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REUVES D’ADMISSION

SESSION DE DECEMBRE 2015
LANGUE DE TRAVAIL : CHINOIS
1ère année

I. DOSSIER

Doc 1
北京比上海大吧
大卫：李芳，上海怎么样？我想坐火车去上海旅行。
李芳：上海很好，这几年变化很大。今年暑假我还在那儿玩了一个
多月呢。我的一个同学家就在上海。
大卫：上海比北京大吧？
李芳：不，上海没有北京大，不过人口比北京多。上海是中国人口
最多的城市。这几年，增加了很多新建筑，上海比过去变得更漂亮
了。
大卫：上海的公园有北京的多吗？
李芳：上海的公园没有北京的多，也没有北京的公园这么大。
大卫：上海的冬天是不是比北京暖和一点儿？
李芳：上海不一定比北京暖和。
大卫：但是我看天气预报，上海的气温比北京高得多。
李芳：是，上海的气温比北京高几度，但是因为房子里没有暖气，
所以感觉还没有北京暖和。
大卫：上海人家里没有暖气？
李芳：上海人家里没有，不过旅馆和饭店里有暖气。

暑假shu3jia4 / n.： vacances d’été
人口ren2kou3/ n.：population
增加zeng1jia1/ v.: augmenter
建筑jian4zhu4 / n.: architecture
暖和nuan3he/a. : doux
天气预报tian1qi4yu4bao4 /n. : prévisions météos
气温qi4wen1/n. : température
暖气nuan3qi4 /n. : chauffage

Doc 2
北京的四季
中国的很多地方，一年都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比如北京，从三月到五月是春季，六月到八月是夏季，九月到
十一月是秋季，十一月到第二年的二月是冬季。
春天来了，树绿了，花开了，天气暖和。人们脱下冬天的衣服
，穿上春天的衣服。人们穿得漂漂亮亮的，去公园看花，在花前面
照相。公园里充满了年轻人的歌声和笑声。颐和园、北海、香山、
长城……到处都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
夏天来了，天气热了。人们常常去游泳。吃完晚饭，工作了一
天的人们喜欢到外边散步、聊天儿。马路边、公园里都有散步的人
。 他们一边走一边聊，轻松愉快。
北京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就是秋天了。天气不冷也不热，不常下
雨，也很少刮风。每到周末，人们都喜欢到郊外去玩。山上的红叶
是秋天最美丽的景色。爬香山、看红叶，是北京人最喜爱的活动。
北京的冬天比较冷，但是暖气一开，屋子里很暖和。到了冬天
，人们喜欢吃火锅。一家几口人或三五个朋友，高高兴兴坐在火锅
旁边，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那真是让人非常高兴的时刻。
北京的冬天不常下雪，但是，要是下雪了，人们就会像过节一
样高兴。冬天最美的就是雪景了。很多人会带上照相机去外边照相
。孩子们一点儿也不怕冷，在雪地上跑啊跳啊，玩的可高兴了。北
京人都喜欢冬天的雪。

季节 ji4jie2 /n. : saison
脱 tuo1/v. : enlever

照相 zhao4xiang4/n. : prendre les photos
充满 chong1man3/v. :remplir, se remplir
颐和园 yi2he2yuan2/n. : Palais d’été
北海 bei3hai3/n. :Parc Beihai
香山 xiang1shan1/n. : Mont Xiangshan
世界各地 shi4jie4ge4di4 : des quatres coins du monde
轻松 qing1song1/a. : détendu
愉快 yu2kuai4 / a.: joyeux
刮风 gua1feng1/vi. :faire du vent
郊外 jiao1wai4 : banlieue
活动 huo2dong4/n. :activité
火锅 huo3guo1/n. :fondue chinoise
时刻 shi2ke4/n. :moment
过节 guo4jie2/v. : passer la fête
照相机 zhao4xiang4ji1/n. :appareil photo
怕 pa4/v. : avoir peur

II. RÉDACTION
En vous appuyant sur les documents ci-dessus, vous réaliserez une
rédaction en langue chinoise sur les deux questions suivantes :
1. Le climat de certaines grandes villes chinoises comme Pékin ou
Shanghai.
2. La comparaison entre le climat de votre ville en France et une de
ces villes chinoises.

III. TRADUCTION
Vous traduirez vers votre langue maternelle le segment de texte cidessous, extrait du Doc2.

春天来了，树绿了，花开了，天气暖和。人们脱下冬天的衣服
，穿上春天的衣服。人们穿得漂漂亮亮的，去公园看花，在花前面
照相。公园里充满了年轻人的歌声和笑声。颐和园、北海、香山、
长城……到处都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
夏天来了，天气热了。人们常常去游泳。吃完晚饭，工作了一
天的人们喜欢到外边散步、聊天儿。马路边、公园里都有散步的人
。 他们一边走一边聊，轻松愉快。
北京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就是秋天了。天气不冷也不热，不常下
雨，也很少刮风。每到周末，人们都喜欢到郊外去玩。山上的红叶
是秋天最美丽的景色。爬香山、看红叶，是北京人最喜爱的活动。
北京的冬天比较冷，但是暖气一开，屋子里很暖和。到了冬天
，人们喜欢吃火锅。一家几口人或三五个朋友，高高兴兴坐在火锅
旁边，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那真是让人非常高兴的时刻。

IV. GRAMMAIRE

I). Complétez les phrases en ajoutant un mot approprié dans chaque
case vide.
1. 我很想

你们去旅游，但是我必须工作。

2. 我们下星期
3. 图书馆
4. 你

去吧，这个星期我没有时间。
有很多书店，你也许能找到那本书。

这儿去火车站很远，最好坐公车去。

5. 这里没有地铁可以

学校。

6. 你的水喝完了？我这里

有一瓶。

7. 妹妹今年五

，已经会画很多东西了。这是她画的三

8. 你知道怎么

法语说“你好”吗？

9. 下午我们可以做

兔子。

作业。

10. 她一直看

我，没有说话。

11. 请问，这

鞋多少钱？我想看看黑色的。

II). Placez le mot au bon endroit dans la phrase.
1. 你不记得 A 她了吗，B 她上个月 C 还和我们吃 D 饭。

（过）

2. A 这张照片是 B 我去年 C 朋友一起 D 拍的。

（和）

3. 明天 A 是毕业典礼(cérémonie)，B 我的爸爸妈妈 C 和妹妹 D 会来。 （也）
4. A 请你们 B 等我一会儿，我 C 10 分钟以后 D 来。

（就）

III). Reconstituez les phrases avec les éléments donnés
1. 最好

2. 买

3. 信

4. 已经

现在

比

的

现在

巴黎

你们

去

朋友

早上

半

包

写

坐

休息

小时

个

的

小

便宜

大

的

我

给

正在

今天

飞机

去

IV). Composez une phrase avec chaque mot donné
1. 相信

2. 正在

3. 而且

4. 因为

中国

小王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