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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HSK（三级）词汇（汉语—法语）Vocabulaire de l’examen HSK (niveau 3) – (chinois–français) 
https://www.memrise.com/course/378919/hsk-niveau-3/ 

 
301 阿姨 āyí tante (sœur de la mère), tante (appellation 

d’enfant à une femme de l'âge de sa mère) ～，附近有地铁站吗？ 

302 阿 a interjection de fin de phrase indiquant 
l'admiration, l'affirmation ou l'interrogation 啊，这儿的环境多么好～！ 

303 矮 ǎi de petite taille, petit, bas 弟弟的个子比我～。 

304 爱好 àihào prédilection, penchant, goût, passe-temps 
favori 我最大的～就是打篮球。 

304 爱好 àihào aimer, affectionner, avoir de l’attachement 
pour, être épris de 我从小就～音乐。 

305 安静 ānjìng tranquille, paisible, calme, silencieux 因为教室里没什么人，所以很～。 

305 安静 ānjìng se calmer 孩子们都睡着了，家里～了下来。 

306 把 bǎ utilisé pour placer le complément d'objet 
avant le verbe (antéposition) 请～桌子上的铅笔给我。 

306 把 bǎ tenir, saisir, poignée, manche, anse, 
spécificatif des objets à manche 房间里有四～椅子。 

307 班 bān classe, équipe, escouade 我在三年级二～。 
308 搬 bān déplacer, transporter, remuer, déménager 请帮我把这张桌子～到楼下好吗？ 
309 办法 bànfǎ moyen, mesure 你别急，我们再想想～。 

310 办公室 bàngōngshì bureau (lieu de travail) 请问，校长～怎么走？ 
311 半 bàn moitié, demi  现在是三点～。 

312 帮忙 bāngmáng aider, secourir, donner un coup de main à, 
rendre service à 因为有你～，这件事情处理得很好。 

313 包 bāo envelopper, empaqueter, paquet, sac 我的～忘在房间里了。 
314 饱 bǎo avoir mangé à sa faim, rassasié, pleinement 我已经吃～了。 
315 北方 běifāng Nord, Chine du Nord 冬天，～比南方冷多了。 
316 被 bèi par (forme passive) 词典～王老师拿走了。 
317 鼻子 bízi nez 姐姐的～很高，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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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比较 bǐjiào comparer, par rapport à, assez, relativement 今天天气～冷。 
319 比赛 bǐsài match, compétition 今天晚上有足球～。 
319 比赛 bǐsài entrer en compétition 我们～跑步吧。 
320 笔记本 bǐjìběn bloc-notes 老师讲的内容，我都写在～上了。 

320 笔记本 bǐjìběn ordinateur portable 你看，这是我新买的～。 
321 必须 bìxū falloir, devoir, être tenu de faire qqch 我今天～去上班。 
322 变化 biànhuà changement 十年不见，他好像没什么～。 
322 变化 biànhuà changer 城市～得太快了。 
323 别人 biéren un autre, les autres, d’autres, autrui ～都走了，为什么你还在这里？ 
324 宾馆 bīnguǎn hôtel, résidence des hôtes 这是我们这儿最大的～，可以住300个客人。 
325 冰箱 bīngxiāng réfrigérateur 妈妈把刚买的鱼放进了～。 

326 不但..而且 búdàn..érqiě non seulement..mais aussi.. 妹妹～喜欢唱歌，～爱跳舞。 

327 才 cái indique un fait qui se produit ou se termine 
tard 他30岁～读完大学。 

327 才 cái ne..que, seulement 这件事，只有他～能做好。 
328 菜单 càidān menu, carte 服务员，请帮我拿一下～。 
329 参加 cānjiā participer, assister à, adhérer à 这次会议有两百多人～。 
330 草 cǎo herbe, paille, négligent, sans soin 春天来了，小～绿了。 
331 层 céng étage, couche, échelon 我住在三～，306。 
332 差 chà mauvais, mal, minable, nul 我这次考试考得很～。 
332 差 chà manquer, faire défaut, s’en falloir 现在是～5分12点。 
333 长 cháng long, longueur 姐姐的头发又黑又～。 
334 超市 chāoshì supermarché 这家～里的东西比较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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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衬衫 chènshān chemise 今天我穿这件～。 
336 成绩 chéngjì résultat, succès 我们可以在网上查到考试～。 
337 城市 chéngshì ville, cité 我已经喜欢上了这个～。 
338 迟到 chídào être en retard, arriver en retard 对不起，我今天又～了。 

339 出现 chūxiàn apparaître, surgir, se produire 我们等了他一个小时，他也没有～。 
340 除了 chúle sauf, excepté, à l’exception de ～小王，其他人都来了。 
341 船 chuán bateau, navire, embarcation 你可以坐～去上海。 
342 春 chūn printemps ～天是一年的开始。 
343 词典 cídiǎn dictionnaire (de mots) 这本～对我的学习很有帮助。 
344 聪明 cōngming intelligent, à l’esprit vif 弟弟不但很～，而且很爱学习。 
345 打扫 dǎsǎo nettoyer, balayer 我准备周末把房间～一下。 

346 打算 dǎsuàn avoir l'intention de, projeter 我～下个星期去旅游。 
346 打算 dǎsuàn plan, projet 我还没有结婚的～。 
347 带 dài porter sur soi 我今天忘记～钱包了。 
348 担心 dānxīn s’inquiéter 爷爷住院了，我很～。 
349 蛋糕 dàngāo gâteau 你饿了吗？先吃块～吧。 
350 当然 dāngrán bien sûr 你生病了，我～要来看看你。 
351 灯 dēng lampe, lanterne 房间里的～怎么不亮了？ 

352 地 de particule du complément de manière 天慢慢～黑了。 
353 地方 dìfang lieu, endroit 这个～我来过三次了。 
354 地铁 dìtiě métro 我们先坐三站～，再走一会儿就到了。 
355 地图 dìtú carte géographique 我的手机上有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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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电梯 diàntī ascenseur, escalator 我们坐～上去吧。 
357 电子邮件 diànzǐ yóujiàn e-mail, courrier électronique 我晚上再给你发个～。 
358 东 dōng Est 你一直向～走就到了。 
359 冬 dōng hiver 北方的～天很冷。 

360 动物园 dòngwùyuán zoo ～里有一百多种动物。 
361 短 duǎn court 这件事在～时间内很难做完。 

362 段 duàn section, partie, tronçon, segment, 
paragraphe, pièce, spécificatif 这～时间我很忙。 

363 锻炼 duànliàn s'entraîner, s'aguerrir, faire du sport 我每天早上都去～身体。 
364 多么 duōme comme, combien, que 这里～漂亮啊！ 
365 饿 è avoir faim 我～了，想吃点东西。 
366 耳朵 ěrduo oreille 我的～有点疼，要去医院看看。 
367 发 fā envoyer, produire 你给我～电子邮件了吗？ 

368 发烧 fāshāo avoir de la fièvre 我身体不舒服，～了。 
369 发现 fāxiàn s'apercevoir, découvrir 我～他瘦了很多。 
370 方便 fāngbiàn pratique, commode 我坐地铁去上班很～。 
371 放 fàng relâcher, placer, poser 把书～在桌子上吧。 
372 放心 fàngxīn être tranquille, être rassuré 请～，我会把事情办好的。 
373 分 fēn minute 现在8点30～。 
373 分 fēn points, note scolaire 这次考试，我得了85～。 

373 分 fēn séparer, partager 这个苹果被～成了两块儿。 
374 附近 fùjìn voisinage, alentours 他家就住在公司～。 
375 复习 fùxí revoir ses leçons, réviser 考试前要好好地～。 



5/16 

376 干净 gānjìng propre, net 我把衣服洗～了。 
377 感冒 gǎnmào rhume, s'enrhumer 我～了，要吃点儿药。 
378 感兴趣 gǎn xìngqù s’intéresser à 小王对音乐很～。 
379 刚才 gāngcái à l'instant, il y a peu de temps ～是谁来的电话？ 

380 个子 gèzi taille, stature 哥哥比我～高。 
381 根据 gēnjù selon, d'après, conformément à 请～这篇文章谈一谈自己的想法。 
381 根据 gēnjù fondement 他这么说，是有～的。 
382 跟 gēn suivre, accompagner 散步的时候，小狗一直～在我身后。 
382 跟 gēn avec 姐姐～妈妈一起去公园了。 
383 更 gèng encore plus 他比我～喜欢游泳。 
384 公斤 gōngjīn kilogramme 我买了一～鸡蛋。 

385 公园 gōngyuán jardin public, parc 我家附近有个～，我常去那里散步。 
386 故事 gùshi histoire, récit, légende 睡觉前，我都给女儿讲～。 
387 刮风 guā fēng avoir du vent, souffler (vent) 今天～了，别骑自行车了。 
388 关 guān fermer, éteindre 他～上了门。 
389 关系 guānxì rapport, relation 这件事和她没有～。 
390 关心 guānxīn se soucier de, veiller à, prendre soin de 爸爸很～我的学习。 
390 关心 guānxīn sollicitude 谢谢你的～，我的身体好多了。 

391 关于 guānyú à propos de, concernant, en ce qui concerne ～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再想一想。 
392 国家 guójiā pays, État, nation 我爱旅游，去过几十个～。 
393 过 guò passer, fêter un événement 今天我～生日，朋友们都来了。 
393 过 guò s'écouler 时间～得真快，要过春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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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 过去 guòqù le passé, autrefois, jadis 奶奶经常给我讲～的事情。 
395 还是 háishì encore, toujours 我～在北京，没去其他地方。 
395 还是 háishì plutôt 你～吃点儿水果吧，别喝啤酒了。 
395 还是 háishì ou, ou bien (en phrase interrogative) 你是开车去～坐公共汽车去？ 

396 害怕 hàipà avoir peur, craindre 我～一个人晚上出门。 
397 航班 hángbān vol régulier, numéro de vol 各位顾客，欢迎您乘坐我们的～。 
398 黑板 hēibǎn tableau noir 请大家看～。 
399 后来 hòulái ensuite, plus tard, après ～我再也没见过他。 
400 护照 hùzhào passeport 你的～办好了吗？ 
401 花 huā dépenser 今天我～了不少钱。 
401 花 huā fleur 今天是妈妈的生日，我们送一些～给她吧。 

402 花园 huāyuán jardin, jardin d’agrément 她就在～上。 
403 画 huà dessiner, peindre 我从小就喜欢～画儿。 
403 画 huà dessin, peinture, tableau 他的～儿很受大家欢迎。 
404 坏 huài mauvais, avarié 面包很新鲜，没有～。 
405 还 huán rendre, rembourser 我把书～给图书馆了。 
406 环境 huánjìng environnement 这里的～很不错，在这里住很舒服。 
407 换 huàn changer, échanger 你等我一下，我去～件衣服。 
407 换 huàn changer de l'argent, faire de la monnaie 我去银行～点儿钱。 
408 黄河 Huánghé le fleuve Jaune ～是中国的第二大河。 
409 会议 huìyì conférence, réunion 我们下午有个～。 
410 或者 huòzhě ou, ou bien (sans interrogation) 你去，～我去，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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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几乎 jīhū presque, pratiquement, au point de 我感动得～要流泪了。 
412 机会 jīhuì opportunité, occasion, chance 我希望有～参加比赛。 
413 极 jí extrêmité, sommet, extrêmement, très 他对音乐～感兴趣。 
414 记得 jìde se rappeler, se souvenir de 我不～他住在哪儿了。 

415 季节 jìjié saison 一年有四个～。 
416 检查 jiǎnchá vérifier, examiner, inspecter, contrôler 你去医院～一下身体吧。 
417 简单 jiǎndān simple, ordinaire 这些题对他来说很～。 
418 见面 jiànmiàn se rencontrer 上次和他～，已经是去年了。 
419 健康 jiànkāng être en bonne santé 爸爸的身体特别～。 

420 讲 jiǎng parler une langue, raconter, expliquer, 
discuter 李老师的课～得很有趣。 

421 降落 jiàngluò descendre, atterrir 飞机马上就要～了。 
422 角 jiǎo corne, cap, coin, 10 centimes (10 fēn) 桌子上有五～钱。 

423 脚 jiǎo pied, patte, base 妹妹～上穿着漂亮的红皮鞋。 
424 教 jiāo apprendre, enseigner 李老师～我们数学。 
425 接 jiē unir, accueillir, aller à la rencontre de qqn 下午我去机场～你。 
425 接 jiē continuer 他看了看表，躺下～着睡觉。 
426 街道 jiēdào rue, route, quartier d'habitation 这条～很长，有四千多米。 
427 节目 jiémù programme, numéro de spectacle 今天我们一共演出12个～。 
428 节日 jiérì fête, jour de fête 祝大家～快乐！ 

429 结婚 jiéhūn se marier avec, épouser 我们～10年了。 
430 结束 jiéshù finir, achever, terminer 会议马上就要～了。 
431 解决 jiějué résoudre, régler, liquider 这个问题你打算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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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借 jiè emprunter, prêter, se servir de 我从图书馆～了三本书。 
433 经常 jīngcháng quotidien, souvent, fréquemment 我～在学校遇到他。 
434 经过 jīngguò passer par, traverser 上下班的时候，我都要～这条街道。 
434 经过 jīngguò à travers, par l'intermédiaire de, à la suite de ～你这么一说，我终于明白了。 

435 经理 jīnglǐ diriger, directeur, gérant 他是我们公司的～。 
436 久 jiǔ longtemps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才明白。 
437 旧 jiù usé, vieux, ancien 这件衣服穿了两年，已经～了。 
438 句子 jùzi phrase 请用这些词语说几个～。 
439 决定 juédìng décider 这件事是经理～的。 
439 决定 juédìng décision 他已经做出了～。 
440 可爱 kě'ài charmant, adorable 你的儿子真～。 

441 渴 kě assoiffé, avoir soif 我～了，想喝点儿水。 
442 刻 kè un quart d'heure d'horloge 现在是三点一～。 
443 客人 kèrén hôte, invité 春节的时候，家里会来很多～。 
444 空调 kōngtiáo climatisation, climatiseur 太热了，请把～打开。 

445 口 kǒu bouche, spécificatif indiquant le nombre de 
personnes d'une famille 我们家一共三～人。 

446 哭 kū pleurer 孩子又～了起来。 
447 裤子 kùzi pantalon, culotte 这条～有点儿短。 
448 筷子 kuàizi baguettes 我来中国1个月了，已经会用～了。 

449 蓝 lán bleu 这条～裙子你喜欢吗？ 
450 老 lǎo vieux, âgé 爷爷六十岁了，但是看起来一点儿也不～。 
451 离开 líkāi quitter, laisser 下个月我要～一段时间，你好好照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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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礼物 lǐwù cadeau, présent 过生日的时候，我收到了很多～。 
453 历史 lìshǐ l'Histoire 这个房子差不多有300年的～了。 
454 脸 liǎn visage, face 女儿的～圆圆的，很可爱。 
455 练习 liànxí pratiquer, s'exercer 学过的东西，要多～才能记住。 
455 练习 liànxí exercice 同学们，下面我们开始做～。 
456 辆 liàng spécificatif pour véhicules 这～车，是我新买的。 
457 聊天 liáotiān bavarder, causer 我们经常在网上～。 
458 了解 liǎojiě bien connaître, comprendre 我对她～得不多。 
459 邻居 línjū voisin 我跟～们的关系非常好。 
460 留学 liúxué étudier à l’étranger 我哥哥在中国～。 
461 楼 lóu bâtiment, étage 我在你家～下等你。 

462 绿 lǜ vert 春天来了，树和草都～了。 
463 马 mǎ cheval 我们学会骑～了。 
464 马上 mǎshàng tout de suite 我～就到学校，你再等我几分钟。 
465 满意 mǎnyì satisfait, content, satisfaire, contenter 经理对他很～。 
466 帽子 màozi coiffure, chapeau, bonnet 这个～太小了，有大一点儿的吗？ 
467 米 mǐ riz, grain, mètre 这张桌子有两～长。 
468 面包 miànbāo pain ～已经卖完了。 

469 面条 miàntiáo nouilles 服务员，我要一碗～。 
470 明白 míngbai comprendre 我～你的意思了。 
470 明白 míngbai clair, évident, manifeste 他说得很～，我懂了。 
471 拿 ná prendre, tenir, saisir 你手里～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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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奶奶 nǎinai grand-mère (paternelle) 我～住在北京。 
473 南 nán Sud 我家在火车站的～边。 
474 难 nán difficile 这个题很～。 
475 难过 nánguò triste, affligé, souffrant 他要离开了，我很～。 

476 年级 niánjí classe, année scolaire 我儿子现在上三～。 
477 年轻 niánqīng jeune 妈妈50岁了，看起来还很～。 
478 鸟 niǎo oiseau 树上有很多～在唱歌。 
479 努力 nǔlì faire des efforts, s’efforcer de, appliqué 学生们学习很～。 

480 爬山 páshān faire une randonnée en montagne, gravir 
une montagne 我们决定明天去～。 

481 盘子 pánzi assiette ～里有鱼，请吃吧。 
482 胖 pàng gros, gras, corpulent 熊猫很～，很可爱。 
482 胖 pàng grossir 这个月我～了五斤多。 

483 皮鞋 píxié souliers de cuir 他穿着一双黑色的～。 
484 啤酒 píjiǔ bière 爸爸爱喝～。 
485 普通话 pǔtōnghuà mandarin, langue chinoise commune 你的～说得很好。 
486 其实 qíshí en effet, en fait, en réalité, à vrai dire 我～不太了解他。 
487 其他 qítā autre, les autres 只有小明在教室里，～人都回家了。 
488 奇怪 qíguài étrange, bizarre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 
489 骑 qí monter à califourchon, à cheval, en vélo 今天我～自行车去学校。 

490 起飞 qǐfēi décoller (avion) 各位乘客，飞机马上就要～了。 
491 清楚 qīngchu être clair, net 他把这件事儿说得很～了。 
491 清楚 qīngchu comprendre, saisir 你～这句话的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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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 秋 qiū automne, récolte ～天最舒服，不冷也不热。 
493 裙子 qúnzi jupe, robe 姐姐穿着漂亮的～。 
494 然后 ránhòu ensuite 我要先写完作业，～再看电视。 
495 热情 rèqíng chaleureux, sympathique 我们～地欢迎客人。 

496 认为 rènwéi croire, être d’avis que, estimer 你～他会来吗？ 
497 认真 rènzhēn consciencieux, sérieux 这个同学学习很～，很努力。 
498 容易 róngyì facile, aisé, simple 这个问题很～回答。 
499 如果 rúguǒ si, au cas où ～你去，我就和你一起去。 
500 伞 sǎn parapluie 下雨了，别忘了带～。 
501 上网 shàngwǎng surfer sur Internet 我～去看看新闻。 
502 生气 shēngqì se mettre en colère, s’emporter, vie, vitalité 请别～，是我错了，对不起。 

503 声音 shēngyīn son, bruit, voix 你听，这是什么～？ 
504 世界 shìjiè monde (univers) ～上有很多国家。 
505 试 shì essayer 我想～一下那件红色的。 
506 瘦 shòu maigre 姐姐现在很～，只有45公斤。 
506 瘦 shòu maigrir 这个月我～了三斤。 
507 叔叔 shūshu oncle (frère cadet du père) ～，你喜欢这本书吗？ 
508 舒服 shūfu agréable, confortable 坐在这里，真～。 

509 树 shù arbre 我们学校里有很多～。 
510 数学 shùxué mathématiques 我的～成绩很好。 
511 刷牙 shuāyá se brosser les dents 睡觉前要～。 

512 双 shuāng une paire de, spécificatif des choses qui vont 
par paire 我今天想去买～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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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水平 shuǐpíng niveau 他的汉语～很高。 
514 司机 sījī chauffeur, conducteur 这位～开出租车5年多了。 
515 太阳 tàiyáng soleil 你看，～出来了。 
516 特别 tèbié particulièrement, surtout 我～想跟你一起去。 

517 疼 téng avoir mal 我的腿有点儿～。 
518 提高 tígāo élever, rehausser, améliorer, accroître 你数学成绩～了不少。 
518 提高 tígāo amélioration 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 
519 体育 tǐyù sport, culture physique 我很喜欢～运动。 
520 甜 tián sucré, doux, mielleux 这个西瓜真～啊！ 

521 条 tiáo rameau, spécificatif des objets longs et 
minces 这～裤子有点儿长。 

522 同事 tóngshì collègue de travail 这是我们的新～，李华。 
523 同意 tóngyì approuver, être d'accord, consentir 我不太～他的想法。 

524 头发 tóufa cheveux, chevelure 妈妈的～又黑又亮。 
525 突然 tūrán brusque, soudain 他～站了起来。 
525 突然 tūrán tout à coup, subitement 小狗～跑了出来。 
526 图书馆 túshūguǎn bibliothèque 我从～借来了两本书。 
527 腿 tuǐ jambe, patte 你的～还疼吗？ 
528 完成 wánchéng accomplir, réaliser 这件事，在周末前必须～。 
529 碗 wǎn bol 把米饭放在这个～里吧。 

529 碗 wǎn spécificatif de contenu (ce qui se met dans 
un bol) 我吃一～就可以了。 

530 万 wàn dix-mille (10 000) 我们学校有一～名学生。 
531 忘记 wàngjì oublier 我～今天是他的生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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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为 wèi pour 这些菜都是～你准备的。 
533 为了 wèile pour, afin de ～身体健康，我每天都去运动。 
534 位 wèi spécificatif d'une personne respectable 他真是一～好老师。 
535 文化 wénhuà culture, civilisation 我对中国～很感兴趣。 

536 西 xī Ouest 火车站在～边，你走错了。 
537 习惯 xíguàn s’habituer 他已经～了一个人生活。 
537 习惯 xíguàn habitude 饭前洗手是好～。 
538 洗手间 xǐshǒujiān toilettes 我去一下～。 
539 洗澡 xǐzǎo prendre une douche, prendre un bain 太热了，我先去～。 
540 夏 xià été 今年～天太热了。 
541 先 xiān d’abord, avant 你～去，我一个小时后再去。 

542 相信 xiāngxìn avoir confiance en, croire 我完全～你说的话。 
543 香蕉 xiāngjiāo banane 你想吃～吗？ 
544 向 xiàng direction, vers ～东走，就可以看到那个学校了。 
545 像 xiàng ressembler à, paraître, sembler 他长得～他爸爸。 
545 像 xiàng être comme ～校长这样的人，到哪里都很受欢迎。 

546 小心 xiǎoxīn Faites attention ! / Prenez garde ! / Soyez 
prudent ! 请～，路上有很多水。 

546 小心 xiǎoxīn attentif, prudent, soigneux 我很～地抱起了小猫。 
547 校长 xiàozhǎng directeur d'école ～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计划。 

548 新闻 xīnwén information, nouvelle 我每天晚上七点都看～。 
549 新鲜 xīnxiān frais, nouveau 这些都是～水果。 
550 信用卡 xìnyòngkǎ carte de crédit 我想去银行办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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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行李箱 xínglixiāng bagage 请把～打开。 
552 熊猫 xióngmāo panda 我特别喜欢到动物园去看大～。 
553 需要 xūyào avoir besoin de, exiger, nécessiter 我们～一些帮助。 
554 选择 xuǎnzé choisir, sélectionner 今年夏天你～去哪儿旅游？ 
554 选择 xuǎnzé choix 我们需要自己做出～。 
555 要求 yāoqiú demander, réclamer, revendiquer, exiger 老师～我们把这些题做完。 
555 要求 yāoqiú exigence, demande 这是爸爸对我的～。 
556 爷爷 yéye grand-père paternel ～，请您坐这儿吧。 
557 一定 yídìng certainement, absolument, sûrement 明天的会议，请大家～要参加。 
558 一共 yígòng en tout, au total, totalement 我们班～有20名学生。 

559 一会儿 yíhuìr dans un moment, tout à l'heure, bientôt, dans 
un instant, tout de suite 我看～电视就睡觉。 

560 一样 yíyàng pareil, semblable, ressemblant 他跟爸爸长得～。 

561 一般 yìbān ordinaire, d'ordinaire 我～7点钟起床。 

562 一边 yìbiān en même temps, tout en (indique deux 
actions simultanées) 他喜欢～看书，～听音乐。 

563 一直 yìzhí continuellement, sans interruption, toujours, 
tout droit 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564 以前 yǐqián autrefois, dans le passé, avant de 我们看电影～，先去吃个饭吧。 
565 音乐 yīnyuè musique 她最喜欢看～节目。 
566 银行 yínháng banque ～下午5点关门。 
567 饮料 yǐnliào boisson 冰箱里还有～吗？ 
568 应该 yīnggāi devoir, falloir 8点了，～去上班了。 
569 影响 yǐngxiǎng influencer, porter atteinte, déranger 请不要～别人休息。 
569 影响 yǐngxiǎng influence 环境对人有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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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 用 yòng employer, utiliser, usage, utilité, dépenses 我～了两个小时打扫房间。 
571 游戏 yóuxì jeu 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玩儿的～。 
572 有名 yǒumíng célèbre, connu, fameux 这本书很～。 

573 又 yòu de nouveau, encore (indique la répétition ou 
la continuation) 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开始工作了。 

574 遇到 yùdào rencontrer, tomber sur 刚才我在街上～了张先生。 

575 元 yuán yuán (monnaie chinoise) 这块手表600～。 
576 愿意 yuànyì bien vouloir, être disposé à 他很～帮助别人。 
577 月亮 yuèliang lune 今晚的～真圆！ 
578 越..越.. yuè..yuè.. plus..plus.. 他～说～高兴。 
579 站 zhàn se tenir debout, se lever, s’arrêter 爸爸～在我的身边。 
579 站 zhàn station, arrêt de bus 去火车站，坐地铁3～就到了。 

580 张 zhāng spécificatif des objets à surface plane, 
papiers, lits, tables, etc. 请给我一～纸。 

580 张 zhāng ouvrir, étendre, déployer 小女孩儿～开嘴，笑了。 

581 着急 zháojí s'inquiéter, se tracasser, se faire du souci, 
s’impatienter 遇到事情，不要～。 

582 照顾 zhàogù s’occuper de, veiller sur 我生病了，妈妈一直～我。 
583 照片 zhàopiàn photographie 这是我小时候的～。 
584 照相机 zhàoxiàngjī appareil photo 我新买了一个～。 

585 只 zhī l’un(e) d’une paire, spécificatif des oiseaux, 
des volailles et de certains autres animaux 我有一～鞋找不到了。 

586 只 zhǐ seulement, ne..que 房间里～有我一个人。 

587 中间 zhōngjiān milieu, centre 我站在～，旁边的是我的同学。 
588 中文 zhōngwén langue chinoise (écrite) 我会用～写文章。 
589 终于 zhōngyú finalement, enfin, finir par 春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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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 种 zhǒng sorte, catégorie 超市里有很多～新鲜水果。 
591 重要 zhòngyào important 我忘了一件～的事情。 
592 周末 zhōumò fin de semaine, week-end 这个～你有什么安排？ 
593 主要 zhǔyào principal, essentiel 这本书～讲了些什么？ 

594 注意 zhùyì faire attention à, prendre garde à 请～安全。 
595 自己 zìjǐ soi, soi-même 我喜欢～一个人旅游。 
596 总是 zǒngshì toujours, en tout cas, de toute façon 他～很早起床。 
597 嘴 zuǐ bouche, bec 妹妹的～边有一粒米。 

598 最近 zuìjìn récemment, dernièrement, bientôt, 
prochainement 我～很忙。 

599 作业 zuòyè devoir scolaire 今天的～你写完了吗？ 
600 作用 zuòyòng agir, action, effet, rôle, fonction 这种感冒药对我没什么～。 
601 作乐 zuòyuè faire de la musique  

602 作者 zuòzhě auteur, écrivain  
603 作证 zuòzhèng témoigner, attester, affirmer  
604 作主 zuòzhǔ décider par soi-même, agir en maît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