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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爱情 àiqíng amour, romance, affection 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 
602 安排 ānpái organiser, disposer 下午的会议，我已经～好了。 
602 安排 ānpái arrangement 他的～让大家都很满意。 
603 安全 ānquán sain et sauf 晚上开车要注意～。 
603 安全 ānquán sécurité, sûreté 请放心，我们会保证您的～。 
604 按时 ànshí à temps, à l’heure 我～完成了任务。 

605 按照 ànzhào conformément à, suivant, selon, 
d'après 请～要求把报告改一下。 

606 百分之 bǎifēnzhī pourcentage 任务完成～八十了。 
607 棒 bàng chic, fort, calé, épatant, excellent 你的字写得真～！ 
608 包子 bāozi petit pain farci cuit à la vapeur 这家饭馆儿的～味道非常好。 

609 保护 bǎohù protéger, sauvegarder 人们应该～环境。 
610 保证 bǎozhèng assurer, garantir, s’engager à faire 我～，以后不迟到了。 
610 保证 bǎozhèng garantie 努力是取得成功的～。 
611 报名 bàomíng s'inscrire, inscrire son nom 你想～参加运动会吗？ 

612 抱 bào porter dans ses bras, tenir sur la 
poitrine, étreindre 他把孩子～了起来。 

613 抱歉 bàoqiàn regretter, être désolé, s'excuser 非常～，让您等了这么久。 

614 倍 bèi fois (élément multiplicateur), 
redoubler 我们学校的留学生比去年多了一～。 

615 本来 běnlái au début, originellement 我～要去看演出，但是突然有事儿不能去了。 
616 笨 bèn bête, stupide, sot, borné 你并不～，只是需要更努力。 

617 比如 bǐrú par exemple 我有很多爱好，～游泳和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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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毕业 bìyè terminer ses études, être diplômé 我今年上大三，明年～。 

619 遍 biàn universel, partout, fois (action 
réalisée du début jusqu'à la fin) 这篇文章，我读了很多～。 

620 标准 biāozhǔn standard, critère, norme, type, étalon, 
modèle, règle 你选男友的～太高了。 

620 标准 biāozhǔn standardisé 你的普通话说得很～。 
621 表格 biǎogé tableau, liste, formulaire, formule 请在～里填上您的姓名。 

622 表示 biǎoshì montrer, exprimer, manifester, 
signifier 他～愿意继续在公司工作。 

623 表演 biǎoyǎn représenter, jouer (une pièce de 
théâtre) 你们要～什么节目？ 

623 表演 biǎoyǎn représentation 今天的～太精彩了！ 
624 表扬 biǎoyáng exalter, louer, complimenter 小明喜欢帮助别人，老师～了他。 
624 表扬 biǎoyáng éloge, louange 他经常得到校长的～。 
625 饼干 bǐnggān biscuit, gâteau sec 我买了～，吃点儿吧。 
626 并且 bìngqiě et, en outre, de plus, d'ailleurs 她很聪明，～很努力。 

627 博士 bóshì docteur (titre universitaire), doctorat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李～。 
628 不过 búguò mais, cependant, pourtant 他很优秀，～不符合公司的招聘条件。 
629 不得不 bùdébù être obligé de 任务还没完成，所以周末我们～加班。 

630 不管 bùguǎn si..que, quel que soit, quoi que ce 
soit, malgré, n'importe ～天怎么样，我都要爬山。 

631 不好意思 bùhǎoyìsi timide, embarrassé, confus 大家都看着他，他有点儿～了。 
632 不仅 bùjǐn non seulement, ne pas être le seul 我～去过那个城市，而且去过很多次。 
633 部分 bùfen part, partie, lot 这本小说由四～组成。 
634 擦 cā essuyer, nettoyer, frotter 我已经把窗户～干净了。 

635 猜 cāi deviner, présumer, soupçonner 你～我给你准备了什么生日礼物？ 

636 材料 cáiliào document, matière première, 
matériau 报名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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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 参观 cānguān visiter 学校组织大家去长城～。 
638 餐厅 cāntīng cantine, restaurant 学校附近新开了一家～。 
639 厕所 cèsuǒ toilettes 男～在一层。 
640 差不多 chàbuduō à peu près, n’importe qui 我每天～7点起床。 

641 长城 Chángchéng la Grande Muraille de Chine 我想周末去参观～。 
642 长江 Chángjiāng fleuve Bleu, Yang-tsé ～是中国的第一大河。 
643 尝 cháng goûter, essayer 快来～～我做的菜，味道怎么样？ 

644 场 chǎng spécificatif pour certains sports, 
spectacles (séance), jeux et loisirs 今年下午有～足球比赛。 

645 超过 chāoguò dépasser, surpasser, excéder 每天有～三百个航班在这里起飞。 
646 吵 chǎo bruyant 外面太～了，我睡不着。 
646 吵 chǎo se quereller, se disputer 他和朋友～了，所以很不高兴。 
647 成功 chénggōng réussir 太好了，我们终于～了。 
647 成功 chénggōng succès, réussite 经过努力，我们取得了～。 
648 成为 chéngwéi devenir, se transformer en 几年不见，她现在已经～了一名医生。 
649 诚实 chéngshí sincère, honnête ～的人值得我们尊重。 

650 乘坐 chéngzuò prendre, monter dans un moyen de 
transport 欢迎您～本次航班。 

651 吃惊 chījīng s'étonner, être surpris 这个消息非常令人～。 
652 重新 chóngxīn de nouveau, encore 他把事情～说了一遍。 
653 抽烟 chōuyān fumer (une cigarette) 对不起，医院里不能～。 
654 出差 chūchāi partir en mission 爸爸已经～一个多月了。 

655 出发 chūfā partir, se mettre en route 我从北京～去上海。 
656 出生 chūshēng naître, venir au monde 女儿是1990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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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 厨房 chúfáng cuisine (lieu) 我正在～里做饭呢。 
658 传真 chuánzhēn fax, télécopie 请帮我发一份～。 
659 窗户 chuānghu fenêtre 她坐在～旁边安静地看书。 
660 词语 cíyǔ mot, terme, expression 请把你们不认识的～都找出来。 

661 从来 cónglái toujours (en phrase affirmative), 
jamais (en phrase négative) 我～没见过他。 

662 粗心 cūxīn étourdi, négligent, inattentif 你真是太～了。 

663 存 cún conserver, épargner, consigner, 
déposer 我把钱～进了银行。 

664 错误 cuòwù faux, erroné, incorrect 我觉得这种说法是～的。 
664 错误 cuòwù erreur, faute 谢谢你指出了我的～。 
665 答案 dá'àn corrigé, solution, réponse 我不知道这道题的～。 
666 打扮 dǎbàn décorer, se maquiller, se déguiser 她简单～了一下就出门了。 
667 打扰 dǎrǎo déranger, troubler 对不起，～一下，王教授在吗？ 
668 打印 dǎyìn imprimer 这些材料已经～完了。 

669 打招呼 dǎ zhāohu saluer, faire un signe à (d'un geste ou 
avec quelques paroles aimables) 他笑着和我～。 

670 打折 dǎzhé faire une remise 春节前，商场都在～。 
671 打针 dǎzhēn faire une piqûre 儿子非常害怕～。 

672 大概 dàgài probablement, sans doute, 
approximatif 他～不会来了。 

673 大使馆 dàshǐguǎn ambassade 我明天要去～办签证。 
674 大约 dàyuē environ, à peu près 他～有三十多岁。 

675 大夫 dàifu médecin 李～，您明天上午在医院吗？ 

676 戴 dài porter (chapeau, montre, lunettes, 
foulard) 外边风大，～上帽子吧。 

677 当时 dāngshí à ce moment-là, à cette époque-là 我记不清楚～的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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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 刀 dāo couteau, sabre 水果～在厨房里。 
679 导游 dǎoyóu guide touristique 我的姐姐是一名～。 
680 倒 dǎo s’écrouler, renverser 大风把树刮～了。 
681 到处 dàochù partout, de tous côtés 公园里～都是鲜花。 

682 到底 dàodǐ enfin, finalement, donc, après tout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683 道歉 dàoqiàn présenter ses excuses, s'excuser, 
faire des excuses, demander pardon 我已经向他～了。 

684 得意 déyì fier, satisfait, content 工作取得了成功，大家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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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 得 dé acquérir, gagner, obtenir 这次考试，我～了100分。 
687 登机牌 dēngjīpái carte d’embarquement 请您拿好～，准备登机。 
688 等 děng attendre, etc. 这个学期我选了很多课，有艺术、历史、经济～。 
689 低 dī bas 这棵树比房子～。 
689 低 dī baisser, incliner, pencher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为什么～着头？ 

690 底 dǐ fond, bas, fin 年～公司会给大家发奖金。 
691 地点 dìdiǎn lieu, endroit, emplacement 开会的～在三楼会议室。 
692 地球 dìqiú la Terre, globe ～上70%的面积是海洋。 
693 地址 dìzhǐ adresse 请把您的～写下来。 
694 调查 diàochá enquêter 警察正在进行～。 
694 调查 diàochá enquête 我刚做了一个顾客满意度～。 
695 掉 diào tomber, verser, perdre 我把钥匙～了在地上。 

696 丢 diū perdre, égarer, jeter, lancer 你的书包～了？ 
697 动作 dòngzuò geste, mouvement 我教你跳舞吧，～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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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 堵车 dǔchē embouteillage, bouchon (en voiture) 我在路上，又～了。 
699 肚子 dùzi ventre, abdomen 我～疼。 
700 短信 duǎnxìn texto, SMS 有事儿请给我发～或者打电话。 
701 对话 duìhuà dialogue, conversation 这个～比较简单，我能听懂。 

702 对面 duìmiàn en face (locatif) 我就住在学校～。 
703 儿童 értóng enfant 身高一米二以下的孩子，可以买～票。 
704 而 ér et, mais, tandis que 我们都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他还没来。 

705 发生 fāshēng donner lieu à, se produire, avoir lieu, 
se passer 情况～了很大的变化。 

706 发展 fāzhǎn développer, accroître, progresser, 
étendre 这些年经济～很快。 

707 法律 fǎlǜ loi, droit 我在大学学习～专业。 

708 翻译 fānyì traduire, interpréter, traducteur, 
interprète 请把这篇文章～成汉语。 

709 烦恼 fánnǎo souci, contrariété 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 
709 烦恼 fánnǎo se faire du souci 别再为这件事儿～了。 
710 反对 fǎnduì s’opposer à, combattre, objecter 这个计划大家都～。 

711 方法 fāngfǎ méthode, moyen, façon, procédé 我们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 
712 方面 fāngmiàn côté, aspect, domaine 爸爸喜欢看历史～的书。 
713 方向 fāngxiàng sens, direction, orientation 是这个～吗？我觉得我们迷路了。 
714 房东 fángdōng propriétaire d'une maison 我的～很友好，经常帮助我。 
715 放弃 fàngqì renoncer à, abandonner 我～了留学的机会。 
716 放暑假 fàng shǔjià passer les vacances d’été 明天就要～了。 
717 放松 fàngsōng détendre, relâcher 考试结束了，我们需要～一下。 
718 费用 fèiyòng dépenses, coût, frais 咱们这个月的生活～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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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 份 fèn part, portion 我一个人吃了两～饭，太饿了。 
720 丰富 fēngfù riche, abondant, copieux 他是一位经验～的老师。 
720 丰富 fēngfù enrichir 读书能～我们的生活。 
721 否则 fǒuzé sinon, autrement 我们现在出发吧，～会迟到的。 

722 符合 fúhé s'accorder avec, correspondre à, se 
conformer à 这个做法不～我们的要求。 

723 父亲 fùqīn père 我～今年八十三岁了。 
724 付款 fùkuǎn payer, faire un paiement 购物可以在网上～。 

725 负责 fùzé assumer la responsabilité de, être 
responsable de, se charger de 我们会对这件事～。 

725 负责 fùzé responsable, consciencieux 小李工作非常～。 
726 复印 fùyìn photocopier, polycopier 这份材料，请再～两份。 
727 复杂 fùzá compliqué, complexe 这个问题太～，我听不懂。 
728 富 fù riche, aisé, abondant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 
729 改变 gǎibiàn changer, modifier, transformer 我已经～了计划。 
729 改变 gǎibiàn changement 城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 

730 干杯 gānbēi trinquer, boire son verre comme les 
autres, porter un toast, cul sec 祝大家节日快乐，～！ 

731 赶 gǎn rattraper, courir après 快点儿，我们要～不上火车了。 
732 敢 gǎn oser, se permettre 天太黑了，我不～一个人出去。 
733 感动 gǎndòng émouvoir, toucher 这个电影我看了很～。 

734 感觉 gǎnjué sentiment, sens, perception, 
sensation, impression 看了这本书，你有什么～？ 

734 感觉 gǎnjué sentir, éprouver, ressentir 我～今天有点儿冷。 
735 感情 gǎnqíng sentiment, émotion, affection, amour 他的表演～非常丰富。 
736 感谢 gǎnxiè remercier ～您对我们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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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 感谢 gǎnxiè remerciement 请向他表示～。 
737 干 gàn faire, œuvrer 暑假你想去～什么，去旅游怎么样？ 

738 高级 gāojí supérieur, de haut niveau, de haut 
rang 这是一家很～的饭店。 

739 高速公路 gāosùgōnglù autoroute 这里新修了一条～。 
740 各 gè chaque, chacun, divers 超市里有～种水果。 

741 工资 gōngzī salaire 他的新工作～很高。 
742 公里 gōnglǐ kilomètre 这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有300～。 
743 功夫 gōngfu art martial, habileté 我最近在学习中国～。 
744 共同 gòngtóng commun, ensemble 我和我妻子有～的理想和生活目标。 
745 购物 gòuwù faire des courses, courses, achats 现在人们喜欢在网上～。 
746 够 gòu assez, suffisant, suffisamment 今天～冷的。 
746 够 gòu suffire 电脑五千元，你带的钱～吗？ 
747 估计 gūjì évaluer, estimer 我～他们已经到了机场了。 
747 估计 gūjì évaluation, estimation 这只是我的～，并不确定。 
748 鼓励 gǔlì encouragement, incitation 父母应该给孩子更多的～。 
748 鼓励 gǔlì encourager, inciter, exhorter 老师～我继续努力，不要放弃。 
749 故意 gùyì exprès, intentionnellement, à dessein 对不起，我不是～的。 
750 顾客 gùkè client, acheteur 服务员热情地为～服务。 
751 挂 guà accrocher, suspendre 我们把画儿～在墙上吧。 

751 挂 guà raccrocher (le téléphone) 请先别～电话。 
752 关键 guānjiàn clé, point crucial, pivot 这不是问题的～。 
752 关键 guānjiàn crucial, important 文章最～的部分是第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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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 观众 guānzhòng spectateur, assistance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 
754 管理 guǎnlǐ gérer, administrer 现在是谁～这座房子？ 
754 管理 guǎnlǐ gestion, administration 我不太懂～，所以不适合做负责人。 
755 光 guāng lumière, rayon, clarté, lueur, brillant 早上打开窗户，太阳～照了进来。 

755 光 guāng seulement, uniquement 学游泳～看是不行的，要练习。 

755 光 guāng consommé (jusqu'au bout), épuisé, 
fini 我们把西瓜吃～了。 

756 广播 guǎngbō station de radio, radiodiffuser, 
émettre 爷爷正在听～。 

757 广告 guǎnggào publicité, affiche, annonce 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你们的～。 
758 逛 guàng se promener, flâner 今天我陪妈妈去～街了。 
759 规定 guīdìng stipuler 公司～，不能来上班要先请假。 
759 规定 guīdìng règlementation, stipulation, règlement 请先阅读一下图书馆管理～。 
760 国籍 guójí nationalité 请您在表格里填上～和姓名。 
761 国际 guójì international 请问～航班的出口在哪儿？ 

762 果汁 guǒzhī jus de fruit 我更爱喝我自己做的～。 
763 过程 guòchéng cours, processus 在工作的～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 
764 海洋 hǎiyáng océan, mer 孩子们被～馆深深地吸引了。 
765 害羞 hàixiū timide, gêné, mal à l’aise 她很～，不太喜欢说话。 
766 寒假 hánjià vacances d’hiver 我们再过一星期就要放～了。 
767 汗 hàn sueur, transpiration 我一吃饭就出～。 
768 好处 hǎochu avantage, intérêt, utilité, bénéfice 运动对身体健康有～。 

769 好像 hǎoxiàng il semble que 天阴了，～要下雨了。 
770 号码 hàomǎ numéro 你还记得他的电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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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 合格 hégé qualifié, standard, conforme aux 
normes 我是一名～的律师。 

772 合适 héshì convenable, approprié 这双鞋你穿很～。 
773 盒子 hézi boîte, coffret, étui ～里装了些什么？ 

774 后悔 hòuhuǐ regretter, se repentir, avoir des 
remords 没去看演出，我很～。 

775 厚 hòu épais, profond, généreux 这本书太～了。 
775 厚 hòu épaisseur 地上的雪有一米～。 

776 互联网 hùliánwǎng Internet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方便。 
777 互相 hùxiāng mutuellement, réciproquement 我们是邻居，应该～帮助。 
778 护士 hùshi infirmier ～正在给病人打针。 
779 怀疑 huáiyí doute, soupçon, douter, soupçonner 我～他忘了今天要开会。 

780 回忆 huíyì se souvenir, se rappeler, se 
remémorer 我们经常～起小时候的事情。 

780 回忆 huíyì souvenirs 大学生活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 
781 活动 huódòng faire des exercices physiques 我去公园里～～。 
781 活动 huódòng activité 这次～组织得很成功。 

782 活泼 huópō vif, vivant, animé, plein d’entrain 妹妹是个～可爱的小女孩。 
783 火 huǒ feu 森林着～了。 
783 火 huǒ colère 请别发～。 
783 火 huǒ prospère, actuellement très apprécié 最近我们的生意很～。 
784 获得 huòdé obtenir, acquérir 祝贺你们～了好成绩。 
785 积极 jījí positif, actif 我们要用～的态度面对生活。 
786 积累 jīlěi accumuler, amasser, entasser 他在工作中～了丰富的经验。 
786 积累 jīlěi accumulation 经过多年的～，他的语言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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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7 基础 jīchǔ fondation, fondement, base 请在原来的～上再改一改。 
787 基础 jīchǔ fondamental 我学习了一些～的语法知识。 
788 激动 jīdòng être touché 看了这部电影，我很～。 
788 激动 jīdòng émouvoir 这个消息真是～人心。 

789 及时 jíshí à temps, opportunément, au moment 
propice, à propos 谢谢你～赶来帮助我。 

789 及时 jíshí juste à temps, juste à point 这场雨下得很～。 
790 即使 jíshǐ même, même si, quand même ～遇到了困难也不要放弃。 
791 计划 jìhuà plan, projet 这个～很不错，你就按照它去做吧。 
791 计划 jìhuà projeter, compter faire 我们～在五一节那天结婚。 
792 计算机 jìsuànjī calculateur, ordinateur 每个教室里都有一台～。 
793 记者 jìzhě journaliste, reporter 一位～报道了这个消息。 
794 技术 jìshù technique, technologie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795 既然 jìrán comme, puisque, étant donné que 你～答应了，就要把事情办好。 
796 继续 jìxù continuer, poursuivre 请大家休息一会儿，十分钟后～上课。 
797 寄 jì envoyer, poster 你的信已经～到。 

798 加班 jiābān faire des heures de travail 
supplémentaires 这个星期，我们几乎每天都～。 

799 加油站 jiāyóuzhàn station d'essence, station service 你家附近有～吗？ 
800 家具 jiājù meuble, mobilier 搬家后我们换了新～。 
801 价格 jiàgé prix 从去年开始，汽车的～在降低。 

802 假 jiǎ faux, feint, simulé, factice, contrefait, 
falsifié 做人要诚实，不能说～话。 

803 坚持 jiānchí persister, persévérer, insister, 
s'obstiner 他一直～自己的看法。 

804 减肥 jiǎnféi maigrir, amaigrissement 我每天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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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5 减少 jiǎnshǎo réduire, diminuer, décroître 顾客～了三分之一。 
806 建议 jiànyì proposer 我～明天休息一天。 
806 建议 jiànyì proposition 他提出了很多有用的～。 
807 将来 jiānglái avenir, futur ～你打算做什么工作？ 

808 奖金 jiǎngjīn prime, récompense 我们年底发了一笔～。 
809 降低 jiàngdī réduire, diminuer, baisser, abaisser 秋天来了，温度开始～了。 

810 交 jiāo donner de la main à la main, 
remettre, livrer 我已经把材料～给经理了。 

810 交 jiāo connaître, se lier d'amitié, nouer des 
relations 我～了很多中国朋友。 

811 交流 jiāoliú communiquer 语言是人和人之间～的工具。 
811 交流 jiāoliú échanger 国家之间的文化～越来越丰富。 

812 交通 jiāotōng trafic, transports, communication, 
circulation 常用的～工具有汽车、火车、飞机等。 

813 郊区 jiāoqū banlieue, périphérie, faubourg 我住在～，开车半个小时就能到市中心。 
814 骄傲 jiāo'ào orgueilleux, arrogant, fier 获得了成功也不能太～。 
815 饺子 jiǎozi raviolis 中国人过春节要吃～。 

816 教授 jiàoshòu professeur, enseigner 他是一位大学～。 
817 教育 jiàoyù éduquer, instruire 父母很重视孩子的～。 
817 教育 jiàoyù faire comprendre, apprendre à 爸爸经常～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818 接受 jiēshòu accepter, recevoir 你的意见我都～。 
819 接着 jiēzhe attraper, saisir, continuer, poursuivre 他想了一会儿～写。 

820 节 jié spécificatif des cours, leçons et de 
plantes à nœuds cloisonnants 我们下午只有一～课。 

821 节约 jiéyuē économiser, épargner, faire des 
économies 请～用水。 

822 结果 jiéguǒ résultat, conséquence, effet, issue 你看比赛了吗，～怎么样？ 



13/32 

823 解释 jiěshì expliquer, interpréter, exposer, 
éclaircir 他把原因～得很清楚。 

823 解释 jiěshì explication 请允许我对这件事做个～。 

824 尽管 jǐnguǎn malgré, en dépit de, bien que, 
quoique ～我认识他很久了，但是并不了解。 

825 紧张 jǐnzhāng tendu, excité, nerveux, énervé, 
intense 第一次演出，他很～。 

826 进行 jìnxíng se poursuivre, se dérouler, être en 
cours, entreprendre, procéder à 比赛还在～。 

827 禁止 jìnzhǐ défendre, interdire, prohiber 公共场所～抽烟。 
828 京剧 jīngjù Opéra de Pékin 她是一位著名的～演员。 

829 经济 jīngjì économie, économique, situation 
financière 近些年来这个城市的～发展很快快。 

830 经历 jīnglì éprouver, traverser quelque chose ou 
une expérience, vivre une expérience 这段时间，我～了很多事情。 

830 经历 jīnglì expérience, histoire 我的～我都写在这本书里了。 

831 经验 jīngyàn expérience, éprouver, avoir 
l’expérience de 他在工作中积累了很多～。 

832 精彩 jīngcǎi excellent, merveilleux, magnifique, 
admirable 你们的表演真～，大家都很喜欢。 

833 景色 jǐngsè spectacle, vue, paysage 日落的时候，海边的～很美。 
834 警察 jǐngchá police, policier, gendarme 我从小就想成为一名～。 
835 竞争 jìngzhēng concurrence, compétition, rivalité 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激烈地～。 

836 竟然 jìngrán contre toute attente, de façon 
inattendue 他们～只用了一周就完成了任务。 

837 镜子 jìngzi glace, miroir 对不起，我把～打破了。 

838 究竟 jiūjìng réellement, exactement (pour 
intensifier en phrase interrogative) 你～为什么哭呢？ 

839 举 jǔ lever, soulever, entreprise, 
entreprendre 大家还有问题吗？请～手。 

840 举办 jǔbàn organiser, entreprendre, préparer 这个活动由我们来～。 

841 举行 jǔxíng tenir (une réunion, une cérémonie, 
etc.), avoir lieu 会议两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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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拒绝 jùjué refuser, rejeter, décliner, repousser 他～了大家的邀请。 

843 距离 jùlí distance, intervalle, espace, distant 
de, éloigné de 我家～公司很远。 

844 聚会 jùhuì se réunir, se retrouver, se rencontrer, 
assemblée, rencontre, réunion 明天有个～，你想参加吗？ 

845 开玩笑 kāi wánxiào plaisanter, s’amuser, se moquer, 
blaguer 你是在～吧？ 

846 开心 kāixīn joyeux, heureux, satisfait 妹妹～地笑了。 
847 看法 kànfǎ point de vue, idée, opinion, avis 请说说您对这件事儿的～吧。 
848 考虑 kǎolǜ réfléchir, considérer, tenir compte de 我会认真～一下这个问题。 

849 科学 kēxué science 他在学校里学习了很多～知识。 

850 棵 kē spécificatif pour les plantes et les 
arbres 这～树又高又大。 

851 咳嗽 késou tousser 他感冒了，～得很厉害。 
852 可怜 kělián pitoyable, lamentable, pauvre 这个小孩儿找不到家了，真～。 

853 可是 kěshì mais, cependant, pourtant, 
néanmoins 虽然我很想去，～实在没时间。 

854 可惜 kěxī regrettable, fâcheux, dommage 你不能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太～了。 

855 客厅 kètīng salon, salle de réception 爸爸正在～看电视呢。 
856 肯定 kěndìng certainement, sûrement 我五点以前～会回来。 
857 空 kōng vide, creux 盒子里是～的，什么都没有。 
858 空气 kōngqì air, atmosphère, climat 公园里～非常新鲜。 

859 恐怕 kǒngpà craindre, avoir peur, peut-être, il se 
peut que ～要下雨了，你带伞了吗？ 

860 苦 kǔ amer, misérable, pénible, dur 药太～了，我不想吃。 
861 矿泉水 kuàngquánshuǐ eau minérale 我买了两瓶～。 

862 困 kùn dans la gêne, aux abois, avoir 
sommeil 我～了，要去睡觉。 

863 困难 kùnnan difficulté 工作中，我们遇到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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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 困难 kùnnan difficile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很～。 
864 拉 lā tirer, entraîner, remorquer 妈妈～着女儿的手。 
865 垃圾桶 lājītǒng poubelle, boîte à ordures 街上有许多～。 
866 辣 là fort, piquant, âcre, pimenté 我不习惯吃太～的菜。 

867 来不及 láibují ne pas avoir le temps de, il est trop 
tard pour 我今天早上起晚了，～吃早饭了。 

868 来得及 láidejí avoir le temps de 电影九点半才开始，还～。 
869 来自 láizì provenir de, venir de, découler de 他～一个美丽的海边城市。 
870 懒 lǎn paresseux, fainéant, indolent 我家的小猫很～，一个下午都在睡觉。 
871 浪费 làngfèi gaspiller, dissiper, dilapider 这样做只是～时间。 

872 浪漫 làngmàn romantique, romanesque, dissolu, 
dissipé 这本书讲了一个～的爱情故事。 

873 老虎 lǎohǔ tigre 每次去动物园，儿子最喜欢看的就是～。 
874 冷静 lěngjìng calme, pondéré, imperturbable 你十分～地面对这个问题。 
874 冷静 lěngjìng calmer 你别激动，先～一下。 

875 离婚 líhūn divorcer 我最近才知道他们～了。 
876 礼拜天 lǐbàitiān dimanche 这个～，你有空吗？ 

877 礼貌 lǐmào politesse, courtoisie, bonnes 
manières 这个小朋友很有～。 

878 理发 lǐfà se faire couper les cheveux 你什么时候去～？ 
879 理解 lǐjiě comprendre, saisir, interpréter 这个问题你能～了吗？ 
880 理想 lǐxiǎng un idéal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880 理想 lǐxiǎng être idéal 因为努力学习，他获得了～的成绩。 
881 力气 lìqi force, effort, énergie 走了这么多路，我累得一点儿～都没有了。 
882 厉害 lìhai terrible, violent, fort 他病得很～，住院了。 



16/32 

883 俩 liǎ deux, un peu, quelque 我们～是好朋友。 
884 连 lián même (en structure: lián..dōu/yě..) 你怎么～我都忘了？ 

884 连 lián relier, successivement, suivi de zhe 
(aspect duratif) 上课的时候，老师～着问了我好几个问题。 

885 联系 liánxì contacter 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我。 
885 联系 liánxì contact, liaison, relation 你和大学同学还有～吗？ 

886 凉快 liángkuai frais, rafraîchissant, prendre le frais 秋天的天气很～。 
887 零钱 língqián petite monnaie 您可以帮我换一些～吗？ 
888 另外 lìngwài autre, en outre, en plus 我还要跟你谈～一件事情。 
889 留 liú rester, retenir, garder 我～下等他，你先走吧。 
890 流利 liúlì fluide, coulant, aisé, couramment 你的汉语说得很～。 

891 流行 liúxíng répandu, courant, populaire, à la 
mode, en vogue 很多年轻人都喜欢～音乐。 

892 旅行 lǚxíng voyager 我们计划夏天去云南～。 
893 律师 lǜshī avocat 我的妈妈是一名～。 

894 乱 luàn en désordre, pêle-mêle 房间里很～，我们收拾一下吧。 

895 麻烦 máfan ennuyeux, compliqué, fastidieux, 
importun, embêtant 这件事儿很～，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895 麻烦 máfan déranger, ennuyer, importuner, 
embêter ～您帮我拿个杯子好吗？ 

895 麻烦 máfan désagrément, dérangement, ennui 真不好意思，给你带来这么多～。 

896 马虎 mǎhu négligent, insouciant, sans soin, à la 
va-vite 做事要认真，不能这么～。 

897 满 mǎn plein, rempli, comble, complet, 
remplir 我的书包里装～了书。 

898 毛 máo poil, plume, duvet, laine 这只小狗的～是白色的。 
898 毛 máo un dixième de yuán 地上有一～钱。 

899 毛巾 máojīn serviette de toilette, serviette-éponge 热了吧，用～擦擦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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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美好 měihǎo beau, bon, heureux, magnifique 我觉得每天的生活都很～。 
901 美丽 měilì beau, magnifique 她真是一个～的女孩儿。 
902 梦 mèng rêve 这真是个有趣的～！ 
902 梦 mèng rêver de 昨天晚上我～到了妈妈。 

903 迷路 mílù se perdre, s'égarer 他在森林里～了。 
904 密码 mìmǎ chiffre, code secret, mot de passe 我把信用卡的～忘了。 
905 免费 miǎnfèi gratuit 在这家饭店吃饭，饮料～。 
906 秒 miǎo seconde 哥哥跑100米只用了15～。 
907 民族 mínzú nation, nationalité, ethnie 中国是个多～的国家。 
908 母亲 mǔqīn mère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 
909 目的 mùdì but, objet, objectif, fin, dessein, visée  我不明白他这样做的～。 

910 内 nèi intérieur, interne, dans, à l’intérieur 
de 包括张老师在～，教室里一共有10个人。 

911 内容 nèiróng contenu, substance, fond 这篇文章的～非常精彩。 
912 耐心 nàixīn patient, patience 教育孩子要有～。 

913 难道 nándào se peut-il que, est-il possible que, 
est-ce que par hasard (rhétorique) 这些菜～不好吃吗？ 

914 难受 nánshòu souffrir, se sentir mal, être affligé 我感冒了，身体很～。 
915 能力 nénglì capacité, faculté, aptitude, disposition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和特点。 
916 年龄 niánlíng âge 随便问别人的～是不礼貌的。 

917 弄 nòng jouer avec, faire (exprime une action 
difficile à caractériser), trouver 小狗把房间～得很乱。 

918 暖和 nuǎnhuo tiède, doux, agréablement chaud, se 
réchauffer 春天来了，天气变～了。 

919 偶尔 ǒu'ěr rarement, très peu souvent 我～会在学校见到她。 

920 排队 páiduì se mettre en rang, s’aligner, faire la 
queue (en file d’attente) 请大家～，不要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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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排列 páiliè ranger, mettre en ordre, disposer 请把这些盒子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 
922 排球 páiqíu volley-ball 我加入了学校的～队。 
923 判断 pànduàn juger, décider, apprécier, jugement 你的～完全正确。 
924 陪 péi accompagner, tenir compagnie à 在我伤心的时候，你总是～在我身边。 
925 批评 pīpíng critiquer, soumettre à la critique 老师很少会～我。 
925 批评 pīpíng critique 他接受了别人对他的～。 
926 皮肤 pífū peau 妈妈很注意保护～。 

927 脾气 píqi caractère, humeur, tempérament, 
mauvaise humeur 他～好，从来不发火。 

928 篇 piān partie, feuille, feuillet, spécif (article, 
essai, écrit) 这～报道是我写的。 

929 骗 piàn tromper, duper, escroquer, obtenir 
par ruse 我没～你，他真的来了。 

930 乒乓球 pīngpāngqiú ping-pong, tennis de table 有谁想参加～比赛？ 

931 平时 píngshí en temps ordinaire, d’ordinaire, en 
temps de paix 她～很少运动。 

932 瓶子 píngzi bouteille, vase, flacon ～里还有水吗？ 
933 破 pò brisé, cassé, déchiré, usé, délabré 这个袋子已经～了，请帮我换一个。 
934 葡萄 pútao vigne, raisin ～五元一斤。 
935 普遍 pǔbiàn universel, général, répandu, commun 这是大家～反映的一个问题。 

936 其次 qícì deuxièmement, en second lieu, 
ensuite 内容是最主要的，～才是形式。 

937 其中 qízhōng entre, parmi, dont 我买的水果很多，～包括葡萄。 

938 起来 qǐlái suit un verbe ou un adjectif verbal et 
indique l’entrée dans un nouvel état 他的心情好～了。 

939 气候 qìhòu climat, situation 你能适应北方的～吗？ 
940 千万 qiānwàn dix millions, absolument, à tout prix 你～别忘了明天的会议。 

941 签证 qiānzhèng visa 我需要到大使馆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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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 敲 qiāo battre, sonner, frapper, taper, heurter 有人～门，你去看看谁来了。 
943 桥 qiáo pont 河上有一座小～。 
944 巧克力 qiǎokèlì chocolat 我最爱吃～了。 
945 亲戚 qīnqi parent(s), proche(s) 我的～大多住在北京。 

946 轻 qīng léger, jeune, légèrement, doucement 这件衣服很～，但是很暖和。 
947 轻松 qīngsōng facile, aisé, détendu, soulagé, léger 这个工作对他来说并不～。 
947 轻松 qīngsōng se détendre, détendre 放假了，我们可以去～一下了。 

948 情况 qíngkuàng circonstances, état, conditions, 
situation 她最了解公司的～了。 

949 请假 qǐngjià demander un congé 我生病了，所以需要～。 
950 穷 qióng pauvre, fin, limite 这位老人虽然很～，但是生活得很快乐。 

951 区别 qūbié distinguer, différencier, distinction, 
différence 这两种材料有什么～吗？ 

952 取 qǔ prendre, retirer, recevoir, obtenir 今天下午我要去银行～钱。 
953 全部 quánbù tout, complet, total, entier, intégral 音乐就是我的～。 

954 缺点 quēdiǎn défaut, insuffisance, faiblesse, lacune 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点和～。 
955 缺少 quēshǎo manquer, être à court de, faire défaut 你看还～什么，我现在就去买。 
956 却 què or, mais, cependant, pourtant 我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一紧张～说不出来了。 

957 确实 quèshí vrai, sûr, exact, digne de foi, 
réellement, vraiment, effectivement 你最近～很有进步。 

958 然而 rán'ér mais, néanmoins, cependant, 
pourtant, toutefois 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读这本书，～一直没有读懂。 

959 热闹 rènao animé, actif, plein de vie, animer 大街上非常～。 

960 任何 rènhé n'importe quel, qui que ce soit, tout, 
aucun 妈妈比～人都了解我。 

961 任务 rènwu mission, tâche 他很快就能完成这个～。 
962 扔 rēng jeter, lancer 请把垃圾～到垃圾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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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 仍然 réngrán toujours, encore, comme auparavant 今天～是个好天气。 
964 日记 rìjì journal intime 女儿养成了每天写～的习惯。 

965 入口 rùkǒu mettre dans sa bouche, importer, 
entrée, accès 我在大楼的～等你。 

966 散步 sànbù se promener, faire un tour 晚饭后，我们经常出去～。 
967 森林 sēnlín forêt 山上有一大片～。 

968 沙发 shāfā divan, canapé, sofa 请在～上坐一会儿，我去给您倒杯茶。 

969 伤心 shāngxīn avoir le cœur brisé, s’affliger, se 
désoler, affligé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很～。 

970 商量 shāngliang discuter, se concerter, consulter qqn 这件事儿要先和家人～一下。 

971 稍微 shāowēi un tout petit peu, légèrement 
(quantité faible) ～一马虎就会出错。 

972 勺子 sháozi cuillère 不好意思，我把～掉在地上了。 
973 社会 shèhuì société 这些～问题大家都很关心。 
974 申请 shēnqǐng demander, solliciter 我向银行～了一张信用卡。 

975 深 shēn profond, difficile, intime, foncé, 
sombre 这条河很～，有一百多米。 

976 甚至 shènzhì même, voire, jusqu'à 大家玩儿得很开心，～忘了时间。 

977 生活 shēnghuó vie, existence, vivre, exister, 
subsister 他是一个热爱～的人。 

978 生命 shēngmìng vie 他把艺术看得比自己的～更重要。 
979 生意 shēngyi commerce, affaires 他的～越做越大。 

980 省 shěng économiser, épargner, omettre, 
province 我来自山东～。 

981 剩 shèng rester (en surplus) 大家都走了，只～下他一个人。 
982 失败 shībài échouer 这次比赛，我们又～了。 
982 失败 shībài défaite, échec 虽然经历过很多次～，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 

983 失望 shīwàng déçu, désappointé 大家不要～，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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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3 失望 shīwàng désespérer, perdre courage, perdre 
espoir 我对他很～。 

984 师傅 shīfu maître, maître-artisan ～，请问电影院怎么走？ 
985 十分 shífēn très, fort, extrêmement 我对今天的演出～满意。 
986 实际 shíjì réalité, réel, effectif, pratique, réaliste 他用了一个～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987 实在 shízaì réel, sincère, honnête 这个人很～，值得信任。 

987 实在 shízaì vraiment, en fait, en réalité 我～是太累了。 
988 使 shǐ faire en sorte que, causer, rendre 他的话～我很感动。 

989 使用 shǐyòng employer, utiliser, user de, se servir 
de 中国人吃饭一般～筷子。 

990 世纪 shìjì siècle 现在是二十一～了。 
991 是否 shìfǒu oui ou non, si 他～能来，我还不太清楚。 
992 适合 shìhé convenir à, s'adapter à, seoir à 我不太～穿绿色的衣服。 

993 适应 shìyìng s'adapter à, répondre à, s’accorder 
avec 我已经～这里的工作环境了。 

994 收 shōu recevoir, recueillir, ramasser, récolter 我～到你的信了。 
995 收入 shōurù revenu, recette, recevoir 他每年有20万的～。 

996 收拾 shōushi mettre en ordre, ranger, arranger, 
réparer 我在～行李呢。 

997 首都 shǒudū capitale 中国的～是北京。 

998 首先 shǒuxiān le premier, d’abord, en premier lieu, 
avant tout ～要休息好，然后才能工作好。 

999 受不了 shòubuliǎo insupportable 这里太吵了，真让人～。 
1000 受到 shòudào recevoir, être l'objet de 他的小说～了读者们的欢迎。 
1001 售货员 shòuhuòyuán vendeur 我在商场做～。 

1002 输 shū transporter, perdre (match, jeu, 
bataille) 这次比赛，我们～了。 

1003 熟悉 shúxī bien connaître, être familiarisé avec 我很～这里的路，不会迷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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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 熟悉 shúxī familier 我跟他们都很～。 
1004 数量 shùliàng quantité, nombre 这几个月来，顾客的～在不断增加。 
1005 数字 shùzì chiffre, nombre, quantité, montant 请把～写清楚。 
1006 帅 shuài beau, gracieux, élégant 小王是我们班最～的男生。 

1007 顺便 shùnbiàn en passant, à l'occasion 下班的路上，我～买了些菜。 

1008 顺利 shùnlì favorablement, sans encombre, sans 
incident, sans heurt 比赛进行得很～。 

1009 顺序 shùnxù ordre, l’un après l’autre, tour à tour, 
séquence 请不要把～弄乱了。 

1010 说明 shuōmíng expliquer, exposer, illustrer, mettre 
en lumière 他把这件事的原因给大家～了一下。 

1011 硕士 shuòshì titulaire d’une maîtrise, maîtrise 我在大学里读～研究生。 
1012 死 sǐ mourir, trouver la mort, extrêmement 这棵树已经～了。 
1013 速度 sùdù vitesse, rapidité, rythme 他跑步的～真快！ 
1014 塑料袋 sùliàodài sac plastique 为了保护环境，请不要使用～。 
1015 酸 suān acide, aigre, attristé, affligé 你买的葡萄有点儿～。 
1015 酸 suān courbature, courbaturé 昨天去爬山了，今天腿很～。 

1016 随便 suíbiàn selon son bon plaisir, à sa guise, à 
son gré, à la légère, n’importe quel 大家请～坐吧。 

1017 随着 suízhe avec, au fur et à mesure que, par 
suite de ～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 

1018 孙子 sūnzi petit-fils 爷爷非常喜欢自己的～。 
1019 所有 suǒyǒu posséder, biens, tout ～的人都认为是他不对。 

1020 台 tái terrasse, scène, spécificatif des 
appareils (télévision, ordinateur..) 这～电脑是新买的。 

1021 抬 tái lever, soulever, élever, hausser, 
porter, transporter (à plusieurs) 他们把课桌～到教室里去了。 

1022 态度 tàidu attitude, maintien, manières, 
comportement 服务员对顾客的～非常好。 

1023 谈 tán parler, causer, discuter, s'entretenir 他们两个人～得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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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弹钢琴 tán gāngqín jouer du piano 我四岁开始学习～。 
1025 汤 tāng bouillon, potage, soupe 您想再喝一碗～吗？ 
1026 糖 táng sucre, bonbon, friandise 我想吃块儿～。 
1027 躺 tǎng s'allonger, s'étendre, se coucher 她～在床上睡着了。 

1028 趟 tàng fois, trajet 上个月我去了一～北京。 
1029 讨论 tǎolùn discuter, débattre, délibérer 我们开会～一下吧。 
1029 讨论 tǎolùn discussion 这次～我就不参加了。 
1030 讨厌 tǎoyàn détester 我～在饭馆吃饭。 

1030 讨厌 tǎoyàn ennuyeux, détestable, agaçant, 
pénible, désagréable 这个天气真～。 

1031 特点 tèdiǎn caractéristique, particularit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1032 提 tí porter à la main, lever, soulever, 
anticiper 爸爸手里～着一个行李箱。 

1032 提 tí poser une question, formuler (des 
propositions) 他～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1033 提供 tígōng fournir, offrir, procurer, accorder 图书馆为大家～了安静的阅读环境。 

1034 提前 tíqián à l'avance, d'avance, en avance, par 
avance 我们～完成了任务。 

1034 提前 tíqián avancer, devancer, anticiper 请大家注意，会议的时间～了。 

1035 提醒 tíxǐng rappeler, signaler, attirer l'attention, 
faire remarquer 我已经～过他，但他还是忘了。 

1036 填空 tiánkòng remplir les blancs, sorte de sujets 
d'examens ou d'exercices à trous 这是一道～题。 

1037 条件 tiáojiàn condition 她很符合我们的招聘～。 
1038 停 tíng s'arrêter, cesser, garer, stationner 汽车～了下来。 
1039 挺 tǐng droit, se redresser, tenir, très 这本书～好看的。 
1040 通过 tōngguò passer par, traverser 汽车正在～一座大桥。 

1040 通过 tōngguò par, à travers, par l’intermédiaire de, 
au moyen de ～一段时间的学习，我的汉语水平提高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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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 通过 tōngguò adopter, approuver, voter, réussir 我已经～了考试。 

1041 通知 tōngzhī informer, avertir, aviser, signaler, 
prévenir 请～大家来开会。 

1041 通知 tōngzhī communication, avis, annonce, notice 我接到了开会的～。 

1042 同情 tóngqíng sympathie, compassion, sympathiser 
avec, avoir de la compassion pour 我都很～他。 

1043 推 tuī pousser, moudre, couper 我的车坏了，请帮我～一下好吗？ 
1044 推迟 tuīchí différer, reporter, remettre, ajourner 飞机起飞的时间，～了20分钟。 

1045 脱 tuō tomber, enlever, ôter (vêtement, 
chaussures), omettre, sauter 房间很暖和，把大衣～了吧。 

1046 袜子 wàzi bas, chaussette, socquette 我把～洗干净了。 

1047 完全 wánquán complet, total, complètement, 
totalement 我～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的人。 

1048 网球 wǎngqiú tennis, balle de tennis 我最近才开始学习打～。 
1049 网站 wǎngzhàn site Internet 我想办一个汉语学习～。 

1050 往 wǎng aller, se diriger, se rendre, vers, dans 
la direction de 再～前走500米就到了。 

1051 往往 wǎngwǎng souvent, le plus souvent, 
fréquemment 星期天，他～去公园散步。 

1052 危险 wēixiǎn dangereux, périlleux 在森林里吸烟很～，容易着火。 

1053 卫生间 wèishēngjiān toilettes 请问，～在哪儿？ 
1054 味道 wèidào goût, saveur d'un plat 我最爱吃妈妈做的鱼，～好极了！ 
1055 温度 wēndù température 进入冬季，～越来越低。 
1056 文章 wénzhāng article, texte, composition littéraire 她把旅行的经历写成了～。 
1057 污染 wūrǎn pollution, contamination, polluer 现在环境～越来越严重。 
1058 无 wú ne..pas, sans, n’importe quel 他的话是～根据的。 

1059 无聊 wúliáo s’ennuyer, ennuyeux, fastidieux, sans 
intérêt 周末我一个人在家，很～。 

1060 无论 wúlùn n'importe (qui, quoi, lequel, où, 
quand, comment) ～我怎么解释，他都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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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 误会 wùhuì mal comprendre, se méprendre 对不起，我～你了。 
1061 误会 wùhuì malentendu, méprise, quiproquo 我们之间好像有～。 
1062 西红柿 xīhóngshì tomate 我买了一些～。 
1063 吸引 xīyǐn attirer, capter, captiver, séduire 这部电影很～人。 

1064 咸 xián salé, saumâtre, tout le monde 盐放多了，菜有点儿～。 
1065 现金 xiànjīn argent comptant, liquide 我带的～不太多，但是商店可以刷卡。 
1066 羡慕 xiànmù envier 我很～他有一份好工作。 
1067 相反 xiāngfǎn contraire, opposé 你说的跟我理解的正好～。 
1068 相同 xiāngtóng pareil, identique, même 你的自行车跟我的完全～。 

1069 香 xiāng parfumé, odorant, aromatique, 
savoureux, délicieux, appétissant 你做的菜真～啊！ 

1070 详细 xiángxì détaillé, minutieux, précis 她做的计划非常～。 
1071 响 xiǎng son, bruit, sonner, retentir, résonner 你听，是不是电话～了？ 

1072 橡皮 xiàngpí gomme, caoutchouc 你可以借我～用一下吗？ 
1073 消息 xiāoxi information, nouvelles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 
1074 小吃 xiǎochī plat rapide, casse-croûte, collation 来北京一定要尝一尝北京的～。 
1075 小说 xiǎoshuō roman 他在写一本～，还没写完。 
1076 效果 xiàoguǒ effet, résultat 这种感冒药的～很好。 
1077 笑话 xiàohua histoire drôle, blague, plaisanterie 你讲的～真有意思。 
1077 笑话 xiàohua se moquer de, rire de 请不要～别人。 

1078 心情 xīnqíng état d'esprit, humeur, disposition 你今天看起来～不错。 
1079 辛苦 xīnkǔ dur, pénible, travailler dur, peiner 爸爸的工作很～。 
1080 信封 xìnfēng enveloppe 他把写好的信放进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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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 信息 xìnxī nouvelles, information 电视里报道了关于这件事的最新～。 
1082 信心 xìnxīn confiance 我们对你很有～，你一定能行。 

1083 兴奋 xīngfèn excité, énervé, enthousiaste, 
excitation 孩子们听说要去春游，都～地跳了起来。 

1084 行 xíng marcher, d’accord, OK 甲：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吗？乙：～，没问题。 
1085 醒 xǐng se réveiller, reprendre connaissance 我昨天夜里3点就～了，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 
1086 幸福 xìngfú heureux 我生活得很～。 
1086 幸福 xìngfú bonheur, bien-être 钱买不来～。 
1087 性别 xìngbié sexe (masculin / féminin), genre 请在表格的第二行填写～。 
1088 性格 xìnggé caractère, tempérament 我妻子的～非常好，从不发脾气。 
1089 修理 xiūlǐ réparer, remettre en état 门坏了，我们找人来～一下吧。 

1090 许多 xǔduō beaucoup, nombreux, un grand 
nombre 我们有～年没见了。 

1091 压力 yālì pression, contrainte 他最近工作～很大。 
1092 牙膏 yágāo pâte dentifrice ～用完了，明天去买吧。 

1093 亚洲 Yàzhōu Asie 中国是～国家。 

1094 呀 ya particule de fin de phrase marquant 
l’admiration ou l’avertissement 你本来说好要来的～。 

1094 呀 yā ah, oh (pour indiquer une surprise), 
grincement ～,下雪了！ 

1095 严格 yángé strict, rigoureux, sévère 老师对我们的要求很～。 
1096 严重 yánzhòng grave, sérieux, critique 他生病了，而且很～。 

1097 研究 yánjiū étudier, faire des recherches, 
examiner, considérer 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再～一下。 

1098 盐 yán sel 汤不咸，还是再放点儿～吧。 

1099 眼镜 yǎnjìng lunettes 他戴这个黑色～。 

1100 演出 yǎnchū jouer, représenter, spectacle, 
représentation 今天是为我们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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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演员 yǎnyuán acteur, comédien 她是个著名的电影～。 
1102 阳光 yángguāng lumière du soleil, rayon de soleil ～从窗户里进到房间里来。 
1103 养成 yǎngchéng cultiver (habitude) 我从小就～这个习惯。 

1104 样子 yàngzi forme, style, air, manière, modèle, 
mode 这件衣服的～很不错。 

1105 邀请 yāoqǐng inviter 他～周末去他家做客。 

1106 要是 yàoshì si, au cas où, supposé que 你～先来了，就等一下我。 
1107 钥匙 yàoshi clé 我今天忘记带～。 

1108 也许 yěxǔ peut-être, probablement, il se peut 
que 他～不会来了。 

1109 叶子 yèzi feuille (d’un végétal) 春天来了，小树新长出了～。 
1110 页 yè page, feuille 请打开书，翻到201～。 
1111 一切 yíqiè tout, toute, tous, toutes 家里～的事情，都是妈妈负责。 
1112 以 yǐ selon, d'après, de par, en raison de 他～这些标准来要求自己。 
1113 以为 yǐwéi croire à tort, s’imaginer 我～你已经走了。 

1114 艺术 yìshù art, talent, habileté 我对～非常感兴趣。 

1115 意见 yìjiàn avis, point de vue, idée, opinion, 
objection, plainte 你有什么～，请说出来吧。 

1116 因此 yīncǐ donc, par conséquent, c'est pourquoi 他从小热爱音乐，～长大后做了一名音乐老师。 
1117 引起 yǐnqǐ susciter, provoquer, entraîner 这件事～了大家的不满。 
1118 印象 yìnxiàng impression, effet 他给我留下了很好的～。 
1119 赢 yíng gagner, remporter 昨天的足球比赛，谁～了？ 

1120 应聘 yìngpìn accepter un emploi, répondre à une 
offre d’emploi 他～到这所大学教书。 

1121 永远 yǒngyuǎn toujours, à jamais, éternellement, 
perpétuellement 我～不会忘记你对我的帮助。 

1122 勇敢 yǒnggǎn brave, courageux, vaillant 哥哥是一个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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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优点 yōudiǎn point fort, mérite, qualité, avantage 人不能拿自己的缺点和别人的～比较。 

1124 优秀 yōuxiù éminent, remarquable, excellent, 
d’élite 他是一个非常～的医生。 

1125 幽默 yōumò humour, humoristique 李教授说话非常～。 

1126 尤其 yóuqí surtout, particulièrement, en 
particulier 他喜欢画画，～是画国画。 

1127 由 yóu par, à cause de, du fait de, à la suite 
de 这次航班～北京飞往杭州。 

1128 由于 yóuyú par, à cause de, étant donné que ～他工作认真，因此得到了大家的信任。 
1129 邮局 yóujú bureau de poste, poste ～早上9点开门。 

1130 友好 yǒuhǎo ami, amical, affable 我喜欢这个城市主要是因为这里的人非常～。 
1131 友谊 yǒuyì amitié 我们之间有很深的～。 
1132 有趣 yǒuqù intéressant, amusant, passionnant 你讲的这个故事真～！ 

1133 于是 yúshì et, alors, par conséquent (deux faits 
en rapport de cause à effet) 我有事想问他，～给他打了电话。 

1134 愉快 yúkuài joyeux, jovial, agréable 祝你周末～！ 

1135 与 yǔ et, ainsi que, avec 他很自信，喜欢～人竞争。 
1136 羽毛球 yǔmáoqiú badminton, volant 你经常打～吗？ 
1137 语法 yǔfǎ grammaire 学习一门语言，需要对它的～有一些了解。 
1138 语言 yǔyán langue, langage ～是表达思想的工具。 
1139 预习 yùxí préparer une leçon avant la classe 请大家好好～一下课文。 
1140 原来 yuánlái originel, initial, premier, primitif 我还住在～的地方。 
1141 原谅 yuánliàng excuser, pardonner 请～我刚才说的话。 

1142 原因 yuányīn cause, raison, motif 我已经找出问题的～了。 
1143 约会 yuēhuì prendre un rendez-vous 她开始和小李～了。 
1143 约会 yuēhuì rendez-vous 今天晚上我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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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 阅读 yuèdú lire 我正在～这本小说。 
1145 云 yún nuage 天上的～越来越多。 
1146 允许 yǔnxǔ permettre, autoriser, admettre 请～我做一下自我介绍。 
1147 杂志 zázhì revue, magazine 这本～上的文章都写得很好。 

1148 咱们 zánmen les personnes présentes 你来得正好，～商量一下。 

1149 暂时 zànshí temporaire, provisoire, 
temporairement, pour l'instant 他把车～停在了路边。 

1150 脏 zāng sale, malpropre 我不小心把衣服弄～了。 

1151 责任 zérèn responsabilité, charge, devoir, 
obligation, culpabilité 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有～。 

1152 增加 zēngjiā augmenter, accroître, ajouter 今年学校的人数从800～到了1000。 
1153 占线 zhànxiàn ligne téléphonique occupée 我连着打了几次，他的电话都～。 
1154 招聘 zhāopìn embaucher, recruter, engager 网站上有很多～信息。 
1155 照 zhào se mirer, se regarder (dans un miroir) 她～了一下镜子，发现自己头发很乱。 
1156 真正 zhēnzhèng véritable, réel, authentique ～的朋友会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你。 

1157 整理 zhěnglǐ mettre en ordre, arranger, ranger 请把桌子上的书～一下。 
1158 正常 zhèngcháng normal, régulier, ordinaire 修理之后，我的电脑又能～工作了。 

1159 正好 zhènghǎo juste, justement, précisément, 
propice 这个帽子我戴～，不大也不小。 

1160 正确 zhèngquè correct, juste, exact 你的答案非常～。 
1161 正式 zhèngshì officiel, formel, régulier 现在比赛～开始。 

1162 证明 zhèngmíng prouver, attester, démontrer, 
témoigner 事实～，你是对的。 

1163 之 zhī remplace une personne ou une 
chose, équivalent à 'de' 我一个月～前见过他。 

1164 支持 zhīchí tenir, (se) soutenir, épauler, appuyer 我们两个要互相～。 
1164 支持 zhīchí soutien 他从朋友那里得到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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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5 知识 zhīshi connaissance, savoir, érudition, 
intellect 我在阅读中获得了很多～。 

1166 直接 zhíjiē direct, immédiat, directement, sans 
intermédiaire 下班后，他～回家了。 

1167 值得 zhídé mériter, valoir, être digne de 这本小说～读一读。 
1168 职业 zhíyè métier, profession 你理想中的～是什么？ 
1169 植物 zhíwù plante, végétal 这种～我们都没见过。 

1170 只好 zhǐhǎo être obligé de, être réduit à, il n’y a 
plus qu’à 雨下得太大了，我们～留在家里。 

1171 只要 zhǐyào si seulement, à condition que, pourvu 
que ～努力，你一定能把这件事做好。 

1172 只有 zhǐyǒu ne..que, seulement, seul ～你能解决这个问题。 

1173 指 zhǐ doigt, indiquer, montrer, marquer 他～着前面，高兴地说：“你看，小王来了。” 
1174 至少 zhìshǎo au moins, du moins, pour le moins 这座楼～有100米高。 
1175 质量 zhìliàng qualité, masse 这双鞋～非常好。 
1176 重 zhòng poids, lourd, important 桌子太～了，我帮你一起搬吧。 

1177 重点 zhòngdiǎn point important, point-clé 他刚才说的才是问题的～。 

1178 重视 zhòngshì attacher de l'importance à, accorder 
de l’attention à, faire grand cas de 我们非常～体育锻炼。 

1179 周围 zhōuwéi entourage, alentours 学校～有一大片森林。 
1180 主意 zhǔyi idée, décision, résolution 你有什么好～，说来听听。 
1181 祝贺 zhùhè féliciter, complimenter ～你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 

1182 著名 zhùmíng célèbre, renommé, connu, réputé, 
fameux 他是个～的演员。 

1183 专门 zhuānmén spécial, spécialement, spécialisé 我是～来看你的。 
1184 专业 zhuānyè spécialité, section, profession 你在大学是学什么～的？ 

1185 转 zhuǎn tourner, retourner, virer, transmettre, 
faire passer 前面第一个路口向左～，你就能看到医院了。 

1186 赚 zhuàn gagner, faire un profit 他做生意～了不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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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7 准确 zhǔnquè exact, précis, juste 你的答案非常～。 

1188 准时 zhǔnshí ponctuel, exact, à l'heure, au moment 
fixé 会议～开始了。 

1189 仔细 zǐxì soigneux, attentif, minutieux, frugal, 
économe 她做事十分～。 

1190 自然 zìrán la Nature, naturel, naturellement 我们需要保护～环境。 
1191 自信 zìxìn être sûr de soi, avoir confiance en soi 她是个非常～的女孩子。 

1192 总结 zǒngjié résumer, récapituler, faire le bilan, 
bilan 请为我们～您的成功经验。 

1193 租 zū louer, prendre ou donner en location, 
loyer 我在公司附近～了房子。 

1194 最好 zuìhǎo le meilleur, le mieux, préférablement, 
de préférence 外面下雪了，你～多穿件衣服。 

1195 最近 zuìjìn récemment, dernièrement, ces 
derniers temps, prochainement 我～很忙。 

1196 尊重 zūnzhòng respecter, estimer, retenue 我们都很～您的意见。 
1197 左右 zuǒyòu les deux côtés, environ, à peu près 他看起来四十岁～。 
1198 作家 zuòjiā écrivain, auteur, homme de lettres 这位～的小说你读过吗？ 
1199 作者 zuòzhě auteur d'une œuvre 这本书的～很有名。 
1200 座位 zuòwèi place assise, siège 这辆汽车上有23个～。 

1201 做 zuò faire, fabriquer, construire, 
confectionner  

1202 成语 chéngyǔ locution ou expression proverbiale, le 
plus souvent à 4 caractères  

1203 爱不释手 àibúshìshǒu aimer tant une chose qu’on ne peut 
pas la lâcher  

1204 拔苗助长 bámiáo-zhùzhǎng tirer sur une plante pour hâter sa 
croissance  

1205 画蛇添足 huàshé-tiānzú ajouter des pattes au serpent qu’on 
vient de dessiner  

1206 继往开来 jìwǎng-kāilái succéder au passé et frayer un 
chemin à l’avenir  

1207 老马识途 lǎo mǎ shí tú un vieux cheval connaît le che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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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8 一路平安 yí lù píng'ān bon voy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