

题型介绍 

考生可以先看选项，从选项中知道这个题是地点题后，在听时一定要注意男的

和女的谈话的场景，一般可以从他们谈话内容来判断他们谈话的地点。

样题分析 

  男： 车快开了，我要上车了。

  女： 好，祝你一路平安。到了以后给我来电话。

  问： 他们最可能在哪儿？

A 车站 B 学校 C 医院 D 机场

“一路平安”为关键词，很明显，这是离别的场景，一般离别的场景涉及的地方是车

站、机场等，“火车”这一关键词说明地点是在火车站，正确答案选A。

  男： 肚子该饿了吧？附近有一个吃海鲜的地方，很有名，要不我们去那儿吃？

  女： 抱歉，我对海鲜过敏，我们换一个地方吧。

  问： 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

A 不饿 B 不想换地方 C 对海鲜过敏 D 在讽刺男的

1

2

题号 答案 说	 明

 9 D
“这儿能坐100个人呢”和“我看还是从隔壁房间再搬20张桌子和椅子

吧”可知应该是120人来开会。

10 A “今天的温度有35度吧”和“要降8度呢”可知明天是27度。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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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A 导游 B 推销员 C 服务员 D 售票员 

二、阅读

第 一 部 分

第46—60题：请选出正确答案。

46—48．

在西方国家，人们结婚的时候，新娘一定要穿上白色的婚纱。 46  向他们表示祝

福，参加婚礼的人们要向新人的身上撒上彩色的纸屑。但在很久以前，人们撒的并不是

彩色的纸屑，而是谷粒。它表示一种美好的  47 ，希望新人结婚以后，能过上丰衣足

食的  48  生活。

46. A 因为 B 由于 C 为了 D 所以

47. A 祝愿 B 幻想 C 真理 D 运气

48. A 幸福 B 高档 C 繁荣 D 艰苦

49—52．

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叫苏秦，他是个很有名的政治家。年轻时，由于  49  不深，

曾到过很多地方做事，但都不受重视。回家后，家人对他也很  50 ，瞧不起他。这对

他的刺激很大。所以， 51 。他常常读书读到深夜，很疲倦，很想睡觉。于是，他想

出了一个方法，准备一把剪刀，一打瞌睡，就用剪刀往自己的大腿上刺一下。这样，疼

痛可以使自己清醒起来，再  52  读书。这就是苏秦“刺股”的故事。

49. A 学问 B 本领 C 目标 D 体验

50. A 热情 B 友好 C 称赞 D 冷淡

51. A 他下定决心，认真读书 B 他很悲观，认为生活没有意义

 C 他巴不得离开家乡 D 他决定不再读书 

52. A 迅速 B 控制 C 陆续 D 接着

53—56．

乌鸦站在高大的  53  上，轻松自由。一只小兔子看见了，心中非常羡慕，就问

乌鸦：“乌鸦大哥，你这么  54  快乐，真好呀，我能不能跟你一样，也整天呆着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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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介宾短语

介宾短语基本格式：A+介词+宾语+动词。 

介宾短语中的介词和例句如下：

1. “对”介词

“对”是一个很常用的介词，它常常用来引进行为动作的对象或者是关系者。如：

重复使用塑料袋对
4

保护环境极为重要。

2. “给”介词

“给”主要用来引出行为动作的接受对象。如：

请给
4

我来个拍黄瓜。

3. “由于”介词

介词“由于”通常用来引出原因。如：

由于
4 4

通讯技术的运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

4. “从”介词

介词“从”主要用来引进行为动作发生的起点。如：

我刚从
4

一个大学毕业。

5. “在”介词

“在”使用的范围比较广泛，它可以用来引进时间、处所、范围等。如：

他在
4

学习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

6. “用”介词

介词“用”常常用来引出动作行为所使用的工具、材料等，使用范围比较广。如：

她准备用
4

高档布做一套衣服。

7. “经过”介词

介词“经过”通常用来引出达到某一目的所用的方式、方法。如：

经过
4 4

努力，他终于得了冠军。

8. “向”介词

“向”表示行为动作的方向。如：

他向
4

银行正式提出了贷款的请求。

9. “通过”介词

介词“通过”经常用来表示达到某种目的或结果所使用的手段、方法。如：

通过
4 4

游览长城，我们认识到了古代人民的智慧。

模拟试卷（一）

1

新 汉 语 水 平 考 试
HSK（ 五 级）

模拟试卷（一）

注    意

一、HSK（五级）分三部分：

 1. 听力（45题，约30分钟）

 2. 阅读（45题，40分钟）

 3. 书写（10题，40分钟）

二、听力结束后，有5分钟填写答题卡。

三、全部考试约125分钟（含考生填写个人信息时间5分钟）。

Thorough explanations of vocabulary, 
systematic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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