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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K 标准教程 4上》课本相关练习参考答案

第 1 课 简单的爱情

热身 1
（1）D
（2）E
（3）B
（4）A
（5）F
（6）C

比一比

做一做

（3）你 刚才 不在办公室，我把东西给你同事了。

（4）不好意思， 刚才 我太忙了，没时间跟你说话。

（5）我 刚 搬来一个星期，对这儿的环境还不太熟悉。

练习 2
（1）他们两个人 共同 努力，终于完成了工作。

（2）那个地方特别漂亮，每年都会 吸引 很多国内外的游客。

（3）在我的 印象 中，他一直是个很幽默的人。

（4）我是一个南方人，很难 接受 每天吃面条。

（5）这个事你最好先问一下李老师，这方面他比我 熟悉 。

（6）A: 下个星期的游泳比赛你参加吗？

B: 你别跟我 开玩笑 了，我没学过游泳，怎么参加比赛啊？

（7）A: 小李这个人怎么样？

B: 他虽然 脾气 很大，但工作很认真。

（8）A: 真 羡慕 你，找了个那么漂亮的女朋友！

B: 她不仅长得漂亮，也很聪明。

（9）A: 都这么晚了，他怎么还没到？

B: 他以前 从来 不迟到，今天是怎么了？

（10）A: 这个电影讲了一个爱情故事，很浪漫，让人特别 感动 。

B: 你们女孩子就是喜欢看这种电影。

扩展

做一做

（1）A: 我 感冒 了，明天想请一天假。

B: 没问题。你最好去医院看一下。

（2）张老师上课的时候经常讲一些有趣的故事，让这些一年级的学生们对历史越来越 感

兴趣 了。

（3）等车的时候，我随便买了张报纸，看了没几页，就看到一个小故事，虽然不长，但是

让我很 感动 。

（4）当你帮助别人时，不但会让别人 感到 被关心，你自己也会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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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课 真正的朋友

热身 1
（1）F
（2）C
（3）E
（4）A
（5）B
（6）D

比一比

做一做

（3）今天早上起床晚了，上课 几乎 迟到了。

（4）我的房间跟这个教室 差不多 大。

（5）要不是你给我打电话，我 几乎 忘了咱俩见面的事。

练习 2
（1）每个人对幸福都有不同的 理解 。

（2）我喜欢现在住的地方，很方便。不像以前住的地方， 周围 一个超市都没有。

（3）生活就像 镜子 ，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如果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

（4）周末总是一个人在家太 无聊 了，你应该找朋友出去逛逛街、看看电影、吃吃饭。

（5）我刚来这儿的时候很不 适应 ，后来慢慢习惯了，也交到了很多朋友，我越来越喜

欢这儿的生活了。

（6）A: 上车吧，我送你。

B: 不 麻烦 你了，我坐出租车回去。

（7）A: 周末的同学聚会你参加吗？

B: 当然，有几个同学毕业后就没 联系 了，正好借这个机会见见。

（8）A: 都九点了，你怎么还不起床？

B: 昨晚看足球比赛看到两点半，这不是周六吗？ 平时 哪能睡到九点？

（9）A: 小李，那个女孩儿是谁啊？你认识？

B: 应该不认识，但是 好像 在哪儿见过。

（10）A: 经理，我丈夫生病了。我想请一天假， 陪 他去医院看看。

B: 好，你先把家里照顾好，工作的事别担心。

扩展

做一做

（1）A: 奇怪，我记得这条街上有一个咖啡馆的。

B: 没关系 ，我们找个地方坐坐就行。

（2）A: 你好，请问小李在家吗？

B: 他不在家，他游泳去了。

A: 好的，那我过一会儿再 联系 他吧，谢谢，再见。

（3）A: 你们两个的 关系 很不错？

B: 是，在我们班里，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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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课 经理对我印象不错

热身 1
（1）F
（2）D
（3）A
（4）E
（5）C
（6）B

比一比

做一做

（3）上个月经理去上海参加了 另外 的一个重要会议。

（4）等一会儿吧，我先看看菜单。 另外 ，给我来杯绿茶。

（5）衬衫没问题，但是裤子颜色不太好，你 另外/另 换一条吧。

练习 2
（1）他们这次招聘的要求虽然高，但是那些要求你都 符合 ，你应该去试试。

（2）看一个人怎么说话，常可以比较容易地 判断 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第一次跟女朋友见面的时候，他 紧张 得脸和耳朵都红了。

（4）她想借这次机会去长城看看，可是公司的事情很多，时间 安排 得很紧张。

（5）这里 提供 的工作机会是最多的，每天都有很多公司在上面发招聘通知。

（6）A: 走， 咱们 一起去跑步吧，锻炼锻炼身体。

B: 好主意，我很久没去运动了。你等我几分钟，我去换双运动鞋。

（7）A: 这次工作虽然时间非常紧张，但是 感觉 不是很难。

B: 一开始还担心完不成呢，现在好了，可以休息一下了。

（8）A: 校长，这份 材料 我已经按照您的要求改好了。

B: 好的，先放我办公桌上吧，你再帮我发一份电子邮件。

（9）A: 你不是去打篮球了吗？怎么还在上网？

B: 外面刮大风了，现在只好 留 在家里上网了。

（10）A: 王老师真是一个特别 准时 的人。

B: 对，我还从来没见他迟到过呢。

扩展

做一做

（1）午饭后不要马上睡午觉，另外，午睡的 时间 太长也会影响健康。

（2） 平时 我骑自行车上下班，可是今天起晚了，所以就打车来公司了。

（3）当你想发脾气的 时候 ，试试在心里数数。从 1 数到 10，之后你会发现自己没有那

么生气了。

（4）每个人都有缺点，但我们应该努力发现自己的缺点， 及时 去改。

（5）上个星期去北京，飞机不仅 准时 起飞，而且还早到了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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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课 不要太着急赚钱

热身 1
（1）D
（2）F
（3）E
（4）A
（5）B
（6）C

比一比

做一做

（3） 原来/本来 我大学是学中文专业的，只是后来当了律师。

（4）我 本来 星期二就能回来，但是公司让我再调查一下，所以我就留下继续工作了。

（5）我在后面叫她，可她一直没回头。等到了她身边，才发现 原来 我认错人了。

练习 2
（1）飞机 10 点 按时 起飞，请大家不要着急。

（2）她们虽然是姐妹，但是性格 完全 不一样。

（3）我本来以为这件事会很 顺利 ，没想到遇到这么多困难。

（4）没想到那天突然下起了大雨，所以他 不得不 又在这里住了一晚上。

（5）两个人在一起生活，都要对家有 责任 感。

（6）A: 希望我们的工作能让您满意。

B: 我非常满意， 一切 都安排得很好。

（7）A: 这份调查明天上午交，你写好了吗？

B: 还差一点儿，您放心，我 保证 明天 9 点前给您。

（8）A: 今天下午的会议 提前 一个小时，改在两点开。

B: 我已经看到通知了，谢谢你。

（9）A: 听说你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在这个公司工作了。

B: 是的，这让我 积累 了很多工作经验。

（10）A: 今天是王红的生日，记得给她打个电话。

B: 谢谢你的 提醒 ，我差点儿忘记了。

扩展

做一做

（1）如果你在 法律 上有什么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位律师。

（2）关于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去问问叔叔？可能他有好 办法 。

（3）要了解每个人的脾气、性格、能力等，这样才能在他们出错时选择合适的 方法 帮

助他们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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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课 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热身 1
（1）F
（2）A
（3）D
（4）C
（5）B
（6）E

比一比

做一做

（3）这家饭馆儿的面味道很 特别 ，在当地非常受欢迎。

（4）她换上了新买的那双鞋，穿了一条裙子，看上去 特别 好看，又说又笑，好像变了

一个人。

（5）现在对历史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我写了几本书，希望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尤

其 年轻人。

练习 2
（1） 邀请 别人吃饭，最好提前几天联系。

（2）女儿喜欢在电脑上看电影，可我还是更愿意去电影院看，因为我觉得电影院的 效果

更好，那儿更吸引我。

（3）调查发现：购买我们电脑的人中，有 75%是因为 受到 我们广告的影响，有 11%的
人从来没看过我们的广告。

（4）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你，以后遇到 任何 问题，你都可以和我联系，我会想办法帮

你解决。

（5）我认真 考虑 了一个晚上，最后还是决定不去那家公司了。我想留在北京，看看还

有没有别的机会。

（6）A: 这条红裙子你穿着挺好看的。

B: 不过今年不怎么 流行 这个颜色。

（7）A: 小王，又去逛街了？买什么东西了？

B: 现在正是换季，好多商店都在 打折 ，你看，这些东西都比平时便宜了一半还多。

（8）A: 我想换 台 笔记本电脑，你知道哪种好吗？

B: 我也不太清楚，你先上网看看吧，多比较比较，然后再做决定。

（9）A: 今天是小王请客？他有什么高兴事呀？

B: 他搬新家了，晚上请老同学们去家里吃饭， 顺便 看看他的新房子。

（10）A: 咱们这些 家具 都旧了，这次搬家，我们换新的。

B: 沙发换颜色亮一点儿的，现在这个颜色太深。

扩展

做一做

（1）美女的 标准 一直在变，但是不管什么时候，最重要的都是健康。如果没有了健康，

也就没有了美。

（2）现在有个通知，十一月七日上午八点在图书馆三楼会议室开会，希望大家 准时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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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3）各位乘客，前方到站是西直门。西直门是换乘车站，换乘车站乘客较多，请下车的乘

客提前做好 准备 。

第 6 课 一分钱一分货

热身 1
（1）B
（2）A
（3）D
（4）F
（5）C
（6）E

比一比

做一做

（3）这瓶葡萄酒 值 一千块。

（4）这个问题 值得 大家注意。

（5）一件毛衣不 值得 花两千块。

练习 2
（1）喂，孙阿姨吗？我是小周。不好意思这么晚 打扰 您。

（2）谢谢大家这一年来对我的 支持 和帮助，能和大家一起工作，我感到非常高兴。

（3）王小姐在商场买裙子。她从试衣间出来后， 售货员 说：“您穿这条裙子有点儿大。”

（4）我们调查的近七千名上班族中，有 百分之 六十四的人经常加班。

（5）这种水不仅很好喝，用它来洗脸对 皮肤 也很有好处，所以价格要比其他水贵一些。

（6）A: 你 尝 了吗？这次蛋糕做得怎么样？

B: 很好吃，没想到你水平提高了这么多。

（7）A: 计划书你看了没？

B: 看了， 各 方面都介绍得挺不错。

（8）A: 这个纸箱里面是酒，麻烦您搬的时候 轻 一点儿。

B: 好的，我会注意的。

（9）A: 现在买沙发，能免费送货上门吗？

B: 可以，我们三日 内 给您送到。

（10）A: 今天购物 满 四百元的顾客可以免费获得一份小礼物。

B: 咱们已经买了三百八十多了，再买两双袜子就够了。

扩展

做一做

（1）小时候，大家都说我长得像我妈， 尤其 是眼睛和鼻子。

（2）他和弟弟虽然是同一天出生的，但是他们俩除了长得很像外，几乎再找不到 其他 共

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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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了找到最美丽的地方，有些人总是不停地去找，却从不注意身边的地方。 其实 ，

如果他能停下来，也许就会发现最美的地方就在身边。

（4）大学毕业前找工作时，首先，要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其次 ，还要知道自己能干什

么。

（5）8 小时内，共有 1620 个女人经过这面镜子， 其中 1/3 的人花很短的时间看镜子中

的自己；而经过镜子的 600 个男人，差不多每个人都会照镜子，大多数还会看看四周，

看有没有被人注意。

第 7 课 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热身 1
（1）E
（2）C
（3）F
（4）A
（5）B
（6）D

比一比

做一做

（3）已经这么晚了，老师 估计/可能 休息了，你别打电话了。

（4）我看这是不 可能 的事情，网上的消息可不能全信。

（5）你看，那个人最 可能 想做什么？

练习 2
（1）经理让服务员把所有桌子都 擦 干净。

（2）第一印象是 指 在第一次见面时给别人留下的印象。

（3）生气时不要急着做决定，因为这个时候做的决定可能让你 后悔 。

（4）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希望比赛的时候把每个 动作 都做好。

（5）我本来以为她会 反对 我这么做，没想到她竟然支持我。

（6）A: 你的腿怎么了？快坐下休息一会儿吧。

B: 没事儿，大夫说不 严重 。

（7）A: 你看一下，现在有多少人同意这个计划？

B: 一共有十五个人， 超过 了三分之二。

（8）A: 今天的晚饭怎么样？

B: 特别好吃， 辛苦 你了，一会儿我来洗碗。

（9）A: 你觉得老孙这个人怎么样？

B: 老孙是个非常热情的人，他总是能在第一时间 出现 ，帮助大家解决问题。

（10）A: 你毕业后有什么打算？留北京还是回江西？

B: 还没决定，我在考虑要不要读 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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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

做一做

（1）A: 听说你去丽江玩儿了？那儿怎么样？

B: 那里特别美， 空气 也很新鲜。

（2）A: 为什么有的孩子喜欢发 脾气 呢？

B: 他们主要是想从爸妈那里得到一些好处。

（3）A: 来北方好几年了吧？你觉得北方和南方的 气候 一样吗？

B: 夏天差不多，但是冬天北方比较干。

（4）A: 你怎么还没到啊！我已经等了你一个小时了。

B: 别 生气 ，我马上就到门口了。

第 8 课 生活中不缺少美

热身 1
（1）E
（2）F
（3）B
（4）D
（5）A
（6）C

比一比

做一做

（3）那个饭馆的菜不仅好吃，而且价格不贵，以后咱们可以 经常 去。

（4）这个工作 经常 要加班，几乎没时间陪孩子，这个让我受不了。

（5）很多 30 多岁左右的年轻人，平时工作紧张，他们 往往/经常 是饿了才吃饭，渴了

才喝水。

练习 2
（1）有的人认为，心情 放松 、身体健康才是真正的幸福。

（2）她听到这个消息后 伤心 地哭了。

（3）这次招聘会提供了差不多 1000 个工作机会，请同学们 积极 参加。

（4）很多小孩子觉得所有东西 只要 一哭就能得到。

（5）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有名的律师，终于向所有人 证明 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6）A: 终于爬上来了，累死我了，这山太高了！

B: 看来你真的是 缺少 锻炼，以后每天跟我一块儿跑步吧。

（7）A: 你今天的面试怎么样？

B: 经理说会认真考虑一下，让我别着急， 耐心 等消息。

（8）A: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发生 什么事情，都不要着急。

B: 谢谢您的关心，我记住了。

（9）A: 你喜欢听什么样的歌？

B: 我喜欢那些比较慢，听着让人感觉很浪漫，心情 愉快 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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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 你的东西怎么 到处 乱放呢？快去打扫一下！

B: 知道了，我一会儿就去。

扩展

做一做

（1）A: 我正想找你呢，你说让他学什么专业好？

B: 这 主要 还得看孩子自己的想法。

（2）A: 上次的事太谢谢你了， 要是 别人，估计就办不成了。

B: 你太客气了，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告诉我。

（3）A: 明天的面试很 重要 ，你最好早点儿出门。

B: 我知道，你别担心了，我一定会准时到的。

（4）A: 真让人羡慕！我本来也想学法律专业的，但是最后没考上。

B: 其实做什么工作都一样， 只要 用心，都能做好。

第 9 课 阳光总在风雨后

热身 1
（1）B
（2）D
（3）F
（4）C
（5）A
（6）E

比一比

做一做

（3）我不了解这件事情的 经过 ，你问问其他人吧。

（4） 通过/经过 这段时间的学习，他的汉语水平提高了不少。

（5）有些人 通过 节食的方法来减肥，虽然有效，但是时间长了对身体没有好处。

练习 2
（1）我住的地方离地铁站有点儿远，走路 至少 要三十分钟。

（2）所有的困难都是 暂时 的，要有信心，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

（3）“爱”和“喜欢”有什么 区别 ？我认为“爱”比“喜欢”的感情更深。

（4）其实，只要我们真正努力过了，就不需要太关心结果。因为不管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

在努力的 过程 中，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

（5）减肥不只是为了瘦，更是为了健康。 正确 的减肥方法是按时吃饭，多吃水果，多

运动，而不是饿肚子。

（6）A: 师傅，麻烦您快点儿行吗？我 得 在九点之前到大使馆。

B: 不用担心，保证按时把您送到。

（7）A: 你哥不是说三点到吗？都过去半个小时了，怎么还没出来？

B: 他还得去 取 行李箱，您别担心，我打个电话问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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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 外面热吗？你怎么满头大 汗 ？

B: 电梯坏了，我爬楼梯上来的。

（9）A: 你考虑清楚了？真的要 放弃 这次机会？

B: 是的，我妈妈身体不太好，我决定留下来照顾她。

（10）A: 你研究生考试考得怎么样？

B: 数学可能考得不太 理想 。

扩展

做一做

（1） 做事情，不要一开始就考虑过多：会不会很难， 结果 会怎么样……这些其实都不

重要，关键是要勇敢地去做，只有去做，一切才有可能。

（2）春天天气时冷时热，容易感冒，医生提醒人们要注意室内空气质量，早上起床后应该

打开窗户换换空气。 如果 感冒了，要及时去医院。

（3）水果减肥法是指通过每天只吃水果而不再吃别的东西来减肥的一种方法。这样减肥虽

然有一定的 效果 ，却很不健康。

第 10 课 幸福的标准

热身 1
（1）F
（2）A
（3）E
（4）B
（5）D
（6）C

比一比

做一做

（3）大部分人每天晚上至少应该睡 7 个小时， 不过/但是 这个标准并不适合每一个人。

（4）对不起，先生，我们店的刷卡机坏了，只能用现金。 不过 商场附近有家银行，您

出了门右转，走到头儿就能看到。

（5）这次亲戚来北京 不过 住两三天，就让他来家里住吧，不用住宾馆了。

练习 2
（1）一个不知道自己缺点的人， 永远 都不会想要去改变。

（2）他们两个人打球的水平差不多，很难分出高 低 。

（3）我刚学会开车，水平一般，还经常走错路。朋友 建议 我平时多开车出去走走，熟

悉一下道路情况，这样慢慢就好了。

（4） 解决问题时，一个人的知识常常是不够的，所以人与人之间需要交流。在交流过程中，

一方面，丰富了知识，提高了能力，另一方面，又 拉 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

（5）人比动物聪明，但动物仍然有很多值得人学习的地方。拿狮子来说，它们 困 的时

候才睡觉，饿的时候才吃东西，永远不为昨天的事烦恼，也不为明天的事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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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你最近忙吗？哪天有 空儿？

B: 干什么？又想让我陪你去逛街呀？

（7）A: 礼拜天 我们去学校的体育馆打网球吧？

B: 好啊，不过周末人会不会很多？

（8）A: 房间里这么暗，怎么不开灯呀？你身体不舒服？

B: 没有，我本来 躺 在沙发上看书，结果睡着了。

（9）A: 很多女孩子都希望找一个个子高的男朋友，你呢？

B: 高矮没太大关系， 关键 是我得喜欢他、爱他。

（10）A: 怎么了？什么事这么不高兴？

B: 别提了，今天考试写 答案 写到最后，发现少了一个，又来不及改了。

扩展

做一做

（1）取得成功的人都 经历 过很多失败，他们和普通人的区别是，他们坚持了下来，正

是这种坚持，使他们从失败走向了成功。

（2）我哥哥今年 26 岁，现在正在读硕士研究生，学的是 经济 法专业。我觉得他不但能

力强，而且脾气好，将来一定能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3）我们长大的过程，就是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在失败中慢慢积累 经验 ，在成功中

慢慢获得信心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