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HSK 标准教程 4下》课本相关练习参考答案

第 11 课 读书好，读好书，好读书

热身 1
（1）D
（2）C
（3）E
（4）B
（5）A
（6）F

比一比

做一做

（3） 无论/不管 是工作还是学习，“光说不练”都是不行的。

（4）虽然压力很大，但是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 无论 如何一定不能放弃。

（5）阳光、空气和水， 无论/不管 是对动植物，还是对人来说，这三样东西都是不可缺

少的。

练习 2
（1）为了保证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按照“先下后上”的 顺序 上下车。

（2）科学的发展确实给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但也给我们 增加 了不少烦恼。

（3）虽然身高只有一米六零，但他却是世界上 著名 的篮球运动员。

（4）这个问题有点儿 复杂 ，你耐心听我给你解释一下，好吗？

（5）一个人的知识是 有限 的，所以人与人之间需要交流，交流能使我们丰富知识、提

高能力。

（6）A: 大夫，我的牙最近疼得 厉害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B: 你先躺这儿，张开嘴我看看。

（7）A: 你家的孩子真可爱，会说话了吗？

B: 会叫“爸爸”“妈妈”了，也能说一些简单的 词语 。

（8）A: 这是复习材料，复习要注意方法，要复习重要内容。

B: 时间可能来不及，不过 只好 这样了，这些语法知识太难了。

（9）A: 听说公司明年要搬，到时候我又得重新找房子了。

B: 这个消息 准确 吗？我怎么不知道？

（10）A: 你看过那位作家的小说吗？他的小说语言幽默， 内容 丰富。

B: 那当然了，他在国内很受欢迎，他的小说已经被翻译成了好几种语言。

扩展

做一做

（1）幽默是成功者的 共同 特点之一，也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一种生活态度。

（2）A: 网上买衣服没法试穿，大小不合适怎么办？

B: 没关系，号码不合适的话，店家一般都会 同意 换的。

（3）医生建议大家冬季在选择合适的锻炼方法的 同时 ，应该注意运动量不要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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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小孩子的小名一般都比较好听好记，而且很多都是两个 相同 的字，比如“乐

乐”“笑笑”“聪聪”等。

第 12 课 用心发现世界

热身 1
（1）A
（2）C
（3）D
（4）B
（5）F
（6）E

比一比

做一做

（3） 关于 怎样提高中文阅读能力，这一学习方法实践证明是有效的。

（4）现在人们 对于 自然环境越来越注意保护了。

（5）昨天在报纸上看到一篇 关于 这位明星的新闻，才知道她竟然还只是一位在校大学

生。

练习 2
（1）她表示要放弃这个去国外留学的机会，同学们都觉得很 可惜 。

（2） 如果你觉得心烦，可以吃点儿蛋糕或者巧克力，这些甜的东西 也许 会给你带来好

心情。

（3） 现在网上银行的 作用 越来越大。有了它，网上购物就方便多了，还可以在网上交

水费、电费等。

（4）你现在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有可能影响到你的将来。所以，做决定之前最好 仔细 考

虑一下。

（5）事情的原因和结果往往是互相联系的。一定的原因会 引起 一定的结果，有时候一

件事情的结果可能又是另外一件事情的原因。

（6）A: 咱们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我没 力气 爬了。

B: 一看就知道你不经常锻炼。

（7）A: 刚才手机没电了，听说你打电话找我了，有什么事吗？

B: 大家在教室 商量 晚会节目的事情呢，就差你了。

（8）A: 经理，新的计划发您信箱了，您看了吗？

B: 内容太简单，不够 详细 ，明天我们得再开会商量商量。

（9）A: 你有没有李律师的电话号码？我想问他几个法律方面的问题。

B: 有，我发到你手机上，你 直接 跟他联系就行。

（10）A: 怎么样？事情解决了吧？

B: 对，我向那位顾客 解释 了这次不能及时送货的原因，她表示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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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

做一做

（1）很多葡萄酒的瓶子都是深色的，这是因为太阳光会让酒的味道发生改变，而深色酒瓶

能起到保护 作用 。

（2）A: 我的钱包怎么不见了？钱和 信用卡 都在里面呢。

B: 你先别着急，仔细回忆一下，你最后在哪儿用过它？

（3）新闻往往 使用 数字来说明问题，所以这些数字必须是准确的，只有这样，才能证

明新闻的“真”，才是对读者负责。

第 13 课 喝着茶看京剧

热身 1
（1）F
（2）C
（3）E
（4）D
（5）A
（6）B

比一比

做一做

（3）师傅，我去机场。 大概 要多长时间？半小时能到吗？

（4）小孩儿的脾气变化很快。刚才还对你哭个不停， 也许 一下子就没事了，好像什么

都没发生过。

（5）您最近在拍哪部电影？能谈谈电影的 大概 内容吗？

练习 2
（1）今天的晚会太精彩了，特别是那些外国留学生 表演 的中国功夫，动作既标准又好

看，非常棒。

（2）这次 演出 举办得非常成功，吸引了不少当地的观众。

（3）凉茶味道虽然 苦 ，但对身体很有好处。另外，凉茶热着喝效果也很不错。

（4） 每天晚上，公园里都有一群老人在唱京剧。他们很喜欢唱京剧，虽然不是专业的 演

员 ，不过，他们唱得不错，听起来很有味道。

（5）很多大学生毕业后，选择的第一个职业，往往和自己的专业没什么关系，这种情况现

在越来越 普遍 。

（6）A: 这本小说这么 厚 ，什么时候才能看完啊？

B: 每天晚上看十几页，差不多一个月就可以看完。

（7）A: 你学得可真快！

B: 我小时候学过两年的舞，有点儿 基础 。

（8）A: 材料整理好了没？

B: 差不多了，我再检查一 遍 就给您送过去。

（9）A: 你想好了没？是 继续 读书还是参加工作？

B: 我考虑过了，我想先工作两年，然后再考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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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 孙小姐，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出发？

B: 大家先回房间 稍微 休息一下，半个小时后我们楼下集合。

扩展

做一做

（1）大熊猫样子非常可爱，深受人们喜爱。但是 数量 不多，全世界一共才有一千多只。

（2）了解顾客的实际需要十分重要，一样东西，不管它 质量 多好、多便宜，如果顾客

完全不需要它，我们就很难把它卖出去。

（3）A: 你们两个怎么样了？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B: 我们 商量 过了，就明年十月一号。

第 14 课 保护地球母亲

热身 1
（1）F
（2）E
（3）A
（4）D
（5）B
（6）C

比一比

做一做

（3）不少人刚开始运动时，会感到十分无聊， 于是/因此 很快就放弃了。

（4）那是 1994 年的冬天，那场雪下得特别大。大家都很激动， 于是 都跑到外面去玩儿

雪了。

（5）生活往往不会按照我们的计划来进行。 因此 ，光有计划还不行，还需要我们能及

时地对原来的计划做出改变。

练习 2
（1）为了 鼓励 大家少抽烟，人们将每年的 4 月 7 日定为“世界无烟日”。

（2）有的人总是不好意思 拒绝 朋友的要求，害怕这样会影响两个人的感情。

（3）按照规定，您只能免费带 20公斤的行李，超 重 的部分每公斤加收全部票价的 1.5%。
（4）不要因一时的成功而 得意 ，也不要因一时的失败而伤心，因为那些都已经过去，

重要的是怎样过好将来的生活。

（5）山东 省 烟台市是中国著名的“苹果之都”。由于气候等自然条件较好，那儿的苹果

个儿大，味道香甜，颜色也漂亮。

（6）A: 打扰一下，请问李老师在吗？

B: 他 出差 了。你找他有事吗？

（7）A: 喂，你还在逛街吗？我的钥匙 丢 了，进不了门，你快回来吧。

B: 好，我马上就回去。

（8）A: 实在 抱歉 ，我来晚了。今天晚上有点儿堵。

B: 没关系，请坐。你喝果汁还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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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 垃圾桶又满了，你去 扔 一下垃圾吧。

B: 好的，看完这个节目我就去。

（10）A: 马上就要毕业了，你准备在学校附近租房子吗？

B: 学校附近房子太贵。离学校远点儿没关系，只要离地铁或者公交车站近就 行 。

扩展

做一做

（1）这个月底，我和丈夫准备开车去长白山，那边 温度 比较低，所以要提前准备几件

厚一些的衣服。

（2）A: 小张，你有什么意见？

B: 按照现在的 速度 ，想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计划，好像有点儿困难。

（3）幽默是一种积极的生活 态度 ，不但可以减轻你工作上的压力，还可以拉近人与人

之间的距离。

第 15 课 教育孩子的艺术

热身 1
（1）C
（2）B
（3）E
（4）A
（5）F
（6）D

比一比

做一做

（3）这次你一定要按照要求认真填写，小心一点儿， 千万 别写错了。

（4）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孩子对一件事情感兴趣，那他 一定 会努力地去学习，效

果也会更好。

（5）事情的原因和结果往往是互相联系的。 一定 的原因会引起一定的结果，有时候一

件事情的结果可能又是另一件事情的原因。

练习 2
（1）已经放 寒假 了，去打球的人肯定不多，星期天我们去学校的体育馆打网球吧。

（2）这些只有三分之一吧，还有很多东西没来得及 整理 呢，下周再搬。

（3）如果遇到不得不 批评 别人的时候，态度要友好一点儿，不要让别人听了心里不舒

服。

（4）他的优点是有礼貌、诚实，能吃苦，就是太 粗心 了，不适合我们这儿的工作。

（5）孩子在受到 表扬 时，往往会对自己更有信心，对学习的兴趣也会更大，成绩当然

会提高。

（6）A: 因为那件事，她特别生我的气。

B: 放心吧，你也不是 故意 的，去跟她解释一下，她会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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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 你妹妹很可爱，但是好像不太爱说话。

B: 她只是有点儿 害羞 ，等跟大家熟悉了就好了。

（8）A: 这次大学同学聚会你联系得怎么样了？能来多少人？

B: 大约有一半吧，李进还专门从国外 赶 回来呢。

（9）A: 桌子上那个一直在 响 的手机是谁的？可能找他有什么急事。

B: 那是张经理的，他在会议室开会呢，你快把手机给他拿过去吧。

（10）A: 听说昨天那个招聘会提供了很多工作机会，你找到合适的公司了吗？

B: 这个招聘会主要是为经济和 管理 专业的学生举办的，所以没几个合适的。

扩展

做一做

（1）冬天皮肤往往容易变得干燥，女性朋友尤其应该注意 保护 皮肤，要多吃水果，比

如香蕉、苹果等等。

（2）爸爸说我小时候特别害怕打针，一看见医生就哭，他怎么都没想到，我长大后竟然会

成为一名 护士 。

（3）因为要申请去国外留学，她最近特别忙。一方面她要准备成绩证明、办 护照 ，一

方面还要跟国外的大学联系。

第 16 课 生活可以更美好

热身 1
（1）C
（2）A
（3）D
（4）E
（5）B
（6）F

比一比

做一做

（3）如果你们今晚还想看节目的话，最好现在就出发，再晚了 恐怕 就没座位了。

（4）我本来想放假就走，但 恐怕 现在走不了，老师让我翻译几篇文章。

（5）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要 怕 ，只要你努力，成功就离你越来越近。

练习 2
（1）虽然得到别人的 原谅 很容易，但要重新让别人再相信你却很难。

（2）爱批评人或者没有 同情 心的人是最不受欢迎的，这样的人即使很成功，朋友也很

少。

（3）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美丽的海南，这几天就由我带着大家 参观 。

（4）现在城市里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到 郊区 过周末。他们想找一个空气新鲜、安静的地

方好好放松一下。

（5）生活的关键就是：只要你努力做了，不管是 输 是赢，都一样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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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你们这个月空调卖得怎么样？

B: 不错，我们现在 推 出了“以旧换新”的活动，吸引了不少顾客。

（7）A: 他什么时候能和我玩儿？

B: 等他 预习 完课文再跟你玩儿，奶奶先陪你做游戏吧。

（8）A: 我考虑了很久，还是决定离开现在的公司。

B: 既然这样，那我们 尊重 你的选择。

（9）A: 我记得上次关教授把他的手机 号码 给我了，可是不知道写哪儿了。

B: 你当时好像写在本子上了，你看看上面有没有。

（10）A: 我想 报名 参加一万米长跑比赛，你参加不参加？

B: 恐怕不行，我下星期要考试了。

扩展

做一做

（1）我们的车出了点儿问题，但并不是特别 严重 ，很快就能解决，所以请大家放心，

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出发。

（2）讲话应先讲 重点 ，这样才能使别人更快地了解你想说的意思。

（3）有些问题虽然看起来很小，但是如果没有引起 重视 ，很可能会发展成大麻烦。

（4）他这些年做生意赚了不少钱，还拿出很大一部分去帮助那些经济有困难的人，所以获

得了大家的 尊重 。

第 17 课 人与自然

热身 1
（1）F
（2）C
（3）B
（4）A
（5）D
（6）E

比一比

做一做

（3）中午我给你打了好几 次 电话，你怎么都不接呢？

（4）他没赶上最后一 趟 公共汽车，只好坐出租车回家了。

（5）西红柿鸡蛋汤的做法很简单，我保证你一 次 就能学会。

练习 2
（1）这本小说就 剩 十几页了，我想看看最后到底怎么样了。

（2）刚才听 广播 说明天可能会下大雨，足球比赛恐怕要推迟了。

（3）您看这个沙发怎么样？我们年 底 有活动，正在打折，比平时便宜了一千块。

（4）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只要能在自己的工作中取得好的成绩，都应该赢得 尊重 。

（5） 很多自行车后面都有一个灯，虽然小，但用处却很大。每当后面汽车的灯光 照 到

它时，它就会反光，这样就能提醒司机前方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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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下了雨， 凉快 多了，前几天实在是太热了。

B: 是啊，前两天晚上热得都睡不着，今天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7）A: 你经常参加学校举办的舞会吗？

B: 不，我从来没参加过，我不太喜欢 热闹 。

（8）A: 工作半天了，起来活动活动。

B: 好，坐久了确实有些 难受 。

（9）A: 小李，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吧，说说你有什么条件。

B: 我，我喜欢 活泼 可爱的女孩子。

（10）A: 今天很 暖和 ，外面一点儿也不冷，你不用穿这么多衣服。

B: 好的，那我脱掉一件。

扩展

做一做

（1）真是没想到，四年的大学生活 竟然 这么快就结束了！

（2）A: 刚才太危险了，那辆车怎么回事？

B: 不知道， 突然 加速，估计是新手，刚学会开车。

（3）只要你不放弃努力，就 仍然 有希望。你总会找到一条合适的路，通往成功的目的

地。

（4）世界上有一种药是肯定买不到的，那就是“后悔药”。有些事情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再

也不能回头。 既然 不能重新来过，那么就把那些过去的事情放在心里，当成一种

回忆，然后勇敢地抬起头向前看，走好以后的路。

第 18 课 科技与世界

热身 1
（1）F
（2）B
（3）E
（4）D
（5）C
（6）A

比一比

做一做

（3）你先上网看看吧，多比较比较， 然后 再做决定。

（4）进了商店，妻子先买了一件衬衫， 接着 又买了条裤子。

（5）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下节课 接着 讲这个问题。

练习 2
（1）北京有一 座 山，叫香山，非常有名。每到秋天，满山都是红叶，风景特别漂亮。

（2）有些人直接拿自己的生日做银行卡或信用卡的密码。其实，这样做很不 安全 。

（3）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其他人来说，喝完酒开车都是极其 危险 的。

（4）说出去的话很难 收 回。因此，生气时不要随便说话，这时候说的一般都是气话，

会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甚至会伤害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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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位乘客，大家好，感谢大家乘坐此次航班，我们的飞机将于 20 分钟后 降落 在北

京首都国际机场。

（6）A: 饺子很香，不过鸡蛋汤稍微有点儿 咸 。

B: 那我下次少放点儿盐。

（7）A: 对面那条街上新开了一家理发店，听说那儿的理发师 技术 还不错。

B: 是吗？正好我也该理发了，那明天下班后我去试试。

（8）A: 我怎么觉得咱们好像 迷路 了？

B: 没有，我以前来过这儿，前面路口左转就到了。

（9）A: 能把照片发到我邮箱里吗？

B: 没问题，把你的邮箱 地址 告诉我，我整理好了就发给你。

（10）A: 今天下午我们还是两点在东门集合吗？

B: 时间不变， 地点 改在西门了。快去整理一下东西吧，我们马上出发。

扩展

做一做

（1）教育学生时，要根据学生的 特点 选择不同的方法。

（2）现在有个通知，十一月七日上午八点有中国文化研讨会， 地点 在图书馆三楼会议

室，希望大家准时参加。

（3）由于时间限制，这份材料我就不向大家详细介绍了，我只对其中的 重点 简单说明

一下。

（4）A: 你对小李的印象怎么样？

B: 他的 优点 是有礼貌，诚实，能吃苦， 缺点 是太马虎、太粗心了，不适合我

们的工作。

第 19 课 生活的味道

热身 1
（1）A
（2）D
（3）F
（4）E
（5）C
（6）B

比一比

做一做

（3）声音听着挺熟悉的，不过我一下子想不 起来 了。

（4）遇到烦恼事时，你应该想一些办法让自己从不高兴的心情中走 出来 。

（5）你回去后把今天大家在会上提的意见都整理 出来 。

练习 2
（1）请在表格上填好姓名、 性别 、年龄、职业等，然后再给我们传真过来。

（2）我觉得咱们还是换个地方住吧。这个小区太 吵 了，我怕影响孩子学习和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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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抽烟不但污染空气，影响身体健康，而且在加油站这样的地方抽烟非常危险，因此，

很多地方都 禁止 抽烟。

（4）要想更快适应新环境，其实有很多办法。比如，多和周围的人 打招呼 ，在别人遇

到麻烦的时候去帮一把，等等。

（5）这个京剧我一直想看，下星期六是他们在这儿的最后一 场 演出。中午你记得提醒

我去买票，否则我就没有机会看了。

（6）A: 先生，一共二百三十九块七。您付现金还是刷卡？

B: 现金。我带的 零钱 应该够了。

（7）A: 请问，您一共几位？

B: 我们一共四个人，麻烦你给我们找个安静点儿的 座位 。

（8）A: 明天几点到？八点来得及来不及？

B: 提前点儿吧，咱们还得负责 打印 会议材料呢。

（9）A: 我是专门来向您 道歉 的，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您。

B: 没关系，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你也别太放在心上。

（10）A: 李经理的电话一直 占线 ，去办公室找他，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开。

B: 他刚出去开会了，可能下午才能回来。

扩展

做一做

（1）注意速度，我们又不赶时间，太快了容易 发生 危险。

（2）商场年底有活动，正在打折，这个黑色的 沙发 比平时便宜了一千块。

（3）帮助别人可以积累人际关系，为自己的职业 发展 打下基础。

（4）出了南门向左走大约五百米，就能看到一个黄色的二层小楼， 理发 店就在一层。

第 20 路上的风景

热身 1
（1）E
（2）F
（3）C
（4）B
（5）A
（6）D

比一比

做一做

（3）这个题我做了三遍，可每次算出来的答案都不一样，真奇怪， 究竟/到底 是哪儿出

问题了？

（4）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很容易就成功，只有坚持 到底 ，才会有希望。

（5）生气多是由误会引起的，因此当你觉得自己要生气的时候，最好先弄清楚 究竟/到底

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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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2
（1）乘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由于天气原因，您乘坐的 CA1864 航班 推迟起

飞。

（2）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发现商店门口有一只 可怜 的小狗，我心里一软，就把它

抱回了家。

（3）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海南， 旅行 中有任何事您都可以找我商量，希望我的服务能

让您满意。

（4）“活到老，学到老”。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必须坚持学习。努力获得新的知识，才能适

应社会的发展速度，做一个 合格 的现代人。

（5）上午来应聘的那个小伙子是学电子技术的，成绩很优秀，通过面试时和他的 对话 ，

感觉他的性格也不错，我觉得他挺适合这份工作的。

（6）A: 你的 普通话 水平考试考得怎么样？

B: 我这次没考，因为我错过了报名时间，只能等下次了。

（7）A: 今晚我穿这条裙子怎么样？今年最流行的。

B: 很漂亮，不过我觉得这种 打扮 参加正式的舞会可能还是不太合适。

（8）A: 小高，听说你出国的时间 推迟 了？

B: 是的，我的签证还没有办好，大概得 10 月底才能走。

（9）A: 这次活动非常成功，我们顺利完成了公司交给的任务。

B: 辛苦了， 祝贺 你们！来，干一杯！

（10）A: 你这一肚子的 笑话 ，都是从哪儿听来的？

B: 有个网站上有很多，看到有趣的我就记下来。我把网址发给你，你也去看看吧。

扩展

做一做

（1）抱歉，这张 表格 您填得不对，请稍等一下，我再拿一张新的给您，请您重新填写

一下。

（2）只要他这次考试的成绩都 合格 ，就可以进入高级班学习。

（3） 这家酒店除了房间有点儿小以外，其他方面都还不错，房间里很干净，可以免费上网，

价格 也比较低，对学生来说非常合适。

（4）他平时就对自己要求很 严格 ，尤其是赛前那个星期，他每天都会把全部动作练习

好几遍，希望在比赛中做到最好。

（5）他们两个是在国外旅游的时候认识的，他们俩的 性格 都差不多，聊天儿也挺聊得

来，所以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