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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ons
en voyage!
一起出发吧



Chers passagers, passagères, bienvenue à bord du vol
China Southern Airlines

huan ying  cheng zuo zhong guo nan fang hang kong
  欢     迎      乘      坐    中      国    南    方    航      空



vocabulaire

- 空姐/ 空少 /乘务员   hotesse de l’air
-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Excusez moi
- 菜单    menu
- 水  eau       橙汁   jus d’orange    
- 苹果汁 jus de pomme    果汁 jus de fruit
- 咖啡  café          茶 thé
- 鸡肉饭    poulet servi avec du riz
- 牛肉饭    boeuf servi avec du riz
- 炒粉         pâtes sautés
- 炒饭         le riz cantonnais



mettez vous par groupe de 2 pour jouer le rôle d' hôtesse de l’air et de 
passager.

quelques formulations de phrases pour vous aider:

Que voulez-vous comme boisson/ plat? 您想喝什么饮料/ 吃什么菜？

Puis-je avoir le menu, s’il vous plaît? 我可以看一下菜单吗？谢谢。

Je voudrais… 我想要……

Jeu de role



干炒牛河

白云机场
aéroport international 
de Canton



Arrivée à l’hotel

- réservation 预订

- chambre double 双人房

- chambre simple 单人房

- caution 押金

- petit-déjeuner 早餐

- étage 楼
小提示

您可以右键单击照片，然后选择“替换

图片”，插入您自己的图片。



Conversation

前台：您好。请问有预订吗？ la réceptionniste: Bonjour. Avez-vous une réservation?

客人：您好。我预定了三晚的双人房。Bonjour. J’ai réservé une chambre double pour 3 
nuits.

前台：好的。这是您的房卡，押金直接从您银行卡里扣。我们的早餐早上七点半开始

，餐厅在二楼。

D’accord. Voici votre clé. La caution sera prélevée depuis votre carte bancaire. Notre 
petit-déjeuner commence à 7h30 dans le restaurant qui se situe au premier étage.  



vous vous êtes bien reposés
Nous allons faire un tour touristique à Canton

恩宁路

茶楼



En fin d’après-midi, on arrive à la Tour de Canton

hauteur: 600m

hauteur de la Tour Eiffel: 330m

广州塔



Malheureusement, on est perdu…
on va devoir demander aux passants pour le bon chemin

Lilio:   你好，请问广州塔远吗？Nǐ hǎo, qǐngwèn guǎngzhōu tǎ yuǎn ma?

路人：你好，有点远。你需要坐地铁三号线两站，在广州塔站       
下车。Nǐ xūyào zuò dìtiě sān hào xiàn liǎng zhàn, zài guǎngzhōu tǎ zhàn xià chē.

Lilio：好的，谢谢你。

然后我们乘坐了两站地铁，到达了广州塔站。Ránhòu wǒmen chéngzuòle 
liǎng zhàn dìtiě, dàodále guǎngzhōu tǎ zhàn.

Lilio：你好，请问你知道售票处在哪里吗？Nǐ hǎo, qǐngwèn nǐ zhīdào 
shòupiào chù zài nǎlǐ ma?

路人：直走200米左右，向右转，再走50米，有一个黑色的房子，
那里就是售票处。Zhí zǒu 200 mǐ zuǒyòu, xiàng yòu zhuǎn, zài zǒu 50 mǐ, yǒu yīgè 
hēisè de fángzi, nàlǐ jiùshì shòupiào chù.

Lilio：谢谢你！



vocabulaire

- métro 地铁Dì tiě  -  bus   巴士/ 公交车Bā shì      - billeterie 售票处Shòu piào chù

- droite 右  Yòu     -  gauche 左   Zuǒ                 - marcher tout droit 直走Zhí zǒu

- tourner 转 Zhuǎn   - site touristique 景点 Jǐngdiǎn    - station     站 Zhàn

- Où est-ce que le musée/ le parc/ le cinéma/ le centre commercial se situe?
- 请问 博物馆/ 公园/ 电影院/ 购物中心 在哪里？Qǐngwèn bówùguǎn/ gōngyuán/ 

diànyǐngyuàn/ gòuwù zhòng xīn zài nǎ

- à côté de  在……旁边 Zài……pángbiān       - en face de  在……对面Zài……duìmiàn

- Il y a un musée qui se situe à l’intérieur de la Tour de Canton
- 在广州塔里面有一个博物馆。Zài guǎngzhōu tǎ lǐmiàn yǒu yīgè bówùguǎn.



购物 Gòu wù Faire du shopping

- Mǎ shù                                            Dǎ zhé
- 码数   la taille                 -   打折   réduction
- Jià gé                                  Hēi sè xīng qí wǔ
- 价格   le prix                   -   黑色星期五

- Guì                                  Pián  yí
- 贵        cher                        -  便宜   pas cher

- Chèn  shān                       Kù  zi
- 衬衫     la chemise         - 裤子  pantalon
- Máo yī                                 Dà yī
- 毛衣  pull                           - 大衣  manteau

- Wà zi                                Xuē  zi
- 袜子  chaussettes        -  靴子 bottes/ bottines

Kǎn jià     
砍价
négocier le prix 



Lilio：你好，我想试一下这条裤子可以吗？
Nǐ hǎo, wǒ xiǎng shì yīxià zhè tiáo kù zǐ kěyǐ ma?
商家：当然可以。试衣间在这边。
Dāngrán kěyǐ. Shì yī jiān zài zhè biān.
Lilio：哎呀，我长胖啦，麻烦给我拿大一个码。
Āiyā, wǒ zhǎng pàng la, máfan gěi wǒ ná dà yīgè mǎ.
商家：给你个M码吧，相当于26码。
Gěi nǐ gè M mǎ ba, xiāngdāng yú 26 mǎ.
Lilio：我很喜欢，可以打个折吗？
Wǒ hěn xǐhuān, kěyǐ dǎ gè zhé ma?
商家：不行了。249已经很便宜啦。
Bùxíngle.249 Yǐjīng hěn piányí la.

Lilio：那好吧，我再看看。
Nà hǎo ba, wǒ zài kàn kàn.
商家：诶！240吧！再送你两双袜子，
真的不能再少了。
Éi!240 Ba! Zàisòng nǐ liǎng shuāng wàzi, zhēn 
de bùnéng zài shǎole.
Lilio：成交！
Chéngjiāo!



工作Gōngzuò   le monde de travail

Finalement, vous trouvez la Chine vraiment pas mal. Vous cherchez un travail pour rester plus longtmeps.

白领Bái lǐng     le col blanc
蓝领 Lán lǐng    le col bleu
工资 Gōng zī    le salaire
福利/奖金 Fúlì jiǎngjīn   les bonus
面试 Miàn shì    un entretien
国企  Guó qǐ  société nationale

公务员 Gōngwùyuán   fonctionnaire
私企  Sī qǐ  société privée

加班 Jiābān    faire des heures supplémentaires
内卷 Nèi juǎn/   躺平 Tǎng pí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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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