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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K (Hanyu Shuiping Kaoshi) to państwowy
egzamin z języka chińskiego. Podstawowym celem
egzaminu jest ocena znajomości poziomu języka
chińskiego u obcokrajowców. Egzamin pisemny

przeprowadzany jest na sześciu poziomach,
natomiast część ustna na trzech. Certyfikaty HSK

są respektowane przez uniwersytety i firmy na
całym świecie. Zdanie egzaminu HSK jest też

pierwszym krokiem do uzyskania wielu
stypendiów naukowych w Chinach.

Audycje Instytutu Konfucjusza przy UG to seria
historyjek inspirowanych chińską mitologią, w

których wykorzystywane jest słownictwo z
poszczególnych poziomów egzaminów HSK. Po
wysłuchaniu opowieści możecie przystąpić do
ćwiczeń, aby się sprawdzić. Dostajecie również
cały tekst, jeżeli wolicie poćwiczyć czytanie ze

zrozumieniem. 

Trening HSK



    古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他们是天帝的

儿子，他们照耀着大地,给人们光和热。

    每天，一个太阳出来，九个太阳在家休

息，大家都好好的，没有出过错。

    有一天，最小的弟弟说：“我们每天都

是一个人出去，从来没有一起出去玩儿，如

果能一起玩儿多好！”

    几个哥哥也说：“就是，就是。我们一

起出去！”他们嘻嘻哈哈地笑着从家里跑出

来。

    十个太阳一起出来了，地上的人们都热

坏了。水干了，庄稼也都死了。

后羿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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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十个太阳还在天上玩儿得很高兴。

看到人们着急，他们觉得很好玩儿。

    有个神仙，叫后羿，他很会射箭。他看

到十个太阳都在天上，他们把庄稼都热死

了，还在天上嘻嘻哈哈，后羿很生气。

    后羿拿出自已的箭，对着天上的太阳射

过去。他的箭射得又快又远，一下就把一个

太阳射了下来。

    后羿射出了九箭，九个太阳都被他射下

来了。他拿出第十支箭，对着第十个太阳。

    这个太阳就是最小的弟弟。他忙对后羿

说：“请你不要再射了，射下了我，天上就

没有太阳了！”

    后羿这才不射箭了。太阳弟弟每天出来

照耀大地，不再玩儿了，再也没有出错。人

们又可以好好儿生活了。

    天蒂知道后羿射死了自已的九个儿子，

他很生气，让后羿和他的妻子嫦娥到人间生

活，还让他们再回到天上。

    后羿觉得很对不起自已的妻子。因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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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在天上不会死，到了人间就会变成人，会

变老，也会死去。

    怎么才能不老，不死呢？后羿找来找

去，才在神仙西王母那里找到了一些不死

药。他高高兴兴地回家，把不死药给了妻子

嫦娥。

    后羿对嫦娥说：“快把这药吃了，吃了

它，你就不会死了。”嫦娥也很高兴，她问

后羿：“你的药呢?我们一起吃。”

    后羿笑着说：“你先吃，我还不想吃

呢。”嫦娥着急了，说：“快拿出来，我们

一起吃！”后羿只好说：“不死药只够一个

人吃，你自已吃就好了。”

    嫦娥哭着说：“你死了，我一个人不死

又有什么用？”两人说好，谁也不吃不死药

了，等找到了足够的药，再一起吃.

    后羿的徒弟逄蒙知道了这什事，很想把

不死药偷出来，自已吃了，变成神仙。

    这一天，逄蒙看后羿外出了，就来偷不

死药。他东找西找，哪儿都没找到，就要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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娥去拿不死药。

    嫦娥知道自已打不过逄蒙。嫦娥，不死

药是丈夫辛辛苦苦找来的，不能让逄蒙吃

了。

    嫦娥一着急，就把不死药都吃了下去。

刚一吃完，她就觉得身体变轻了，飞了起

来。

    后羿回来了，他大叫着妻子的名字，可

是嫦娥已经飞到天上，下不来了。她不想离

丈夫太远，就飞到了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

    晚上，后羿看着天上的月亮，发现月亮

又大又明亮，月亮离边好像有妻子的身影。

于是，他在花园里摆上桌子，放上嫦娥喜欢

吃的水果，点心，表达自已对妻子的思念。

    后来，每年的这一天晚上，月亮最明亮

的时候，人们就会摆上月饼，表达对亲人的

思念。这一天是农历的八月十五，人们给这

个特殊的日子起了个名字——“中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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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Wybierz poprawną odpowiedź.

Ćwicz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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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个太阳一起出来，因为。。。

A.他们想一起玩儿。 B.他们想把庄稼热死。 

C.他们想把人热坏。 D.他们想给人光和热。

 

二。   

后羿射下了几个太阳？

A.一个 B.八个 C.九个 D.十个

 

三。     

谁给了后羿不死药？  

A.天蒂 B.西王母 C.嫦娥 D.逄蒙



四。

嫦娥自已吃了死药，因为。。。

A.她想回到天上。 B.她想离开后羿。 

C.她不想死。 D.她不想让逄蒙拿走不死药。

五。     

人们在农历八月十五这天摆上月饼，是为了表达

对。。。的思念。

A.后羿 B.嫦娥 C.亲人 D.天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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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awda czy fałsz? 

一。每天，十个太阳照耀着大地, 给人们光和热。

二。后羿没有射第十个太阳, 因为他太累了。

三。后羿的弟弟逄蒙想偷走不死药自已吃。

四。嫦娥飞到了月亮上，因为月亮离丈夫近一点。

五。后羿很思念月亮上的妻子，他也飞到了月亮上。



A. 逄蒙偷不死药。

B. 后羿思念月亮上的妻子。

C. 嫦娥飞上月亮。

D. 后羿找到不死药。

E. 后羿射下九个太阳。

F. 后羿和嫦娥来到人间。

3. Ułóż zgodnie z chronologią opowiad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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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Uzupełnij podanymi zwrot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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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离 B. 摆上月饼 C.最近 D.不死药 E.如果能一起玩儿

多好 F.妻子嫦娥 G. 被他射下来了

一。

最笑的弟弟说: “我们 每天都是一个人出去，从来没有一

起出去玩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后羿射出了九箭，九个太阳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后羿高高兴兴地回家，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给了

___________________。

四。

嫦 娥 不 想 离 丈 夫 太 远 ， 就 飞 到 了 __________ 人 间

___________的月亮上。

五。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的晚上，人们就会___________，表达对

亲人的思念。



 1. 

Klu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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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    三。B    四。D    五。C  

 2. 
⼀。 FAŁSZ    ⼆。FAŁSZ    三。FAŁSZ    四。PRAWDA   
五。FAŁSZ

 3. 
E-F-D-A-C-B

 4. 
⼀。 E    ⼆。G    三。D, F    四。A, C    五。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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