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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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的时候，有个叫郑和的人非常有

名。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一直到今天，

中国人都爱讲他的故事。为什么人们那么喜

欢郑和？郑和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如果

你这样问中国人，他们就会告诉你很多关于

这个大航海家的故事。

    600多年前，郑和出生在云南。他家是穆

斯林，小郑和长得很好看，也非常爱笑。人

们看到他的时候，都会很喜欢这个孩子。

    郑和14岁的时候，云南开始打仗。大家

的日子都很不好过，很多人离开了家，还有

很多人被杀死了。人们晚上睡觉时，都不知

郑和下西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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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自己还能不能见到第二天的太阳。

    郑和家的日子也一样。郑和的爸爸和哥

哥不能再每天出门做买卖了。家里没有吃

的，更没有钱让郑和上学。而且，学校里也

已经没有人了—— 学生们都跑了，连老师都

带着家人离开了。

    有钱的人都跑到不打仗的地方去了。郑

和的爸爸也想让自己的孩子去一个不打仗的

地方，好好长大。这时候，有人告诉郑和的

爸爸，亲王家里正需要一个小侍从。“在亲

王家里总能吃上饭、过上好日子吧。”郑和

的爸爸这么想着，就决定让他去做亲王的侍

从了。

    郑和离开家的时候，爸爸对他说：“我

的孩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得离开我和你妈

妈，自己一个人生活了。我知道你是个好孩

子，做事也很用心。我希望你做一个好人，

要多帮助别人，多为别人想。你要多学习，

更要做好你每天的工作。”郑和点了点头，

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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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时候开始，亲王家里就多了一个工

作用心又好学的小侍从。

    郑和干活儿很认真，亲王家非常喜欢

他。于是，亲王就让自己家里的老师在休息

的时候教郑和读书。郑和在不用干活儿的时

候读了很多书，特别是关于航海的书。他非

常想知道海外的人长什么样，他们吃什么、

穿什么、怎么生活。

    10年后，亲王当上了皇帝，郑和也长大

了。皇帝很信任郑和，让郑和做了很多重要

的工作。

    那时候，皇帝想找一个有才能的人带领

大船队出海。出海不是为了去和别的国家打

仗，是为了打开中国的海上大门，让别的国

家和中国做朋友。皇帝知道，东南亚国家的

人很多都是穆斯林，于是就决定让懂得航海

的穆斯林 —— 郑和出海。

    1405年，郑和带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

队出海了。郑和的船队有200多条大船，有

27 000个船员，他坐的那条大船有一个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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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那么大，船上有非常多的宝贝。郑和带着

他的船队和明朝的友好心愿，前后出海7次，

到达了亚洲、非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

在，我们就来讲一讲那些郑和航海的故事。

豆芽、绿茶和大米

    欧洲人航海时，船队里有很多人因为长

时间吃不到菜和水果，都病死了。但是郑和

的27 000名船员多次出海，却从来没有发生

这样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郑和的

船员们在航海时，每天都会吃豆芽、大米，

喝绿茶。

    中国人从唐朝时就爱上了喝茶，那时的

人天天都喝茶。郑和在航海时也带了很多绿

茶，船员们每天都要喝上几杯。绿茶能帮助

船员们长时间保持身体健康。

    而且，郑和的船队出海航行的时候带了

很多大米。大米不爱坏，船员们可以吃上好

几个月。吃大米对他们的身体很好。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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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的船队出海时还带了很多豆子。在没有

菜和水果吃的时侯，船员们就用豆子发豆

芽。豆芽很好吃，多吃豆芽，船员们在海上

航行很长时间也不会生病。

100个老妈妈的故事

    古时候，人们航海是不让女人上船的，

因为他们认为那样不吉利。可是，郑和的船

队里却有一只船，船上有100个老妈妈。

    原来，在这100个老妈妈里，有96个人每

天的工作是给船员们做衣服、补鞋袜。明朝

的时候，人们穿的是棉布做的鞋子、袜子和

衣服。船员们的鞋袜穿不到一个月就坏了。

郑和的船队在海上常常一待就是几个月，没

有女人帮船员们补衣服和鞋袜可不行啊。

    那么，还有4个老妈妈是做什么的呢？她

们是接生婆。接生婆的工作就像现在的产科

医生一样，她们能帮助女人安全地生下孩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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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郑和出海时，每到一个地方，他

都要叫船队的医生帮当地人治病。在第一次

出海时，郑和发现很多地方没有医生，也没

有接生婆，女人们生孩子很不安全。很多孩

子一出生就死了，有时候女人也会死去。

    好心的郑和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每次出

海会带上4个接生婆。这4个接生婆告诉当地

人，怎么在女人生孩子的时候帮助她们。有

了接生婆的帮助，那些女人生孩子时就安全

多了。

    带着这些老妈妈出海，最大的好处就

是，他们都会像妈妈一样爱护船员，但又不

会像年轻女人那样让船员分心。所以，这还

真是个好办法呢。

麻将的故事

    传说，“麻将”这种游戏是郑和下西洋

的时候发明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郑和的船员们每次出海都感到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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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了。因为闷，很多人就非常想家，心情很

不好。怎么才能让船员们心情好，有精神

呢？郑和就发明了麻将，让大家一起玩。只

要有一个桌子，四个船员坐下就可以玩。

    郑和带领这么多人去很远的地方，就是

为了和当地人交朋友、做买卖，让大家都开

心。做买卖的人都希望发财，所以在麻将里

就有了一个“发”。发多少财好呢？“一

万”“二万”“三万”……“九万”，玩着

麻将，“发了财”的船员们心情就都好了。

    船上天天吃大米，时间长了，有的船员

就 特 别 想 吃 家 里 做 的 大 饼 。 吃 几 个 好

呢？“一饼”，“二饼”“三饼”……“九

饼”，船员们在玩麻将时“吃”的也很开

心。

    船员们航海时最关心风向了。于是，郑

和 发 明 的 麻 将 里 就 有 了 “ 东 风 ”“ 西

风”“南风”“北风”。船员们玩着麻将，

也不会忘记了航行。

    郑和发明的麻将很好玩，船员们一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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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大家都玩得很开心。等回到家里，他们

又会教给别人玩。很快，明朝的人都学会了

玩麻将。听说，连皇帝也学着玩呢！对了，

这个游戏为什么叫“麻将”呢？传说，船队

里有一个姓“麻”的将军，他玩得最好，大

家都去找他学，后来大家就把这个游戏叫

作“麻将”了。

    郑和带领船队多次出海，为东南亚国家

的人做了很多好事。从那时起，很多东南亚

的国家开始和中国交朋友、做买卖。所以，

东南亚的很多地方都有郑和的故事。其

中，“杀海盗的故事”“汉丽宝公主的故

事”和“茶叶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

郑和杀海盗的故事

    当郑和的船队经过马六甲海峡时，他们

遇到了海盗。这些海盗有5 000多人，十几条

船。他们每天都在海上抢劫路过的船，还杀

人，当地人都怕他们。

8



    郑和的船队来到马来王国以后，海盗们

很快就知道了。海盗头儿远远看到郑和的大

船队，就想抢劫他们。郑和一到马来王国，

就听当地人对他说：“因为有海盗，我们不

敢出海。日子很不好过。”

    听了这些话，郑和就决定要去打海盗，

让当地人过上幸福的生活。郑和先给海盗头

儿写信，告诉他不要再干坏事了。海盗头儿

假装同意，心里想的却是当天晚上去抢劫郑

和的船队。

    这天晚上，海盗头儿和5 000个海盗一起

来抢劫了。没想到的是，郑和知道海盗的话

不可信，早早就做好了准备。在郑和的大船

上，海盗和郑和的船员打了很长时间。最

后，海盗们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被打跑了。

从那以后，这里的海上再也没有海盗了，当

地人都非常开心，他们非常感谢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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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丽宝公主的故事

    传说，明朝时中国有一位美丽的公主，

名叫汉丽宝。有一年，汉丽宝公主在明朝皇

帝的安排下，带着500个侍女，坐着郑和的大

船来到马来王国，和苏丹曼速沙结婚。这500

个侍女也都很漂亮，都穿着非常好看的衣

服。他们一到马来王国，当地的人们就都跑

出来看。

    一个怀孕的女人也跟着人们一路小跑，

想多看几眼公主和侍女们。别人劝她回家

去，她说：“今天这样的日子一生都不一定

有一次啊，我要好好看一看美丽的中国公

主。”

    这个怀孕的女人一直跟着公主的队伍，

到了晚上才开心地回了家。她在回家的路上

对别人说：“生儿要像曼速沙，生女要像汉

丽宝。”

    苏丹曼速沙第一眼看到汉丽宝就爱上了

她。马来人都是穆斯林。于是苏丹就安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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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让汉丽宝成为穆斯林，然后和她结了

婚。苏丹还在一座小山上给汉丽宝建了一座

非常好看的大房子，让她和她的侍女们住在

里边。马六甲市的东南有座“中国山”，传

说，山上住的都是汉丽宝公主带来的中国人

的后代。

    今天，当年好看的大房子已经看不到

了。但是“汉丽宝井”还在 —— 传说，这

里曾是汉丽宝公主的侍女们打水的地方。很

多中国人到马来西亚去玩，都会看一看有名

的“汉丽宝井”。

茶叶的故事

    在明朝以前，中国的茶叶很少出口。外

国人不喝茶，更不会种茶树。随着郑和七下

西洋，东南亚的人们不仅一点点地喜欢上了

喝茶，还开始在当地种茶树。

    英文中“茶”这个词，写成“tea”，传

说是因为中国福建的人就这么叫“茶”。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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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船队中有不少福建人，而福建人一直种

茶树，他们非常喜欢喝茶。这些船员把喝茶

习惯也带到了东南亚。

    当年，有一些郑和船队里的福建船员没

有回到中国，而是在东南亚住了下来。

    在天气很热的地方每天喝茶对身体很

好。这些福建船员在东南亚住下以后，每天

早晚都要喝茶。当地人以前是不喝茶的。但

是，当他们知道了喝茶的好处以后，就也跟

着喝起茶来。

    那时候，当地没有茶树，茶叶都是从中

国来的。怎么办呢？福建的船员和当地人开

始试着种茶树。慢慢的，茶树活了，茶叶多

了，喝茶的当地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几百年过去了，很多东南亚国家的人都

学会了种茶树，他们也都爱上了喝茶。

麒麟的故事

    郑和每次航海回来时，都会带回一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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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没有的东西。很多外国的使臣都曾坐着郑

和的大船和他一起来到明朝的都城，他们都

想看看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的样

子。在北京的胡同里，现在还流传着“麒麟

的传说”呢。

    在中国的传说中，麒麟是吉祥的动物。

人们相信当麒麟出现的时候，天下的人都会

得到幸福。可是，没有人见过麒麟。1415

年，郑和真的带了一头“麒麟”回来，这可

把人们都高兴坏了。

    郑和的船队第四次下西洋时，到了非洲

的麻林国也就是今天的肯尼亚，那里有很多

长颈鹿。在那里，人们把长颈鹿称为“基

林”，这个词读起来和“麒麟”非常像，而

且长颈鹿长得也很像传说中的麒麟，这就使

得明朝人相信，长颈鹿就是传说中的麒麟。

    郑和的船队回到中国的时候，麻林国的

使臣也一起来了。他送给当时的明朝皇帝一

头“麒麟”。都城里的人们听到这个消息非

常高兴，大家都跑到街上来看麒麟。他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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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看到麒麟是一件非常吉祥的事。所以，

大家都非常感谢郑和和他的船员们。

    皇帝也非常高兴，他大大奖赏了郑和给

他造了一座漂亮的大房子，让记录历史的官

员把郑和的事迹写进了史书里。

***

   中国大航海家郑和，一生中七下西洋。他

的船队到达了东南亚、非洲的很多国家和地

区，给外国人民带去了中国的丝绸、瓷器、

茶叶，还有中国人民的友谊。而外国人民的

友谊也被郑和带回了中国。直到今天，人们

还在讲述着下西洋的各种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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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Wybierz poprawną odpowiedź.

Ćwiczenia
15

一     

郑和是下面哪个时代的中国人？

A.明朝 B.元朝 C.唐朝 D.清朝

 

二   

郑和一生中一共下了几次西洋？

A.5次 B.3次 C.4次 D.7次

 

三     

一下哪件事是郑和船队里的福建船员每天都要做的？    

A.喝茶 B.做饭 C.打麻将 D.做买卖

四

郑和的船队里有多少大船？

A.100多条 B.300多条 C.200多条 D.150多条



五     

郑和14岁时离开家去做亲王的侍从，是因为什么？

A.云南在打仗 B.郑和的爸爸想让他做官 

C.郑和不想上学 D.郑和想工作

 

六     

明朝公主汉丽宝和谁结婚了？

A.苏丹曼速沙 B.郑和 C.明朝皇帝 D.麻林国王

 

七     

郑和第几次下西洋时到达了非洲的麻林国？

A.第一次 B.第二次 C.第三次 D.第四次

 

八     

常吃什么东西，让郑和的船员海上是身体一直很健康？

A.肉 B.鱼 C.水果 D. 豆芽 

 

九     

中国大量向海外出口茶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A.宋朝 B.明朝 C.元朝 D.唐朝

 

十     

郑和每次出海都会带多少老妈妈？

A.50个 B.100个 C.200个 D.300个

十一

郑和出生在哪里？

A.云南 B.北京 C.马来王国 D.东南亚

16



十二     

曼速沙苏丹是哪里的王？

A.麻林国 B.北京 C.马来王国 D.云南

 

十三     

传说中，汉丽宝公主是坐谁的船去马来王国结婚的?

A.亲王的船 B.麻林国的船 C.曼速沙的船 D.郑和的船

 

十四     

谁教会了东南亚人种茶树？

A.曼速沙 B.郑和 C.汉丽宝 D.郑和船队里的福建船员

 

十五     

下面那个选项不是郑和出海时带给外国的礼物？

A.瓷器 B.茶 C.丝绸 D.麒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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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awda czy fałsz? 

18

一。小郑和长得很好看，人们都很喜欢他。 

二。14岁的郑和离开父母到皇宫给皇帝做侍从。                  

三。亲王很喜欢小郑和。

四。皇帝决定派一个穆斯林大臣下西洋。      

五。郑和的船队里有2 700名船员。 

六。郑和的船队到东南亚以前，那里的人每天都要喝茶。

七。郑和船队里的一些福建船员在东南亚住了下来，他们非

当地人一起种茶树。

八。为了船员的身体健康，船队出海的时候准备了很多豆

子、茶叶和稻米。

九。唐朝时，有个汉丽宝公主坐船到马来王国，和当地的苏

丹结婚。

十。“中国山”和“汉丽宝井”都在麻林国。

3. Ułóż zgodnie z chronologią opowiadania.
A. 那里有很多长颈鹿。

B. 在中国的传说中，麒麟是吉祥的动物，可是没有人见过

麒麟。

C. 郑和船队第四次下西洋时，到了东非的麻林国。

D. 这就使得明朝人相信，长颈鹿就是传说中的麒麟。

E. 在那里，人们把长颈鹿称为“基林”，这个词读起来

和“麒麟”非常像，而且长颈鹿长得也很像传说中的麒麟。



一     

郑和船队里的福建船员在东南亚生活后，教会了那里的

人。。。。

A.做买卖 B.做饭 C.打鱼 D.喝茶喝种茶树

 

二    

。。。多年前，郑和出生在云南。

A.500 B.600 C.300 D.100

 

三     

郑和的。。。决定让他去做侍从。

A.爷爷 B.哥哥 C.爸爸 D.妈妈

 

四     

传说郑和下西洋时发明了。。。。

A.地图 B.瓷器 C.麻将 D.书

 

五     

郑和船队里的老妈妈中有96人给船员补衣服，还有。。。个

人是接生婆。

A.4 B.14 C.40 D.100

 

六     

郑和的船员都很健康，因为他们在海上生活是常吃大

米、。。。，而且常喝茶。

A.药 B.鱼 C.菜 D.豆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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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Wybierz poprawną odpowiedź.



七   

。。。，亲王家多了个聪明又好学的小侍从。

A.所以 B.那么 C.从那时候开始 D.然而

 

八     

小郑和。。。喜欢读书。

A.很 B.那么 C.这么 D.这样

 

九     

郑和非常想知道海外的任长什么样、吃什么、穿什

么、。。。生活。

A.什么 B.怎么样 C.非常 D.那么

 

十     

郑和离开家的时候，他的爸爸对他说：“我的。。。，从今

天开始，你就得i离开我和你妈妈，自己一个人生活了。你要

做个好人。”

A.女人 B.兄弟 C.姐妹 D.孩子

 

十一     

郑和带着船队出海，不是为了和别的国家。。。。

A.交朋友 B.做买卖 C.打仗 D.加强联系

 

十二   

。。。年，郑和带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出海了。

A.1500 B.2000 C.1405 D.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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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郑和出海坐的那条大船有一个足球场那么。。。。

A.小 B.多 C.少 D.大

 

十四     

皇帝很信任郑和，。。。让他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

A.就 B.还 C.再 D.更

 

十五     

海盗看到郑和的船上有。。。多的宝贝，就起了坏心。

A.那么 B.怎么 C.这样 D.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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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opasu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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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故事的内容找出左侧的人和物分别来子哪里。

A. 麒麟

B. 苏丹曼速沙

C. 郑和

a. 明朝

b. 麻林国

c. 马来王国

二。根据故事内容为下列人物选择各自的特征。

A. 小郑和

B. 汉丽宝

C. 海盗

a. 美丽的

b. 好学的

c. 坏心的

三。根据故事内容找出左侧的选项都在哪里。

A. 云南

B. 汉丽宝井

C. 麻林国

a. 非洲

b. 中国

c. 马来



Klu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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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   ⼆。D   三。A   四。C   五。A   六。A   七。D   
⼋。D   九。B   ⼗。B  ⼗⼀。A    ⼗⼆。C    ⼗三。D   
⼗四。D   ⼗五。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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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B-C-A-E-D

5.
⼀。A-b, B-c, C-a  ⼆。A-b, B-a, C-c  三。 A-b, B-c,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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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D   ⼆。B   三。C   四。C   五。A   六。D   七。C   
⼋。A   九。B   ⼗。D  ⼗⼀。C    ⼗⼆。C    ⼗三。D   
⼗四。A   ⼗五。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