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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HSK（二级）词汇（汉语—法语）Vocabulaire de l’examen HSK (niveau 2) – (chinois – français) 
https://www.memrise.com/course/378698/hsk-niveau-2/ 

 

151 吧 ba employée en fin de phrase pour attendre la 
confirmation du propos (N'est-ce pas ?) 你是个学生～？ 

151 吧 ba employée en fin de phrase pour marquer 
une approbation ou un ordre 请你走～！ 

152 白 bái blanc 我很爱穿那件～衣服。 
153 百 bǎi cent (100) 这个自行车五～多元。 
154 帮助 bāngzhù aider 请～我找一家搬家公司，好吗？ 

155 报纸 bàozhǐ journal (en papier) 我每天早上都要读～。 

156 比 bǐ utilisé dans une phrase comparative pour 
indiquer la supériorité ou l’infériorité 我的孩子～我高。 

157 别 bié ne pas faire quelque chose (dans une 
phrase impérative) 太晚了，～看电视了。 

158 长 cháng long 姐姐的腿～，跑得快。 
159 唱歌 chànggē chanter 我最爱～了，我给你们唱一首。 
160 出 chū sortir 我已经走～火车站了。 

161 穿 chuān porter, mettre, revêtir 天冷了，多～些衣服吧。 
162 次 cì nombre de fois 我去过一～北京。 

163 从 cóng employé pour indiquer le point de départ, 
depuis, à partir de, dès ～我家到公司，开车要20分钟。 

164 错 cuò incorrect 对不起，我～了。 
165 打篮球 dǎ lánqiú jouer au basket-ball 我每天下午都去～。 
166 大家 dàjiā tout le monde, tous 请～不要等我了。 
167 到 dào arriver, atteindre, aller à 我早上9点～公司。 

168 得 de placé entre un verbe et un adjectif pour 
introduire le complément de degré 你走～太快了。 

169 等 děng attendre 你还要再～我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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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弟弟 dìdi frère cadet 在我们家，我最大，我下面还有两个～。 
171 第一 dì yī le premier 这是我～次见到他。 
172 懂 dǒng comprendre 你的意思我～了。 
173 对 duì correct 你是～的，我错了。 

173 对 duì vers, à 孩子～妈妈说：“妈妈，我爱你。” 
174 房间 fángjiān chambre 我们两个人住一个～。 
175 非常 fēicháng très, extrêmement 奶奶～喜欢我们送的礼物。 
176 服务员 fúwùyuán serveur 我在饭馆做～。 
177 高 gāo haut, élevé 我比爸爸还～。 
178 告诉 gàosu informer, dire qqch à qqn 你能～我学校怎么走吗？ 
179 哥哥 gēge frère aîné 我～比我大三岁。 

180 给 gěi donner, accorder, offrir 请把这本书～他。 
181 公共汽车 gōnggòngqìchē autobus public 坐～去，要20分钟。 
182 公司 gōngsī entreprise, société 我在一个～上班。 
183 狗 gǒu chien 女儿很喜欢小～。 
184 贵 guì cher 这块手表很～。 
185 过 guo suffixe verbal de l'expérience vécue 我没看～这本书。 
186 还 hái encore, de nouveau, toujours 他～没来呢。 
186 还 hái de plus 除了不吃肉，我～不吃鸡蛋。 
187 孩子 háizi fils et fille 我有三个～。 
187 孩子 háizi enfant 我们这里女～比男～多。 
188 好吃 hǎochī bon, délicieux 您做的米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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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黑 hēi noir 我不喜欢～颜色的衣服。 
190 红 hóng rouge 我的自行车是～色的。 
191 欢迎 huānyíng souhaiter la bienvenue ～你们来我们家。 
192 回答 huídá répondre 我能～这个问题。 

193 火车站 huǒchēzhàn gare 我下午3点去～。 
194 机场 jīchǎng aéroport 我在～工作了三年。 
195 鸡蛋 jīdàn œuf 我每天早上都要吃个～。 

196 件 jiàn spécificatif des vêtements, des affaires et de 
certains objets 这～衣服颜色非常好看。 

197 教室 jiàoshì salle de classe 请大家都到～去上课。 
198 姐姐 jiějie sœur aînée 我有两个～。 
199 介绍 jièshào (se) présenter 我来～一下我的朋友。 
200 进 jìn entrer 我马上要～机场了。 

201 近 jìn proche 我们家离公司很～。 

202 就 jiù seulement, être justement, indique que 
l'action a lieu tôt, est consécutive, immédiate 我～知道他会来的。 

202 就 jiù dès que..alors.. (yī suivi d'une 1ère action et 
jiù suivi d'une 2ème action), tout de suite 我一到家～给他打电话。 

203 觉得 juéde trouver, estimer 你～这本书怎么样？ 
204 咖啡 kāfēi café (boisson) 您想喝～，还是茶？ 
205 开始 kāishǐ commencer, débuter 我们从第十课～学习。 
206 考试 kǎoshì examen, épreuve 为了准备～，他每天都学习到很晚。 
207 可能 kěnéng peut-être 我～不能去上班了。 
208 可以 kěyǐ pouvoir, avoir la permission 你～开我的车去上班。 
209 课 kè texte, leçon 今天我们学习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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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课 kè cours, classe 现在，我们上～。 
210 快 kuài rapide 他跑得真～。 
210 快 kuài bientôt 7点50了，～上课了！ 
211 快乐 kuàilè content, joyeux 祝你生日～！ 

212 累 lèi fatigué 我～了，想休息。 
213 离 lí d'un endroit à un autre, distant de 我家～学校很近。 
214 两 liǎng deux (2) 苹果～块钱一斤。 
215 路 lù route, chemin 我每天走～去上学。 
215 路 lù ligne de bus 我们可以坐10～公共汽车去。 
216 旅游 lǚyóu voyager, faire du tourisme 我们开车去～。 
217 卖 mài vendre 这个商店～的东西比较便宜。 

218 慢 màn lent 我们走得很～。 
219 忙 máng occupé 这个星期，我很～。 
219 忙 máng se presser, se dépêcher, s’affairer 你在～什么呢？ 
220 猫 māo chat 你的小～去哪儿了？ 
221 每 měi chaque, chacun 你～天都看报纸吗？ 
222 妹妹 mèimei sœur cadette 我有两个～。 
223 门 mén porte 我在～外等你。 

224 男 nán masculin, homme 我不认识那个～人。 
225 您 nín vous (singulier de politesse) 老师，～好！ 
226 牛奶 niúnǎi lait de vache 睡觉前喝杯～吧。 
227 女 nǚ féminin, femme 那个～人你认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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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旁边 pángbiān à côté de 爸爸在我～。 
229 跑步 pǎobù courir 我每天早上都～。 
230 便宜 piányi bon marché, à prix réduit 苹果很～，我们买点儿吧。 
231 票 piào billet, ticket 我要去火车站买车～。 

232 妻子 qīzi femme (épouse) 我～上班去了。 
233 起床 qǐchuáng se lever du lit 我早上七点～。 
234 千 qiān mille (1000) 这个手机一～元。 
235 铅笔 qiānbǐ crayon 你看见我的～了吗？ 
236 晴 qíng beau, clair, sans nuage 今天是～天。 
237 去年 qùnián l’an dernier 我是～8月来北京的。 

238 让 ràng laisser, permettre, demander à qqn de faire 
qqch (avec autorité) 他爸爸不～他来。 

239 日 rì jour, soleil 今天是2012年2月26～。 

240 上班 shàngbān aller au travail 我七点半去～。 
241 身体 shēntǐ corps, santé 今天我的～不太舒服。 
242 生病 shēngbìng tomber malade 我～了，不能去上班了。 
243 生日 shēngrì anniversaire 祝你～快乐！ 
244 时间 shíjiān temps (durée) 我没～去北京。 
245 事情 shìqing affaire, chose, évènement 你下午有什么～吗？ 
246 手表 shǒubiǎo montre-bracelet 这块～非常漂亮。 

247 手机 shǒujī téléphone portable 你看，我新买了一台～。 
248 送 sòng offrir, faire cadeau de 我～你一本书。 
249 虽然..但是.. suīrán..dànshì.. bien que..cependant.. ～下雨了，～我们还是想去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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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它 tā il, elle, le, la, lui (pour les choses et les 
animaux) 我知道小猫在哪儿，～在桌子下面。 

251 踢足球 tī zúqiú jouer au football 我和同学们在～。 
252 题 tí sujet d’examen, question 这个～我不会做。 
253 跳舞 tiàowǔ danser 妹妹会唱歌，也会～。 
254 外 wài extérieur, dehors (locatif) ～面下雨了。 

255 完 wán terminer 这本书我看～了。 
256 玩 wán jouer, se distraire 他在～，没有学习。 
257 晚上 wǎnshang soir 今天～我不能看电视了。 
258 为什么 wèishénme pourquoi, dans quel but 你～不喝点儿水呢？ 
259 问 wèn demander, poser une question 老师，我可以～你一个问题吗？ 
260 问题 wèntí question, problème 这个～太难了！ 
261 西瓜 xīguā pastèque, melon d’eau 请吃块儿～。 

262 希望 xīwàng espérer 我～你别走了。 
263 洗 xǐ laver, nettoyer 今天我要～很多衣服。 
264 小时 xiǎoshí heure (durée) 我看了一～的书。 
265 笑 xiào rire, sourire 听到他这么说，我们都～了。 
266 新 xīn nouveau, récent, neuf 这是我买的～衣服。 
267 姓 xìng nom de famille 中国人的～在名字的前面。 
267 姓 xìng s’appeler (nom de famille) 我～张。 

268 休息 xiūxi se reposer 太累了，让我～一下。 
269 雪 xuě neige 今年冬天下了几次大～。 
270 颜色 yánsè couleur 你喜欢哪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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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眼睛 yǎnjing œil, yeux 我的～是黑色的。 
272 羊肉 yángròu viande de mouton 有些人不爱吃～。 
273 药 yào médicament, remède 这个～一天吃三次。 
274 要 yào espérer 我～去北京。 

274 要 yào vouloir, désirer 妈妈～我去买菜。 
274 要 yào devoir 你～认真地做这件事。 
274 要 yào être sur le point de ～下雨了。 

274 要 yào avoir besoin de, exiger, demander, 
nécessiter 一斤菜～两块钱。 

275 也 yě aussi 你去，我～去。 

276 一下 yíxià postposé à un verbe pour redoublement, 
moment bref ou une tentative, un peu 请等我～。 

277 一起 yìqǐ ensemble 我和你～去北京。 
278 已经 yǐjīng déjà 我们～吃完饭了。 
279 意思 yìsi sens, signification 这个词是什么～？ 

279 意思 yìsi idée, avis, opinion 把你的～告诉我吧。 
279 意思 yìsi intérêt 这个电影真有～。 
280 因为..所以.. yīnwèi..suǒyǐ.. parce que..c'est pourquoi.. ～下雨了，～我没去跑步。 
281 阴 yīn nuageux, sombre, couvert, féminin 今天是～天。 
282 游泳 yóuyǒng nager 我会～了。 
283 右边 yòubian à droite (locatif), côté droit 王医生～那个人是谁？ 
284 鱼 yú poisson 水里有很多～。 

285 远 yuǎn loin, éloigné 我家离公司很～。 
286 运动 yùndòng sport, exercices physiques 我们都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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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再 zài de nouveau (action qui sera de nouveau 
réalisée dans le futur), puis, ensuite 我吃完饭～去商店。 

287 再 zài encore plus ～高点儿，现在太低了。 
288 早上 zǎoshang matin 我～看见过他。 

289 张 zhāng étendre, déployer, spécificatif (table, 
journal..) 这是一～桌子。 

290 丈夫 zhàngfu époux, mari 我～在医院工作。 
291 找 zhǎo chercher; rendre la monnaie 他想～一个工作。 

292 着 zhe employé pour exprimer une action en cours 他笑～说：“你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 
293 真 zhēn vrai, vraiment, véritablement 这个人～高。 
294 正在 zhèngzài être en train de 弟弟～打篮球。 
295 知道 zhīdào savoir, être au courant de, connaître 我不～他现在在哪里。 
296 准备 zhǔnbèi préparer, prévoir, projeter de faire qqch 我～星期日去北京。 
297 自行车 zìxíngchē bicyclette, vélo 这是我新买的～。 
297 走 zǒu marcher, aller à pied, aller voir 我女儿9个月就会～了。 

298 走 zǒu partir 我～了，再见！ 
299 最 zuì le plus 她是我～好的朋友。 
300 左边 zuǒbian à gauche (locatif), côté gauche ～的那个杯子是你的，右边的是我的。 

 公斤 gōngjīn kilogramme  
 回家 huí jiā rentrer chez soi  
 向 xiàng donner sur, vers, en direction de  
 元 yuán premier, principal, unité de monna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