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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没有 
 

自己 
 

我们 
 

他们 
 

知道 
 

起来 
 

这个 
 

时候 
 

这样 
 

怎么
 

已经 
 

现在 
 

出来 
 

不能 
 

还是 
 

不知 
 

可以 
 

女人 
 

觉得 
 

因为
 

你们 
 

孩子 
 

那个 
 

一点 
 

这么 
 

可是 
 

一种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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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 一点儿 
yìdiǎn yìdiǎnr 
B26 un peu 

一 一个人 点 点 
R2 yí-ge rén  diǎn 
C2 une personne C123 point;goutte;un peu  

这么 这么 
zhème zhème 

B27 ainsi, de cette façon 

还 还可以！ 么 为什么? 
47-4T Hái kěyǐ !  Wèishénme ? 
C65 Ça peut aller ! C52 Pourquoi ?  

可是 可是 
kěshì kěshì 
B28 mais, cependant 

可 不可能! 是 是不是? 
58-2T Bù kěnéng ! R213 Shì bú shì ? 
C47 C'est impossible ! C3 C'est vrai ?  

一种 一种习惯 
yì-zhǒng yì-zhǒng xíguàn 

B29 une sorte d'habitude, une coutume 

一 一个人 种 种 
R2 yí-ge rén  zhǒng 
C2 une personne C127 race, espèce; sorte 

两个 两个问题 
liǎng-ge liǎng-ge wèntí 

B30 deux questions 

两 两个孩子 个 这个月 
2-6T liǎng-ge háizi 23-1T zhèi-ge yuè 
C99 deux enfants C17 ce mois-ci  

觉得 觉得 
juédé juédé 
B21 sentir; trouver; penser 

觉 不知不觉 得 走得快 
 bùzhī bùjué 62-8T zǒu de kuài 

C284 sans s'apercevoir C31 marcher vite  

因为 因为 
yīnwèi yīnwèi 
B22 car, parce que 

因 原因 为 为什么? 
 yuányīn 1-3T Wèishénme ? 

C157 raison C21 Pourquoi ?  

你们 你们的 
nǐmen nǐmende 
B23 votre, vos 

你 你们 们 人们 
21-5T nǐmen 21-3T rénmen 
C24 vous C20 les gens, le peuple 

孩子 孩子 
háizi háizi 
B24 enfant 

孩 男孩 子 子女 
 nánhái R74 zǐnǚ 

C417 garçon C22 le fils et la fille  

那个 那个 
nàge nàge 
B25 ce, cet, cette; celui-là, celle-là 

那 那儿有什么? 个 这个月 
34-4T Nàr yǒu shénme ? 23-1T zhèi-ge yuè 
C33 Là-bas, il y a quoi ? C17 ce mois-ci  

不能 不能 
bùnéng bùnéng 

B16 ne pas pouvoir; ne pas devoir 

不 不是！ 能 太阳能 
R95 Bú shì ! 37-8T tàiyáng néng 
C4 Non ! C57 énergie solaire  

还是 还是 
háishì háishì 
B17 encore, toujours; ou, ou bien 

还 还可以！ 是 是不是? 
47-4T Hái kěyǐ ! R213 Shì bú shì ? 
C65 Ça peut aller ! C3 C'est vrai ?  

不知 不知所措 
bùzhī bùzhī suǒcuò 
B18 être perplexe; ne pas savoir 

不 不是！ 知 知名 
R95 Bú shì !  zhīmíng 
C4 Non ! C101 connu, célèbre  

可以 可以 
kěyǐ kěyǐ 
B19 pouvoir; passable, assez bien 

可 不可能! 以 可以 
58-2T Bù kěnéng ! 23-2T kěyǐ 
C47 C'est impossible ! C36 pouvoir; OK  

女人 女人 
nǚrén nǚrén 
B20 femme 

女 女厕所 人 有人吗? 
 nǚcèsuǒ R23 Yǒu rén ma ? 

C141 toilettes Dames C6 Il y a quelqu'un ?  

这样 这样很方便! 
zhèyàng Zhèyàng hěn fāngbiàn ! 

B11 Comme ça, c'est très commode ! 

这 这儿没有。 样 样本 
47-4T Zhèr méiyǒu.  yàngběn 
C11 Ici, il n'y en a pas. C103 spécimen  

怎么 怎么了? 
zěnme Zěnme le ? 

B12 Que se passe-t-il ? 

怎 怎 么 为什么? 
 zěn  Wèishénme ? 

C308 comment; pourquoi C52 Pourquoi ?  

已经 我已经完成任务啦。 
yǐjīng Wǒ yǐjīng wánchéng rènwù la. 
B13 J'ai enfin accompli cette tâche. 

已 已经四点了 经 经济 
R72 yǐjīng sì diǎn le 77-5T jīngjì 
C95 il est déjà 4 heures C89 économie  

现在 我现在都懂。 
xiànzài Wǒ xiànzài dōu dǒng. 

B14 Maintenant, je comprend tout. 

现 现代 在 现在 
 xiàndài 14-4T xiànzài 

C104 (époque) moderne C8 maintenant  

出来 出来 
chūlái chūlái 
B15 sortir, émerger 

出 出去 来 来年 
61-3T Chūqu 94-3T láinián 
C26 sortir C14 l'année prochaine  

他们 他们的 
tāmen tāmende 

B6 leur, leurs 

他 他是谁? 们 人们 
21-3T Tā shi shéi ? 21-3T rénmen 
C10 Qui est-il ? C20 les gens, le peuple  

知道 我不知道。 
zhīdào Wǒ bù zhīdào. 

B7 Je ne sais pas. 

知 知名 道 道教 
 zhīmíng 47-9T Dàojiào 

C101 connu, célèbre C27 le Taoïsme  

起来 起来 
qǐlai qǐlai 
B8 se lever, se dresser, se révolter 

起 起床 来 来年 
189-3T qǐ-chuáng 94-3T láinián 
C64 se lever le matin C14 l'année prochaine  

这个 这个 
zhèi-ge zhèi-ge 

B9 ce, cet, cette, celui-ci, celle-ci 

这 这儿没有。 个 这个月 
47-4T Zhèr méiyǒu. 23-1T zhèi-ge yuè 
C11 Ici, il n'y en a pas. C17 ce mois-ci  

时候 时候 
shíhou shíhou 

B10 temps, moment 

时 什么时候? 候 候车室 
103-3T Shénme shíhou ?  hòuchēshì 
C29 À quelle heure ? C354 salle d'attente  

一个 一个人 
yí-ge yí-ge rén 
B1 une personne 

一 一个人 个 这个月 
R2 yí-ge rén 23-1T zhèi-ge yuè 
C2 une personne C17 ce mois-ci  

什么 什么时候? 
shénme Shénme shíhòu ? 

B2 Quand ? 

什 什么? 么 为什么? 
 Shénme ?  Wèishénme ? 

C153 Quoi ? C52 Pourquoi ?  

没有 她没有来。 
méiyǒu Tā méiyǒu lái. 

B3 Elle n'est pas venue. 

没 没关系。 有 有没有? 
40-4T Méi guānxi. 14-4T Yǒu méiyǒu? 
C61 Cela ne fait rien. C9 Il y en a ou non ?  

自己 他自己 
zìjǐ tāzìjǐ 
B4 lui-même 

自 骑自行车 己 自己人 
R180 qí zìxíngchē  zìjǐrén 
C39 aller en bicyclette C131 un(e) des nôtres  

我们 我们的 
wǒmen wǒmende 

B5 notre, nos 

我 我们 们 人们 
101-3T wǒmen 21-3T rénmen 

C7 nous C20 les gens, le peu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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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 
 

心里
 

下来 
 

那么 
 

还有 
 

东西 
 

先生 
 

这些 
 

看见 
 

一次 
 

也没 
 

父亲
 

地方 
 

回来 
 

生活 
 

这种 
 

过去 
 

人家 
 

母亲 
 

一切 
 

男人 
 

工作
 

只有 
 

声音 
 

今天 
 

开始 
 

时间 
 

几个 
 

如果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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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上个月就开始了! 
kāishǐ Shàngge-yuè jiù kāishǐ le ! 
B56 J'ai déjà commencé le mois dernier ! 

开 开始 始 自始至终 
51-1T kāishǐ  zì shǐ zhì zhōng 
C76 débuter,commencer C403 du début à la fin  

时间 时间 
shíjiān shíjiān 

B57 temps; heure 

时 什么时候? 间 间 
103-3T Shénme shíhou ?  jiān 
C29 À quelle heure ? C151 entre; durant; pièce 

几个 你们是几个? 
jǐ-ge Nǐmen shi jǐ-ge ? 
B58 Combien êtes-vous ? 

几 几 个 这个月 
 jǐ 23-1T zhèi-ge yuè 

C147 combien; quelques C17 ce mois-ci  

如果 如果…就… 
rúguǒ rúguǒ...jiù... 
B59 si..., alors... 

如 如此 果 果 
73-3T rúcǐ  guǒ 
C84 comme ceci C257 fruit; résultat  

中国 中国银行 
Zhōngguó Zhōngguó Yínháng 

B60 la Banque de Chine 

中 中国 国 美国 
R105 Zhōngguó 59-5T Měiguó 
C12 la Chine C16 les États-Unis  

男人 男人 
nánrén nánrén 

B51 homme 

男 一个男的 人 有人吗? 
 yí-ge nán-de R23 Yǒu rén ma ? 

C501 un gars, un homme C6 Il y a quelqu'un ?  

工作 研究工作 
gōngzuò yánjiū gōngzuò 

B52 travail de recherche, recherche 

工 工程师 作 作文 
 gōngchéngshī 21-5T zuòwén 

C130 ingénieur C70 rédiger un texte  

只有 只有 
zhǐyǒu zhǐyǒu 

B53 ne...que; seulement; seul 

只 一只猫 有 有没有? 
58-2T yì zhǐ māo 14 Yǒu méiyǒu? 
C69 un chat seulement C9 Il y en a ou non ?  

声音 声音 
shēngyīn shēngyīn 

B54 bruit 

声 声速 音 音乐 
 shēngsù  yīnyuè 

C128 vitesse du son C426 musique  

今天 今天 
jīntiān jīntiān 
B55 aujourd'hui 

今 今年 天 天安门 
 jīnnián R90 Tiān'ānmén 

C261 cette année C55 Porte Paix Céleste 

这种 这种 
zhèzhǒng zhèzhǒng 

B46 cette sorte de, ce type de 

这 这儿没有。 种 种 
47-4T Zhèr méiyǒu.  zhǒng 
C11 Ici, il n'y en a pas. C127 race, espèce; sorte  

过去 过去 
guòqù guòqù 
B47 le passé; autrefois, jadis 

过 过马路 去 去吃饭! 
47-3T guò mǎlù R133 Qù chī-fàn ! 
C43 traverser la rue C41 Allons manger !  

人家 人家 
rénjiā rénjiā 
B48 foyer, famille; les autres; moi; on 

人 有人吗? 家 家里 
R23 Yǒu rén ma ? 45-7T jiālǐ 
C6 Il y a quelqu'un ? C44 à la maison  

母亲 母亲节 
mǔqīn mǔqīnjié 
B49 fête des mères 

母 母语 亲 亲人 
 mǔyǔ  qīnrén 

C481 langue maternelle C258 les proches parents 

一切 一切 
yíqiè yíqiè 
B50 tout 

一 一个人 切 切 
R2 yí-ge rén  qiè 
C2 une personne C491 absolument  

也没 也没有意思! 
yě méi Yě méiyǒu yìsi ! 

B41 Ce n'est pas intéressant non plus ! 

也 我们也去。 没 没关系。 
5-2T Wǒmen yě qù. 40-4T Méi guānxi. 
C28 Nous partons aussi. C61 Cela ne fait rien.  

父亲 他父亲是法国人。 
fùqīn Tā-fùqīn shi fǎguó-rén. 
B42 Son père est français. 

父 父母 亲 亲人 
 fùmǔ  qīnrén 

C358 père et mère C258 les proches parents 

地方 她在什么地方? 
dìfang Tā zài shénme dìfang ? 
B43 Où est-elle ? 

地 地理 方 地方 
49-3T dìlǐ R85 dìfang 
C25 géographie C82 endroit, lieu  

回来 回来 
huílai huílai 
B44 revenir 

回 回家 来 来年 
 huíjiā 94-3T láinián 

C119 rentrer à la maison C14 l'année prochaine  

生活 私生活 
shēnghuó sīshēnghuó 

B45 vie privée 

生 生辰 活 活 
4-4T shēngchén  huó 
C37 jour de naissance C224 vivre; vivant; travail 

东西 东西 
dōngxī dōngxī / dōng-xī 

B36 chose; sujet; créature / d'est en ouest 

东 东方 西 西方 
 dōngfāng  xīfāng 

C167 orient C173 occident  

先生 先生 
xiānshēng xiānshēng 

B37 monsieur; maître; professeur; mari 

先 先人 生 生辰 
 xiānrén 4-4T shēngchén 

C194 ancêtres, aïeux C37 jour de naissance  

这些 这些 
zhèxiē zhèxiē 

B38 ces; ceux-ci, celles-ci 

这 这儿没有。 些 有些 
47-4T Zhèr méiyǒu.  yǒuxiē 
C11 Ici, il n'y en a pas. C110 certains,des;un peu 

看见 看见 
kànjiàn kànjiàn 

B39 voir, apercevoir 

看 看守 见 意见 
141-4T kānshǒu R107 yìjian 
C73 garder; gardien C88 idée; opinion  

一次 一次 
yícì yícì 
B40 une fois 

一 一个人 次 此次 
R2 yí-ge rén  cǐcì 
C2 une personne C166  cette fois; à venir  

眼睛 眼睛 
yǎnjing yǎnjing 

B31 oeil, yeux 

眼 眼 睛 定睛 
 yǎn  dìngjīng 

C201 oeil; regard; trou C963 fixer son regard sur  

心里 心里 
xīnli xīnli 
B32 dans son for intérieur, sur le cœur 

心 中心 里 哪里? 
R81 zhōngxīn R195 Nǎli ? 
C53 centre; cœur; nœud C49 Où ?  

下来 下来 
xiàlái xiàlái 
B33 descendre 

下 下雨了! 来 来年 
16-1T Xià-yǔ le ! 94-3T láinián 
C35 Il pleut ! C14 l'année prochaine  

那么 那么 
nàme nàme 
B34 aussi; tant; alors 

那 那儿有什么? 么 为什么? 
34-4T Nàr yǒu shénme ?  Wèishénme ? 
C33 Là-bas, il y a quoi ? C52 Pourquoi ?  

还有 还有 
háiyǒu háiyǒu 

B35 puis 

还 还可以！ 有 有没有? 
47-4T Hái kěyǐ ! 14-4T Yǒu méiyǒu? 
C65 Ça peut aller ! C9 Il y en a ou n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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