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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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大地上还没有人。天

上只有月亮和太阳，地上只有大海、高山、

森林。 

   一个女神在高山上睡觉，她的身体一半是

人，一半是蛇。这个女神非常漂亮，她

姓“风”，名字叫“女娲”，是北方的女

神。

   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女娲醒了。她慢慢坐

起来，看看高山，看看大海，再看看天和

地。太阳不说话，月亮不说话，大森林也不

说话。

    女娲很不快乐，她想:“这里只有我一个

女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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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太孤单了，我不喜欢这样！我想有一些

朋友。”可是，这儿只有女娲一个人，去哪

儿能找到朋友呢？

   女娲觉得有点儿饿了，她走进大森林，吃

了一点儿水果。森林旁边有水，女娲看到水

里有一个“人”。她想，“好啊！这就是我

的朋友吧？”

   可是，这个“朋友”不说话，女娲站起

来 ， “ 她 ” 就 站 起 来 ； 女 娲 坐 下

去，“她”就坐下去；女娲跳舞，“她”也

跳舞。

   “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啊？”女娲问。

可是“她”不说话，不回答。

   这时候，天上开始下雨了，雨水落在水

里，“朋友”就“没有”了！女娲明白了：

这个水里的“朋友”就是她的影子啊！

   “把影子当朋友，女娲呀女娲，你真有意

思！”她笑了。

   “ 我 的 影 子 ······ 我 的 朋 友

······”女娲想着想着，就有了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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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她坐下来， 看着水里的影子，拿起一

块泥土，和水一起捏出了一个泥人儿。这个

泥人儿眼睛大大的，很漂亮，女娲很喜欢。

她把泥人儿放在地上，泥人儿就活动起来，

成了一个真正的人。

   “女娲！女娲！妈妈！妈妈！”这个漂亮

的人快乐地唱着、跳着，女娲非常高兴，就

拿起泥土，捏出了一个、两个、三个泥人儿

······他们都变成了真正的人，能说

话、跳舞、唱歌。他们在女娲的面前，一个

拉着一个地唱起歌来:

  “天和地最大，女娲是妈妈。

   一点儿水，一点儿泥，

   女娲捏出我和你。”

   女娲快乐地捏着泥人儿。饿了，她就吃点

东西；渴了，她就喝雨水；累了，她就睡一

会儿。可是，天地太大了，她捏出的泥人儿

放在大地上，一会儿就看不见了。

不知道过了多少天，女娲觉得太累了。“这

样捏太累了，什么时候才能捏完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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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我要想个好办法，快快地做出很多人

来。”

   女娲看到旁边有一棵非常高的大树，树上

有着长长的紫藤。女娲说：“紫藤啊，请你

帮帮我吧！”

   紫藤听到女娲说的话，就从树上飞了下

来，落在了女娲的手里。女娲拿起紫藤向泥

土地上打了一下，地上就飞起了很多泥点

儿。这些泥点儿再落在地上，就变成了很多

个小人儿。

   可是，因为这些小人儿是紫藤“打”出来

的，不是女娲捏出来的，所以他们不是很漂

亮。有的小人儿太高了，有的小人儿又太矮

了；有的太胖，有的又很瘦。不过，女娲也

很喜欢这些不漂亮的小人儿。用这个办法，

女娲又“打”出了很多很多个小人儿。

   这些小人儿有的跑，有的走，有的哭，有

的笑，非常可爱。女娲觉得，现在这样太有

意思了！她站在小人儿的中间，高兴地唱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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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和月亮，大海和高山。

   女娲一个人，日子太孤单。

   一点儿水，一点儿泥，长长紫藤在手里。

   有了他，有了你，有了新的天和地！”

   小人儿们在大地上快乐地生活，他们有男

人、有女人，男人爱上女人，就会结婚、有

孩子，生出更多的人。

   女娲觉得有点儿累，很想休息休息。可

是，有一天，太阳、月亮都看不见了，天向

下动，大地向上动。支撑天的四个高高的大

柱子，这时候都断了，倒在地上。很快，天

上出现了一个大洞。雨、雪、风一起落下，

大水淹没了土地和人们的家。大水中间还出

现了一只龙妖，它吃了很多人。人们不知道

应该怎么办，就一起向女娲跑过去，哭着请

她帮助。“女娲妈妈，女娲妈妈！天和地怎

么了？我们怎么办啊？”

女娲希望人们能快乐、幸福地生活，希望他

们每天都能唱歌、跳舞。她努力地想办

法，“我要怎么做，才能帮助我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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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她不吃也不喝，一天过去了，她想出

了办法！

   女娲告诉人们：“你们不要哭，我来帮你

们把天上的大洞补好，把龙妖杀死，再给天

和地补上四个新的柱子。我要让你们幸福地

生活！”

   女娲飞到大水上边，看见龙妖正在水里睡

觉。她拿出长长的紫藤，飞到龙妖的头上，

这时紫藤变成了一把宝剑，女娲用这把宝剑

砍下了龙妖的头。

   可是，龙妖又长出了一个头，它向女娲飞

过来，要吃她。女娲向旁边一跳，又砍下了

龙妖的第二个头。就这样，女娲和龙妖打了

三次，成功地杀死了龙妖。

   龙妖死后，大水就退去了，龙妖吃下去的

那些人都从它的身体里跑了出来，回到了家

里。

   女娲又飞到了东边的大海，那里有一只大

海龟。它的四条腿长长的，非常坚硬。

   女娲对大海龟说：“大海龟，大海龟，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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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天的四个柱子都断了，人们没办法生活。

我想请你帮助我，借你的四条腿去支撑天和

地。

   大海龟觉得女娲做得很对，就点了点头。

它把腿借给了女娲，又长出了四条新的腿。

   有了大海龟的帮助，女娲重新把天和地支

撑起来。可是，天上还有一个大洞，大洞里

还在下着雨、雪，这怎么办呢？

   北方的大山很高很高，山上有很多大石

头。这些石头有五个颜色——蓝色、白色、

红色、黑色和黄色。石头的样子都很漂亮，

也很坚硬。

   女娲觉得这些石头很好，可以把天上的大

洞补上。她对大山说：“大山，大山，天上

有一个大洞，我的孩子们不能幸福地生活。

我想请你帮助我，借你的石头去补天。”

   大山觉得女娲做得很对，就点了点头。大

山对石头们说：“去吧，去吧，帮助女娲补

天去。”说完，石头们就一块一块地飞了出

去。女娲把这些大石头放在一起，用火烧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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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很多天以后，石头都熔化了，女娲就把它

们补到天上的大洞里。大洞一点儿一点儿地

变小了，雨、雪也一点儿一点儿地变少了。

到了后来，大洞补好了，天和地跟原来一样

了！

   太阳出来了，阳光照在大地上。人们在大

地上跳舞，一个孩子唱起歌来：

   “天向下，地向上， 

   我们怎么办？

   谁能去补天？

   女娲妈妈好勇敢，

   补好洞，撑起天，

   快乐生活到永远！”

   女娲听到他们唱歌，觉得很高兴。她

想：“这一次，我真的要好好休息休息了，

我太累了！”

   女娲幸福地睡着了，她长长的头发变成了

大地上的花草，她的身体变成了大地的一部

分。人们想起女娲的时候，就会看看天、看

看大地，觉得女娲一直和他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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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Wybierz poprawną odpowiedź.

Ćwiczenia
9

一     

女娲姓什么?

A.女 B.娲 C.风 D.伏

 

二   

女娲走进大森林, 吃了什么?

A.雨水 B.泥土 C.水果 D.紫藤

 

三     

女娲把什么当成了她的朋友？    

A.雨水 B.别一个人 C.大树 D.她的影子

四

女娲捏出了多少个泥人儿？

A.一个 B.两个 C.三个 D.很多很多



五     

女娲永什么打出了很多的泥人儿？

A.大树 B.泥土和大树 C.紫藤 D.紫藤和大树

 

六     

有了人做朋友, 女娲觉得。。。。

A.很高兴 B.有点儿累 C.很不快乐 D.有点儿冷

 

七     

有一天, 支撑天地的大柱子突然断了。。。。

A.一个 B.两个 C.三个 D.四个

 

八     

吃人的龙妖有几条？

A.一条 B.两条 C.三条 D.四条  

 

九     

大海龟把几条腿借给了女娲？

A.一条 B.两条 C.三条 D.四条

 

十     

女娲补天的大石头一共有几种颜色？

A.三 B.五 C.七 D.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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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awda czy fał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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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娲看到天和地之间只有她一个人, 觉得很孤单。

二。水种的“人”是女娲的影子, 所以“她”不说话。

三。女娲是照着她的朋友的样子捏泥人儿的。

四。女娲捏出的泥人儿, 长得都不太好看。

五。女娲为了帮助人类要去杀死龙妖, 她得武器是一棵大

树。

六。北方得大海里有一只大海龟, 它有四条坚硬的腿。

七。补天的石头要先用活来烧, 然后才能放到天上去。

八。女娲还没有补好天, 就永远地睡着了。

九。女娲睡着以后, 她的长发变成了花草, 身体变成了大地

的一部分。

十。人们非常感谢和喜爱女娲。

3. Uzupełnij podanymi wyrazami.

一。

A.渴 B.大 C.俄 D.快乐 E.累 

女娲。。。。地捏着泥人儿。 。。。。了，她就吃点东

西；。。。了，她就喝雨水；。。。了，她就睡一会儿。可

是，天地太。。。了，她捏出的泥人儿放在大地上，一会儿

就看不见了。



二。

A.蛇 B.女神 C.人 D.太阳 E.头发 F.朋友

 

很多年一前，天和地之间还没有。。。天上只有月亮

和。。。，地上只有大海, 高山, 森林。 一个名子叫女娲

的。。。在高山上睡觉. 她的身体一半是人, 一半是

。。。 她有长长的。。。，非常漂亮. 醒来以后, 她觉得

很不快乐，因为天和地之间只有她一个人，她没有。。。

三。

A.想 B.倒 C.跑 D.淹没 E.支撑 F.出现

有一天，。。。天空的四个大柱子都断了，。。。在地上。

天空中 。。。了一个大洞。 雨、雪、 风一起从大洞中冲

出. 大水。。。了土地和人类的房子。大水中出现了一条凶

恶的龙妖，它吃掉了很多人。 人们害怕极了，就一起向女

娲 。。。过去，请她帮助。女娲希望人们能快乐地生活,

她要 。。。一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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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opasu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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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为下列词语选择合适的搭配。

A. 补好

B. 砍下

C. 淹没

D. 捏出

E. 杀死

a. 泥人儿

b. 龙妖

c. 龙妖的头

d. 大洞

e. 土地

二。根据故事内容为下列事物选择各自的特征

A. 女娲

B. 紫藤

C. 宝剑

D. 龙妖

E. 衣服

a. 长长的

b. 凶恶的

c. 锋利的

d. 美丽的

e. 勇敢的



A. 人们觉得害怕极了，就一起向女娲跑过去, 请她帮助。

B. 女娲用紫藤打出了很多各小人儿，小人儿们在大地上快

乐地生活。

C. 女娲和龙妖大了三次，最后终于杀死了龙妖。

D. 龙妖 死后，大水就补见了，龙妖吃下去的那些人都得救

了。

E. 突然有一天，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大洞，雨、雪、风从洞

中冲出。

F. 大水淹没了土地和人类得房子。大水中出现了一条凶恶

得龙妖, 它吃了很多人。

5. Ułóż zgodnie z chronologią opowiad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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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lu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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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   三。D   四。D   五。C   六。A   七。D   
⼋。A   九。D   ⼗。B

2. 
⼀。  PRAWDA   ⼆。PRAWDA   三。FAŁSZ   四。FAŁSZ
五。FAŁSZ   六。FAŁSZ   七。PRAWDA   ⼋。FAŁSZ   
九。PRAWDA   ⼗。PRAWDA

3. 
⼀。D, C, A, E, B
⼆。C, D, B, A, E, F
三。E, B, F, D, C, A

4. 
⼀。A-d, B-c, C-e, D-a, E-b
⼆。A-e, B-a, C-c, D-b, E-d

5.
⼀。B-E-F-A-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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