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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K 1 – Phrases 
 

1.Remettez les phrases dans l'ordre correct (au crayon gris) – Solutions 
 

1.1 北京 我 住在 
  

1.2 茶 杯 喝 请 吧 
  

1.3 是 的 我 来 中国 飞机 坐 
  

1.4 来 了 我们 都 
  

1.5 岁 了 儿子 三 我 
  

2.1 一 学生 个 我 是 
  

2.2 年 1 月 是 今天 1号 2002 
  

2.3 八 回家 点 我 
  

2.4 九日 是 八月 今天 
  

2.5 是 来 的 昨天 这儿 他 
  

3.1 杯子 有 上 六 个 桌子 
  

3.2 高 没有 我 他 
  

http://www.mementoslangues.fr/


HSK 1 – Phrases      2/12     http://www.mementoslangues.fr/

3.3 不 我 个 人 那 认识 
  

3.4 中国 住 在 三 了 我 年 
  

3.5 三 钱 苹果 块 一 个 
  

4.1 高兴 你 很 认识 
  

4.2 谁 个 那 是 人 
  

4.3 读书 喜欢 我 
  

4.4 电影 个 四 去 我们 人 看 
  

4.5 来 听 谁 你 了 
  

5.1 汉语 喜欢 学 我 
  

5.2 认识 你 吗 也 先生 王 
  

5.3 苹果 了 买 些 我 
  

5.4 大 学校 很 我们 
  

5.5 椅子 下面 呢 狗 小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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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s 
 
 

1.1 我 住在 北京。 
 Wǒ zhùzài Běijīng. 
 J'habite à Běijīng. 

1.2 请 喝 杯 茶 吧。 
 Qǐng hē bēi chá ba. 
 Je vous prie de boire un verre de thé. 

1.3 我 是 坐 飞机 来 中国 的。 
 Wǒ shì zuò fēijī lái Zhōngguó de. 
 C'est en avion que je suis arrivé en Chine. 

1.4 我们 都 来 了。 
 Wǒmen dōu lái le. 
 Nous sommes tous arrivés. 

1.5 我 儿子 三 岁 了。 
 Wǒ érzi sān suì le. 
 Mon fils a trois ans. 

2.1 我 是 一 个 学生。 
 Wǒ shì yí ge xuésheng. 
 Je suis un étudiant. 

2.2 今天 是 2002 年 1月 1号。 
 Jīntiān shì èrlínglíng'èr nián yīyuè yīhào. 
 Aujourd'hui, c'est le 1er Janvier 2002. 

2.3 我 八 点 回家。 
 Wǒ bā diǎn huíjiā. 
 Je rentre chez moi à huit heures. 

2.4 今天 是 八月 九日。 
 Jīntiān shì bāyuè jiǔrì. 
 Aujourd'hui, c'est le neuf août. 

2.5 他 是 昨天 来 这儿 的。 
 Tā shì zuótiān lái zhèr de. 
 C'est hier qu'il est arrivé ici. 

3.1 桌子 上 有 六 个 杯子。 
 Zhuōzi shàng yǒu liù ge bēizi. 
 Sur la table, il y a six verres. 

3.2 我 没有 他 高。 
 Wǒ méiyǒu tā gāo. 
 Je ne suis pas aussi grand que l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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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我 不 认识 那 个 人。 
 Wǒ bú rènshi nà ge rén. 
 Je ne connais pas cette personne-là. 

3.4 我 在 中国 住 了 三 年。 
 Wǒ zài Zhōngguó zhù le sān nián. 
 J'ai habité en Chine pendant trois ans. 

3.5 一 个 苹果 三 块 钱。 
 Yí ge píngguǒ sān kuài qián. 
 Une pomme coûte trois yuán. 

4.1 认识 你 很 高兴。 
 Rènshi nǐ hěn gāoxìng. 
 Je suis très heureux de te connaître. 

4.2 那 个 人 是 谁？ 
 Nà ge rén shì shéi ? 
 Qui est cette personne-là ? 

4.3 我 喜欢 读书。 
 Wǒ xǐhuan dúshū. 
 J'aime lire / étudier. 

4.4 我们 四 个 人 去 看 电影。 
 Wǒmen sì ge rén qù kàn diànyǐng. 
 Nous allons tous les quatre voir un film. 

4.5 你 听，谁 来 了？ 
 Nǐ tīng, shéi lái le ? 
 Tu entends, qui arrive ? 

5.1 我 喜欢 学 汉语。 
 Wǒ xǐhuan xué hànyǔ. 
 J'aime étudier le chinois. 

5.2 你 也 认识 王 先生 吗？ 
 Nǐ yě rènshi Wáng xiānsheng ma ? 
 Connais-tu aussi monsieur Wáng ? 

5.3 我 买 了 些 苹果。 
 Wǒ mǎi le xiē píngguǒ. 
 J'ai acheté quelques pommes. 

5.4 我们 学校 很 大。 
 Wǒmen xuéxiào hěn dà. 
 Notre école est très grande. 

5.5 小 狗 在 椅子 下面 呢。 
 Xiǎo gǒu zài yǐzi xiàmian ne. 
 Le petit chien est sous la ch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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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omplétez les phrases avec les caractères manquants (au crayon gris) – Solutions 2 
 

1. 读 午 点 桌 米 
1.1 (  )子上有一本书。 

  
1.2 请吃(  )儿(  )饭。 

  
1.3 现在是下(  )3(  )20。 

  
1.4 你会(  )这个汉字吗？你喜欢(  )书吗？ 

  
1.5 现在十二(  )了。 

  
2. 开 就 租 喜 想 

2.1 我很(  )欢现在的工作。 
  

2.2 我(  )喝水。 
  

2.3 我会(  )车。 
  

2.4 我(  )了三年出(  )车了。 
  

2.5 他(  )是我们的汉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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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两 那 同 爱 在 
3.1 我妈妈不(  )家。 

  
3.2 我(  )吃米饭。 

  
3.3 我们的车(  )(  )儿。 

  
3.4 我有(  )个女儿。 

  
3.5 前面(  )个人是我的(  )学。 

  
4. 还 学 医 本 见 

4.1 我有三(  )书。 
  

4.2 你看(  )了什么？ 
  

4.3 杯子里(  )有水吗？ 
  

4.4 李(  )生今年 40 岁。 
  

4.5 同(  )们，你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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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写 视 衣 猫 期 
5.1 小(  )在桌子下面。 

  
5.2 我想星(  )六去北京。 

  
5.3 你(  )的字很漂亮。 

  
5.4 我在商店买了很多(  )服。 

  
5.5 他一个下午都坐在电(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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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rouvez les caractères de pīnyīn donné et complétez (au crayon gris) – Solutions 2 
 

1. dú wǔ diǎn zhuō mǐ 

1.1 (  )子上有一本书。 
  

1.2 请吃(  )儿(  )饭。 
  

1.3 现在是下(  )3(  )20。 
  

1.4 你会(  )这个汉字吗？你喜欢(  )书吗？ 
  

1.5 现在十二(  )了。 
  

2. kāi jiù zū xǐ xiǎng 

2.1 我很(  )欢现在的工作。 
  

2.2 我(  )喝水。 
  

2.3 我会(  )车。 
  

2.4 我(  )了三年出(  )车了。 
  

2.5 他(  )是我们的汉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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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iǎng nà tóng ài zài 

3.1 我妈妈不(  )家。 
  

3.2 我(  )吃米饭。 
  

3.3 我们的车(  )(  )儿。 
  

3.4 我有(  )个女儿。 
  

3.5 前面(  )个人是我的(  )学。 
  

4. hái xué yī běn jiàn 

4.1 我有三(  )书。 
  

4.2 你看(  )了什么？ 
  

4.3 杯子里(  )有水吗？ 
  

4.4 李(  )生今年 40 岁。 
  

4.5 同(  )们，你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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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xiě shì yī māo qī 

5.1 小(  )在桌子下面。 
  

5.2 我想星(  )六去北京。 
  

5.3 你(  )的字很漂亮。 
  

5.4 我在商店买了很多(  )服。 
  

5.5 他一个下午都坐在电(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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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s 2 
 
 

1.1 桌子上有一本书。 
 Zhuōzi shàng yǒu yì běn shū. 
 Il y a un livre sur la table. 

1.2 请吃点儿米饭。 
 Qǐng chī diǎnr mǐfàn. 
 Je vous prie de manger du riz. 

1.3 现在是下午3点20。 
 Xiànzài shì xiàwǔ sān diǎn èrshí. 
 Maintenant, il est trois heures vingt de l'après-midi. 

1.4 你会读这个汉字吗？你喜欢读书吗？ 
 Nǐ huì dú zhè ge hànzì ma ? Nǐ xǐhuan dúshū ma ? 
 Peux-tu lire ce caractère-ci ? Aimes-tu lire / étudier ? 

1.5 现在十二点了。 
 Xiànzài shí'èr diǎn le. 
 Maintenant il est douze heures. 

2.1 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 
 Wǒ hěn xǐhuan xiànzài de gōngzuò. 
 J'aime beaucoup mon travail actuel. 

2.2 我想喝水。 
 Wǒ xiǎng hē shuǐ. 
 Je voudrais boire de l'eau. 

2.3 我会开车。 
 Wǒ huì kāichē. 
 Je sais conduire une voiture. 

2.4 我开了三年出租车了。 
 Wǒ kāi le sān nián chūzūchē le. 
 Je conduis un taxi depuis trois ans. 

2.5 他就是我们的汉语老师。 
 Tā jiù shì wǒmen de hànyǔ lǎoshī. 
 C'est justement notre professeur de chinois. 

3.1 我妈妈不在家。 
 Wǒ māma bú zài jiā. 
 Ma maman n'est pas à la maison. 

3.2 我爱吃米饭。 
 Wǒ ài chī mǐfàn. 
 J'aime manger du riz. 

http://www.mementoslangues.fr/


HSK 1 – Phrases      12/12     http://www.mementoslangues.fr/

3.3 我们的车在那儿。 
 Wǒmen de chē zài nàr. 
 Notre voiture est là-bas. 

3.4 我有两个女儿。 
 Wǒ yǒu liǎng ge nǚ'ér. 
 J'ai deux filles. 

3.5 前面那个人是我的同学。 
 Qiánmian nà ge rén shì wǒ de tóngxué. 
 Devant cette personne-là se trouve mon camarade de classe. 

4.1 我有三本书。 
 Wǒ yǒu sān běn shū. 
 J'ai trois livres. 

4.2 你看见了什么？ 
 Nǐ kànjiàn le shénme ? 
 Qu'est-ce que tu as aperçu ? 

4.3 杯子里还有水吗？ 
 Bēizi lǐ hái yǒu shuǐ ma ? 
 Reste-t-il encore de l'eau dans le verre ? 

4.4 李医生今年40岁。 
 Lǐ yīshēng jīnnián sìshí suì. 
 Le docteur Lǐ a quarante ans cette année. 

4.5 同学们，你们好！ 
 Tóngxuémen, nǐmen hǎo ! 
 Camarades (de classe), bonjour ! 

5.1 小猫在桌子下面。 
 Xiǎo māo zài zhuōzi xiàmian. 
 Le petit chat est sous la table. 

5.2 我想星期六去北京。 
 Wǒ xiǎng xīngqīliù qù Běijīng. 
 Je voudrais aller à Běijīng samedi. 

5.3 你写的字很漂亮。 
 Nǐ xiě de zì hěn piàoliang. 
 Les caractères que tu écris sont très jolis. 

5.4 我在商店买了很多衣服。 
 Wǒ zài shāngdiàn mǎi le hěn duō yīfu. 
 J'ai acheté beaucoup d'habits dans le magasin. 

5.5 他一个下午都坐在电视前。 
 Tā yí ge xiàwǔ dōu zuò zài diànshì qián. 
 Il est resté assis devant la télévision toute une après-m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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