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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K (Hanyu Shuiping Kaoshi) to pa�stwowy
egzamin z języka chi�skiego. Podstawowym celem
egzaminu jest ocena znajomo�ci poziomu języka
chi�skiego u obcokrajowc�w. Egzamin pisemny

przeprowadzany jest na sze�ciu poziomach,
natomiast czę�� ustna na trzech. Certyfikaty H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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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erwszym krokiem do uzyskania wielu
stypendi�w naukowych w Chinach.

 
Audycje Instytutu Konfucjusza przy UG to seria
historyjek inspirowanych chi�ską mitologią, w

kt�rych wykorzystywane jest słownictwo z
poszczeg�lnych poziom�w egzamin�w HSK. Po
wysłuchaniu opowie�ci możecie przystąpi� do
�wicze�, aby się sprawdzi�. Dostajecie r�wnież
cały tekst, jeżeli wolicie po�wiczy� czytanie ze

zrozumieniem. 

Trening HSK



    古时候，有一只叫“夕”的怪兽。它住

在海里，每到一年中的最后一天，它就会从

海里出来吃人。

    因为害怕“夕”，每年的最后一天，人

们就从家里跑出来，跑到高高的山上。而那

些跑得慢的人就被“夕”吃了。

    这一年，又到了最后一天。一大早，就

有很多人从家里出来，跑到山上躲了起来。

    一位老奶奶很老了，也没有家人。她

想:“每年都跑，要跑到什么时候？我不跑

了，死也没什么可害怕的！”她一个人在村

子里留了下来。

除夕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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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一会儿，村子外面走来了一位老

人。他走到老奶奶家门前，问:“你能给我点

儿吃的吗？”老奶奶回家拿出一些吃的，给

了老人。

    老人吃完了，又问老奶奶:“我今天能不

能在你的家里借宿一个晚上？” 

    老奶奶说:“不是我不让你住，天一黑，

怪兽“夕”就要出来吃人了。你吃完了饭就

快跑吧。你看大家都跑到山上去了。”

    老人问老奶奶:“那你为什么不跑？”老

奶奶说:“我老了，不想再跑了。让“夕”把

我吃了得了。你能跑还是跑了好。”

    老人听后笑了。他对老奶奶说:“没事，

没事。我走累了，也不想跑了。我倒要看

看，这个怪兽是怎么吃人的。”

    不管老奶奶怎么说，老人都不走，老奶

奶就只好让他住下了。老人给了老奶奶两个

红灯笼，让她挂在门口。

    天黑了，外面刮起了大风。远远地，能

听到“夕”一边叫，一边向村子跑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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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奶奶坐在家里，感到“夕”越来越近

了，她很害怕。那个老人还在喝水，看起来

一点儿也不害怕。

  “夕”远远地看到老奶奶家里有人，很高

兴，就又叫又跳地跑过来。跑到门口，它忽

然看到了门上的红灯笼，大叫一声，想要往

回跑。

    这时候，老人一手拿着火把，一手拿着

鞭炮，从老奶奶家里跑了出来。

   “夕”看到老人手里的火把，更害怕了，

跑得也更快了。它在前面跑，老人就在后面

把鞭炮点着了。

    响亮的鞭炮声让“夕”很害怕，它跑出

了村子，跑回了海里，再也不出来了。老奶

奶安全了，老人也不见了。

    第二天，人们从山上下来，看到老奶奶

好好儿的，又高兴又奇怪，就问她是怎么躲

过“夕”的。

    老奶奶说:““夕”害怕红灯笼、鞭炮和

火把，跑回海里去了，你们再也不用跑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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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了！”大家听了，都很高兴。

    人们想找到那个老人谢谢他，可是怎么

也找不着他。能找到的只有老人留下的鞭

炮。

    原来，这个老人是天上的天神。他知

道“夕”害怕红灯笼、火把和鞭炮声，就来

帮人们除掉“夕”这个怪兽。

    第二年，老奶奶早早地就让人们把红灯

笼挂起来，再点上火把，点着鞭炮，大家一

个晚上都不睡觉，等着“夕”来。

   “夕”可能是太害怕了，它没有从海里出

来。第三年，第四年······“夕”都

再也没有出来吃人。

    后来，“夕”虽然没有了，可人们还是

和古时候一样，每到农历一年的最后一天，

都会挂红灯笼，放鞭炮。

    这一天被人们叫作“除夕”，它是中国

人最喜欢的一个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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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Wybierz poprawną odpowied�.

�wicz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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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每年的最后一天, 人们跑到山上躲起来, 是因为。。。

A.害怕老人 B.害怕“夕” C.身体好 D.好玩儿

 

二   

“夕”没有吃老奶奶, 是因为。。。

A.它被老人赶走了 B.它吃饱了 C.它没有来 

D.老奶奶太老了

 

三     

以下关于“夕”的说法, 不正确的一项是。。。   

A.它是一只怪兽 B.它住在海里 C.它没有来 

D.它吃人



四     

老人用什么赶走了“夕”？

A.红灯笼 B.火把 C.鞭炮 D.ABC都有

 

五     

“除夕”不是。。。

A.农历一年中的最后一天 B.除掉“夕”的节日 

C.中国人最喜欢的节日 D.山上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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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awda czy fałsz? 
一。“夕”每天吃一个人。

二。老奶奶的家人都被“夕”吃了。

三。老奶奶不让老人住在她家, 是害怕他被“夕”吃了。

四。老人没有跑到山上, 是因为他想看看怪兽怎么吃人。

五。“夕”很害怕火把。

老人是怎么赶走“夕”的？请排列顺序。

A. 老奶奶把红灯笼挂在门口

B. 老人拿着火把和鞭炮出来

C. 老人点着鞭炮

D. “夕”害怕红灯笼, 跑了

E. “夕”跑回海里

F. 老人给老奶奶两个红灯笼

3. Uł�ż zgodnie z chronologią opowiadania. 



4. Uzupełnij podanymi zwrotami.
A.她很害怕  B.老人给了老奶奶两个红灯笼   C.吃了 

D.给了老人  E.一边叫，一边向村子跑了过来   F.被

一。跑得慢的人就 _________“夕”_______________。

二。老奶奶回家拿出一些吃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让她挂在门口。

四。远远地, 能听到“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老奶奶坐在家里, 感到“夕”越来越近了，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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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lu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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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   三。C   四。D   五。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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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F-A-D-B-C-E

4. 
⼀。 F, C   ⼆。D   三。B   四。E   五。A

Materiały przygotowane na
podstawie publikacji Sinolingu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