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 bigrammes chinois-Infos (1-30)   量词      16/01/2007            http://perso.orange.fr/mementoslangues/                    汉字 

中国 
 

美国
 

发展 
 

经济 
 

国家 
 

问题 
 

一个 
 

工作 
 

台湾 
 

社会 
 

政府 
 

记者
 

我们 
 

人民 
 

进行 
 

北京 
 

企业 
 

表示 
 

国际 
 

他们 
 

没有 
 

建设
 

关系 
 

代表 
 

世界 
 

公司 
 

全国 
 

报道 
 

市场 
 

日本 
 



60 bigrammes chinois-Infos (1-30)   量词      2/7             http://perso.orange.fr/mementoslangues/                    汉字 

 

公司 公司 
gōngsī gōngsī 

B26 société, compagnie 

公 公共汽车 司 司 
24-2T gōnggòngqìchē  sī 
C92 autobus public C252 diriger; département  

全国 全国 
quánguó quánguó 

B27 tout le pays 

全 全 国 美国 
 quán 59-5T Měiguó 

C129 complet; tout C16 les États-Unis  

报道 报道 
bàodào bàodào 

B28 faire un reportage sur 

报 报 道 道路 
 bào 47-9T dàolù 

C219 déclarer; journal C27 route, chemin; voie 

市场 超级市场 
shìchǎng chāojī shìchǎng 

B29 supermarché 

市 市 场 场 
 shì  chǎng 

C200 marché; ville C207 place; terrain  

日本 日本 
Rìběn Rìběn 
B30 le Japon (litt.: soleil-source) 

日 日食 本 日本 
R103 rìshí 94-1T Rìběn 
C62 éclipse de soleil C87 le Japon  

没有 她没有来。 
méiyǒu Tā méiyǒu lái. 

B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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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设 建设 
jiànshè jiànshè 

B22 construire, bâtir 

建 建 设 设 
 jiàn  shè 

C291 construire; fonder C402 installer; supposer 

关系 没关系。 
guānxì Méi guànxì. 

B23 Il n'y a pas de quoi. De rien. 

关 关 系 系 
 guān  xì 

C183 fermer; concerner C249 lien; concerner  

代表 代表 
dàibiǎo dàibiǎo 

B24 représentant, délégué, député 

代 代 表 表 
 dài  biǎo 

C190 remplacer, suppléer C230 tableau; exprimer  

世界 世界卫生组 
shìjiè shìjiè wèishēng zǔzhī 
B25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世 世 界 界 
 shì  jiè 

C178 vie; monde C259 frontière; monde  

北京 北京 
Běijīng Běijīng 

B16 Beijing (Pékin) 

北 北 京 京 
 běi  jīng 

C181 nord C262 capitale  

企业 国有企业 
qǐyè guóyǒu qǐyè 
B17 entreprise d'état 

企 企业 业 业 
 qǐyè  yè 

C608 entreprise C149 métier, profession 

表示 表示 
biǎoshì biǎoshì 

B18 montrer, exprimer, manifester 

表 表 示 示 
 biǎo  shì 

C230 tableau; exprimer C497 montrer  

国际 国际新闻 
guójì guójì xīnwén 
B19 actualité internationale 

国 美国 际 际 
59-5T Měiguó  jì 
C16 les États-Unis C428 limite; bord; inter-  

他们 他们 
tāmen tāmen 
B20 ils, e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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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 政府 
zhèngfǔ zhèngfǔ 

B11 gouvernement 

政 政 府 府 
 zhèng  fǔ 

C168 politique C468 préfecture; palais  

记者 记者 
jìzhě jìzhě 
B12 journaliste 

记 记 者 者 
 jì  zhě 

C273 se souvenir; noter C134 personne; chose  

我们 我们的 
wǒmen wǒmende 

B13 notre, nos 

我 我们 们 人们 
101-3T wǒmen 21-3T rénmen 

C7 nous C20 les gens, le peuple 

人民 人民日报 
rénmín rénmín rìbào 

B14 le Quotidien du Peuple 

人 有人吗? 民 民 
R23 Yǒu rén ma ?  mín 
C6 Il y a quelqu'un ? C102 peuple  

进行 进行 
jìnxíng jìnxíng 

B15 se poursuivre, se dérouler 

进 进 行 行不行？
 jìn 62-3T Xíng-bù-xíng ? 

C114 entrer; progresser C81 D'accord ?  

问题 问题 
wèntí wèntí 

B6 question; problème; ennui; difficulté 

问 问答 题 题 
 wèndá  tí 

C142 questions-réponses C290 sujet; titre; inscrire  

一个 一个人 
yí-ge yí-ge rén 
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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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 研究工作 
gōngzuò yánjiū gōngzuò 

B8 travail de recherche, recherche 

工 工程师 作 作文 
 gōngchéngshī 21-5T zuòwén 

C130 ingénieur C70 rédiger un texte  

台湾 台湾 
Táiwān Táiwān 

B9 Taïwan 

台 台风 湾 湾 
 táifēng  wān 

C271 typhon C699 golfe, baie  

社会 社会 
shèhuì shèhuì 

B10 société 

社 社 会 我会写。
 shè 23-4T Wǒ huì xiě. 

C310 association, société C38 Je sais écrire.  

中国 中国 
Zhōngguó Zhōngguó 

B1 la 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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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美国 
Měiguó Měiguó 

B2 les Etats-Unis d'Amérique 

美 美 国 美国 
 měi 59-5T Měiguó 

C122 bon; beau; excellent C16 les Etats-Unis  

发展 发展中国家 
fāzhǎn fāzhǎnzhōngguójiā 

B3 pays en voie de développement 

发 发电厂 展 展览 
35-3T fādiànchǎng  zhǎnlǎn 
C66 centrale électrique C338 exposer, exposition 

经济 国民经济 
jīngjì guómín jīngjì 
B4 économie nationale 

经 经营 济 接济 
77-5T jīngyíng  jiējì 
C89 exploiter, gérer C459 secourir, ravitailler 

国家 国家 
guójiā guójiā 

B5 pays, état, nation 

国 美国 家 家里 
59-5T Měiguó 45-7T jiālǐ 
C16 les États-Unis C44 à la ma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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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可以 
kěyǐ kěyǐ 
B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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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要求 
yāoquí yāoquí 

B57 demander; exiger 

要 要不要水? 求 求 
166-3T Yào-bú-yào shuǐ ?  qiú 
C34 Veux-tu de l'eau ? C366 demander; prier  

通过 通过 
tōngguò tōngguò 

B58 passer par; adopter, voter; par, à travers

通 通 过 过马路 
 tōng 47-3T guò mǎlù 

C216 passer; informer C43 traverser la rue  

可能 可能 
kěnéng kěnéng 

B59 possible, probable; peut-être 

可 不可能! 能 太阳能 
58-2T Bù kěnéng ! 37-8T tàiyáng néng 
C47 C'est impossible ! C57 énergie solaire  

中央 中央处理器 
zhōngyāng zhōngyāng chǔlǐqì 

B60 l'unité centrale (d'un ordinateur) 

中 中国 央 央 
R105 Zhōngguó  yāng 
C12 la Chine C733 centre; demander  

研究 研究中心 
yánjiū yánjiū zhōngxīn 
B51 centre de recherche 

研 研 究 究 
 yán  jiū 

C413 broyer; étudier C453 approfondir  

安全 安全带 
ānquán ānquándài 

B52 la ceinture de sécurité 

安 安 全 全 
 ān  quán 

C229 calme; sécurité C129 complet; tout  

人员 保安人员 
rényuán bǎo'ān rényuán 

B53 personnel de sécurité 

人 有人吗? 员 员 
R23 Yǒu rén ma ?  yuán 
C6 Il y a quelqu'un ? C212 membre  

委员 委员会 
wěiyuán wěiyuánhuì 

B54 comité, commission 

委 委 员 员 
 wěi  yuán 

C423 charger, mandater C212 membre  

政治 政治 
zhèngzhì zhèngzhì 

B55 politique 

政 政 治 治 
 zhèng  zhì 

C168 politique C345 gouverner; paix  

已经 已经 
yǐjīng yǐjīng 
B46 déj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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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 自己人 
zìjǐ zìjǐrén 
B47 un(e) des nôtres 

自 骑自行车 己 己 
R180 qí zìxíngchē  jǐ 
C39 aller en bicyclette C131 soi-même; propre  

有关 有关 
yǒuguān yǒuguān 

B48 concerner; concerné; intéresser 

有 有没有? 关 关 
14-4T Yǒu méiyǒu?  guān 
C9 Il y en a ou non ? C183 fermer; concerner  

会议 会议 
huìyì huìyì 
B49 réunion, conférence 

会 我会写。 议 议 
23-4T Wǒ huì xiě.  yì 
C38 Je sais écrire. C421 discuter  

总统 总统 
zǒngtǒng zǒngtǒng 

B50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总 总 统 统 
 zǒng  tǒng 

C205 réunir;total;toujours C294 unifier; ensemble  

教育 高等教育 
jiàoyù gāoděng jiàoyù 
B41 enseignement supérieur 

教 教 育 育 
 jiāo  yù 

C172 enseigner C637 instruire; éducation  

日电 日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rìdiàn Rìběn diànqì gǔfèn yǒuxiàn gōngsī 
B42 Nippon Electric Company (NEC) 

日 日本 电 电 
R103 Rìběn  diàn 
C62 le Japon C161 électricité  

伊拉 伊拉克 
Yīlā Yīlākè 
B43 l'Irak 

伊 伊斯兰 拉 拉 
 Yīsīlán  lā 

C1262 l'Islam C469 (at)tirer; gagner  

管理 管理 
guǎnlǐ guǎnlǐ 
B44 gérer, administrer 

管 管 理 理 
 guǎn  lǐ 

C321 tube; gérer; fournir C121 raison; gérer  

目前 目前 
mùqián mùqián 

B45 à l'heure actuelle 

目 目 前 前天 
 mù  qiántiān 

C217 œil; catalogue C85 avant-hier  

地区 地区 
dìqū dìqū 
B36 région; pays; quartier, zone 

地 什么地方? 区 区 
49-3T Shénme dìfang ?  qū 
C25 À quel endroit ? C364 région; quartier  

领导 领导 
lǐngdǎo lǐngdǎo 

B37 dirigeant; direction; diriger; guider 

领 领航 导 导航 
 lǐngháng  dǎoháng 

C340 piloter; pilote C433 navigation, pilotage 

活动 活动 
huódòng huódòng 

B38 se déplacer; mobile; activité 

活 活 动 运动 
 huó 28-4T yùndòng 

C224 vivre; vif; travail C98 sport; mouvement 

拉克 伊拉克 
lākè Yīlākè 
B39 l'Irak 

拉 拉 克 克 
 lā  kè 

C469 (at)tirer; gagner C493 vaincre; gramme  

认为 认为 
rènwéi rènwéi 

B40 penser; estimer 

认 认 为 为什么? 
 rèn 1-3T Wèishénme ? 

C301 reconnaître, avouer C21 Pourquoi ?  

组织 世卫组织 
zǔzhī shìwèi zǔzhī 
B31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组 组 织 织 
 zǔ  zhī 

C455 organiser; groupe C777 tisser, tricoter  

技术 技术部经理 
jìshù jìshù bùjīnglǐ 
B32 Directeur du service technique 

技 技 术 术 
 jì  shù 

C374 habileté, dextérité C311 art; technique  

重要 重要 
zhòngyào zhòngyào 

B33 important 

重 重 要 要不要茶?
 zhòng 166-3T Yào-bú-yào chá ? 

C158 poids; important C34 Veux-tu du thé ?  

方面 方面 
fāngmiàn fāngmiàn 

B34 côté; aspect; part; égard 

方 地方 面 白面包 
R85 dìfang 2-8T bái miànbāo 
C82 endroit, lieu C91 pain blanc  

合作 中非合作 
hézuò zhōngfēi hézuò 
B35 coopération sino-africaine 

合 合 作 工作 
 hé 21-5T gōngzuò 

C246 fermer; unir C70 travail, trava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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