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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K 2 – Phr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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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报纸 都 每天 读 早上 要 我 
  

1.2 衣服 吧 多 天 了 些 穿 冷 
  

1.3 公司 9 到 我 点 早上 
  

1.4 错 对 是 了 你 的 我 
  

1.5 告诉 走 吗 怎么 你 能 学校 我 
  

2.1 很 贵 手表 块 这 
  

2.2 好吃 的 做米 真 您 饭 
  

2.3 工作 在 了 年 三 我 机场 
  

2.4 机场 了 要 马上 进 我 
  

2.5 开始 十 第 学习 从 我们 课 
  

3.1 真 得 快 跑 他 
  

3.2 上学 去路 每天 走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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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什么 忙 呢 在 你 
  

3.4 好 您 老师 
  

3.5 火车站 要 我 车票 去 买 
  

4.1 去年 北京 8 月 的 我 来 是 
  

4.2 快乐 你 生日 祝 
  

4.3 还是 了 我们 电影 但是 虽然 下雨 看 想去 
  

4.4 看完 这本 了 我 书 
  

4.5 块儿 吃 西瓜 请 
  

5.1 前面 姓 的 名字 的 在 中国人 
  

5.2 羊肉 吃 人 有些 不爱 
  

5.3 两 块 菜 一斤 钱 要 
  

5.4 意思 我 把 吧 你 告诉 的 
  

5.5 很多 里 鱼 有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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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s 
 
 

1.1 我 每天 早上 都 要 读 报纸。 
 Wǒ měitiān zǎoshang dōu yào dú bàozhǐ. 
 Je veux lire le journal tous les matins. 

1.2 天 冷 了，多 穿 些 衣服 吧。 
 Tiān lěng le, duō chuān xiē yīfu ba. 
 Le temps est glacial, il faut mettre beaucoup de vêtements. 

1.3 我 早上 9 点 到 公司。 
 Wǒ zǎoshang jiǔ diǎn dào gōngsī. 
 Le matin, j'arrive à la société à neuf heures. 

1.4 你 是 对 的，我 错 了。 
 Nǐ shì duì de, wǒ cuò le. 
 Tu as raison, j'ai tort. 

1.5 你 能 告诉 我 学校 怎么 走 吗？ 
 Nǐ néng gàosu wǒ xuéxiào zěnme zǒu ma ? 
 Tu peux me dire comment aller à l'école ? 

2.1 这 块 手表 很 贵。 
 Zhè kuài shǒubiǎo hěn guì. 
 Cette montre est très chère. 

2.2 您 做 的 米饭 真 好吃。 
 Nín zuò de mǐfàn zhēn hǎochī. 
 Le riz que vous cuisinez est vraiment délicieux. 

2.3 我 在 机场 工作 了 三 年。 
 Wǒ zài jīchǎng gōngzuò le sān nián. 
 J'ai travaillé pendant trois ans à l'aéroport. 

2.4 我 马上 要 进 机场 了。 
 Wǒ mǎshàng yào jìn jīchǎng le. 
 Je dois tout de suite entrer à l'aéroport. 

2.5 我们 从 第 十 课 开始 学习。 
 Wǒmen cóng dì shí kè kāishǐ xuéxí. 
 Nous commençons à étudier à partir de la leçon dix. 

3.1 他 跑 得 真 快。 
 Tā pǎo de zhēn kuài. 
 Il court vraiment vite. 

3.2 我 每天 走路 去 上学。 
 Wǒ měitiān zǒulù qù shàngxué. 
 Tous les jours, je vais à pied à l'éc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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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你 在 忙 什么 呢？ 
 Nǐ zài máng shénme ne ? 
 Tu es occupé à faire quoi ? 

3.4 老师，您 好！ 
 Lǎoshī, nín hǎo ! 
 Professeur, bonjour ! 

3.5 我 要 去 火车站 买 车票。 
 Wǒ yào qù huǒchēzhàn mǎi chēpiào. 
 Je vais aller à la gare pour acheter un billet de train. 

4.1 我 是 去年 8月 来 北京 的。 
 Wǒ shì qùnián bāyuè lái Běijīng de. 
 C'est en août de l'année dernière que je suis venu à Běijīng. 

4.2 祝 你 生日 快乐！ 
 Zhù nǐ shēngrì kuàilè ! 
 Je te souhaite un joyeux anniversaire ! 

4.3 虽然 下雨 了，但是 我们 还是 想去 看 电影。 
 Suīrán xiàyǔ le, dànshì wǒmen háishi xiǎngqù kàn diànyǐng. 
 Bien qu'il pleuve, nous voulons quand même aller au cinéma. 

4.4 这本 书 我 看完 了。 
 Zhèběn shū wǒ kànwán le. 
 Ce livre-ci, j'ai fini de le lire. 

4.5 请 吃 块儿 西瓜。 
 Qǐng chī kuàir xīgua. 
 Veuillez manger un morceau de pastèque. 

5.1 中国人 的 姓 在 名字 的 前面。 
 Zhōngguórén de xìng zài míngzi de qiánmian. 
 Le nom de famille des chinois est placé devant le prénom. 

5.2 有些 人 不 爱 吃 羊肉。 
 Yǒuxiē rén bú ài chī yángròu. 
 Certaines personnes n'aiment pas manger de la viande de mouton. 

5.3 一斤 菜 要 两 块 钱。 
 Yìjīn cài yào liǎng kuài qián. 
 Il faut deux yuán pour une livre de légumes. 

5.4 把 你的 意思 告诉 我 吧。 
 Bǎ nǐde yìsi gàosu wǒ ba. 
 Donne-moi donc ton avis. 

5.5 水 里 有 很多 鱼。 
 Shuǐ lǐ yǒu hěnduō yú. 
 Dans l'eau il y a beaucoup de pois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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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omplétez les phrases avec les caractères manquants (au crayon gris) – Solutions 2 
 

1. 大 爱 孩 北 走 
1.1 我的(  )子比我高。 

  
1.2 我去过一次(  )京。 

  
1.3 你(  )得太快了。 

  
1.4 (  )子对妈妈说：“妈妈，我(  )你。” 

  
1.5 我哥哥比我(  )三岁。 

  
2. 考 都 没 黑 离 

2.1 我(  )看过这本书。 
  

2.2 我不喜欢(  )颜色的衣服。 
  

2.3 我每天早上(  )要吃个鸡蛋。 
  

2.4 我们家(  )公司很近。 
  

2.5 为了准备(  )试，他每天(  )学习到很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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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快 公 猫 前 妻 
3.1 7 点 50 了，(  )上课了！ 

  
3.2 我们可以坐 10 路(  )共汽车去。 

  
3.3 你的小(  )去哪儿了？ 

  
3.4 睡觉(  )喝杯牛奶吧。 

  
3.5 我(  )子上班去了。 

  
4. 玩 希 让 时 知 

4.1 他爸爸不(  )他来。 
  

4.2 我没(  )间去北京。 
  

4.3 我(  )道小猫在哪儿，它在桌子下面。 
  

4.4 他在(  )，没有学习。 
  

4.5 我(  )望你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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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起 商 累 药 真 
5.1 太(  )了，让我休息一下。 

  
5.2 这个(  )一天吃三次。 

  
5.3 我和你一(  )去北京。 

  
5.4 这个电影(  )有意思。 

  
5.5 我吃完饭再去(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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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rouvez les caractères de pīnyīn donné et complétez (au crayon gris) – Solutions 2 
 

1. dà ài hái běi zǒu 

1.1 我的(  )子比我高。 
  

1.2 我去过一次(  )京。 
  

1.3 你(  )得太快了。 
  

1.4 (  )子对妈妈说：“妈妈，我(  )你。” 
  

1.5 我哥哥比我(  )三岁。 
  

2. kǎo dōu méi hēi lí 

2.1 我(  )看过这本书。 
  

2.2 我不喜欢(  )颜色的衣服。 
  

2.3 我每天早上(  )要吃个鸡蛋。 
  

2.4 我们家(  )公司很近。 
  

2.5 为了准备(  )试，他每天(  )学习到很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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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uài gōng māo qián qī 

3.1 7 点 50 了，(  )上课了！ 
  

3.2 我们可以坐 10 路(  )共汽车去。 
  

3.3 你的小(  )去哪儿了？ 
  

3.4 睡觉(  )喝杯牛奶吧。 
  

3.5 我(  )子上班去了。 
  

4. wán  xī ràng shí zhī 

4.1 他爸爸不(  )他来。 
  

4.2 我没(  )间去北京。 
  

4.3 我(  )道小猫在哪儿，它在桌子下面。 
  

4.4 他在(  )，没有学习。 
  

4.5 我(  )望你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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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qǐ shāng lèi yào zhēn 

5.1 太(  )了，让我休息一下。 
  

5.2 这个(  )一天吃三次。 
  

5.3 我和你一(  )去北京。 
  

5.4 这个电影(  )有意思。 
  

5.5 我吃完饭再去(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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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s 2 
 
 

1.1 我的孩子比我高。 
 Wǒde háizi bǐ wǒ gāo. 
 Mon enfant est plus grand (en taille) que moi. 

1.2 我去过一次北京。 
 Wǒ qù guo yícì Běijīng. 
 Je suis allé une fois à Běijīng. 

1.3 你走得太快了。 
 Nǐ zǒu de tài kuài le. 
 Tu marches trop vite. 

1.4 孩子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 
 Háizi duì māma shuō: "māma, wǒ ài nǐ." 
 L'enfant dit à sa maman: "maman, je t'aime." 

1.5 我哥哥比我大三岁。 
 Wǒ gēge bǐ wǒ dà sān suì. 
 Mon frère aîné est plus âgé que moi de trois ans. 

2.1 我没看过这本书。 
 Wǒ méi kànguo zhè běn shū. 
 Je n'ai jamais lu ce livre. 

2.2 我不喜欢黑颜色的衣服。 
 Wǒ bù xǐhuan hēi yánsè de yīfu. 
 Je n'aime pas les vêtements de couleur noire. 

2.3 我每天早上都要吃个鸡蛋。 
 Wǒ měitiān zǎoshang dōu yào chī ge jīdàn. 
 Tous les matins, je veux manger des œufs. 

2.4 我们家离公司很近。 
 Wǒmen jiā lí gōngsī hěn jìn. 
 Notre maison est très proche de la société. 

2.5 为了准备考试，他每天都学习到很晚。 
 Wèile zhǔnbèi kǎoshì, tā měitiān dōu xuéxí dào hěn wǎn. 
 Afin de préparer l'examen, il travaille jusqu'à très tard tous les jours. 

3.1 7点50了，快上课了！ 
 Qī diǎn wǔshí le, kuài shàngkè le ! 
 Sept heures cinquante, le cours va commencer sous peu ! 

3.2 我们可以坐10路公共汽车去。 
 Wǒmen kěyǐ zuò shí lù gōnggòngqìchē qù. 
 Nous pouvons prendre le bus de la lign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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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你的小猫去哪儿了？ 
 Nǐde xiǎomāo qù nǎr le ? 
 Ton petit chat est parti où ? 

3.4 睡觉前喝杯牛奶吧。 
 Shuìjiào qián hē bēi niúnǎi ba. 
 Avant de te coucher, prend donc un verre de lait. 

3.5 我妻子上班去了。 
 Wǒ qīzi shàngbān qù le. 
 Mon épouse est partie au travail. 

4.1 他爸爸不让他来。 
 Tā bàba bú ràng tā lái. 
 Son papa ne lui permet pas de venir. 

4.2 我没时间去北京。 
 Wǒ méi shíjiān qù Běijīng. 
 Je n'ai pas le temps d'aller à Běijīng. 

4.3 我知道小猫在哪儿，它在桌子下面。 
 Wǒ zhīdao xiǎomāo zài nǎr, tā zài zhuōzi xiàmian. 
 Je sais où est le petit chat, il est sous la table. 

4.4 他在玩，没有学习。 
 Tā zài wán, méiyǒu xuéxí. 
 Il s'amuse, il n'a pas étudié. 

4.5 我希望你别走了。 
 Wǒ xīwàng nǐ bié zǒu le. 
 Je souhaite que tu ne partes plus. 

5.1 太累了，让我休息一下。 
 Tài lèi le, ràng wǒ xiūxi yíxià. 
 Je suis trop fatigué, laisse-moi me reposer un peu. 

5.2 这个药一天吃三次。 
 Zhège yào yìtiān chī sān cì. 
 Ce médicament est à prendre trois fois par jour. 

5.3 我和你一起去北京。 
 Wǒ hé nǐ yìqǐ qù Běijīng. 
 Toi et moi partons ensemble à Běijīng. 

5.4 这个电影真有意思。 
 Zhège diànyǐng zhēn yǒuyìsi. 
 Ce film-ci est vraiment intéressant. 

5.5 我吃完饭再去商店。 
 Wǒ chīwán fàn zài qù shāngdiàn. 
 Après avoir fini de manger, j'irai au mag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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