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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我国的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

国与国外的文化、经济以及各个层面的交流都在日益增加。把握

时代的脉搏，学习好一门外语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国与法国近年的交流不断加深，在经济、文化、艺术方面

的联系非常多。而且，法语作为联合国官方语言之一，由于其语

言本身的严谨性而被广泛地应用于契约等法律与经济文献中。法

国在欧洲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化、艺术、经济的地位。法国，这个

古老而又现代，神秘而又时尚的国度，每年吸引了大量的中国学

子前往留学。特别是这四五年间，中国与法国的交流越来越多，

中国前往法国留学的人员每年都在呈现递增的趋势。留学人员也

从开始的国家公派人员转为越来越多的自费人员，而且年龄层也

日显年轻化。

法语在具有严谨性优点的同时，也不能避免严谨性所带来的

语言本身的复杂性，这样给大家在学习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当然，

学习一门外语，特别是学好一门外语，需要大家长期不懈的努力。

但是，由于很多自学者在客观现实条件的约束下，不可能像在校

的法语专业的学生那样在时间以及精力上有优势，所以一本面向

自学者的书籍就显得非常必要。

笔者在长期的法语教学中也深深感到了这样的现实情况。在

这样的主旨下，笔者基于平常的教学经验，写了这本面向广大法

语自学者的书。本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 强调口语交流，注重

实际的日常性会话，与专业学生不同，自学者更加需要的是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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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针对自学者所普遍遇到的问题有的放矢。3. 考虑到自学者的现实情况，尽可

能地简化语法方面的说明。（当然，必要的语法我们也不可能回避。）

笔者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更多的自学者从中受益。

最后，在本书的写作中，得到了很多朋友的鼓励与支持，特别是吴娟，殷

小华和詹学伟老师在本书某些章节的编写中更是承担了主要工作，在此表示衷

心的感谢。而且，对所有支持本书写作的老师表示感谢。

	

周婷

2013 年 9月于武汉大学珞珈山



ABREVIATION
缩略语

a.	:	adjectif	 形容词

adv.	:	adverbe	 副词	
art.	:	article	 冠词

c-à-d.	:	c’est-à-dire	 也就是说

cf.	:	confer	 参考	
compl.	:	complément	 补语		
compl.cir.	:	complément	circonstanciel
状语

conj.	:	conjonction	 连词		
etc.	:	et	cætera	 等		
ex.	:	exemple	 例				
f.	:	féminin	 阴性	
ib.,	ibid.	:	ibidem	 同一出处

id.	:	idem	 同上

interj.	:	interjection	 叹词			
loc.	:	locution	 短语					
loc.adv.	:	locution	adverbiale	 副词短语

loc.conj.	:	locution	conjonctive	 连词短语

loc.prép.	:	locution	prépositive	 介词短语

loc.verb.	:	locution	verbale	 动词短语

n.	:	nom	 名词

No,	no.	:	numéro	 号码

N.B.	:	nota	bene	 注意

n.f.	:	nom	féminin	 阴性名词

n.m.	:	nom	masculin	 阳性名词

p.	:	page	 页码

pl.	:	pluriel	 复数

prép.	:	préposition	 介词

pron.	:	pronom	 代词

qch	.	:	quelque	chose	 某词

qn.	:	quelqu’un	 某人

sing.	:	singulier	 单数

v.	:	verbe	 动词

v.i.	:	verbe	intranstif	 不及物动词

v.pr.	:	verbe	pronominal	 代动词

v.t.	:	verbe	transtif	 及物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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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L’alphabet français�（法语字母表）

法语书写形式采用拉丁字母，共 26 个。

字母
lettres

读音
sons

字母
lettres

读音
sons

A	a

B	b

C	c

D	d

E	e

F	f

G	g

H	h

I	i

J	j

K	k

L	l

M	m

[a]

[be]

[se]

[de]

[ə]

[ɛf]

[ʒe]

[aʃ]

[i]

[ʒi]

[ka]

[ɛl]

[ɛm]

N	n

O	o

P	p

Q	q

R	r

S	s

T	t

U	u

V	v

W	w

X	x

Y	y

Z	z

[ɛn]

[o]

[pe]

[ky]

[ɛ:r]

[ɛs]

[te]

[y]

[ve]

[dubləve]

[iks]

[igrɛk]

[zɛd]

2. Les voyelles et les consonnes�( 元音和辅音）

元音发音时声带振动，气流通过口腔时，不受其他发音器官阻碍。 不同的

元音是由口腔的开闭程度、舌头的前后升降、双唇的移位等因素决定的。

而辅音则是指发音时气流受到有关发音器官阻碍的因素。法语中有 6 个元

音字母和 20 个辅音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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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

lettres
读音

sons

元音字母

Les voyelles

A	a

E	e	

I	i

O	o

U	u

Y	y

[a]

[ə]

[i]

[o]

[y]

[igrɛk]

辅音字母

Les consonnes 

B	b

C	c

D	d

F	f

G	g

H	h

J	j

K	k

L	l

M	m

N	n

P	p

Q	q

R	r

S	s

T	t

V	v

W	w

X	x

Z	z

[be]

[se]

[de]

[ɛf]

[ʒe]

[aʃ]

[ʒi]

[ka]

[ɛl]

[ɛm]

[ɛn]

[pe]

[ky]

[ɛ:r]

[ɛs]

[te]

[ve]

[dubləve]

[iks]

[zɛd]

B.�	Les	sons ( 发音 )

法语语音形式的最小单位是音素。音素也分为元音和辅音。法语共有 36
个音素，16 个元音，20 个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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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es�voyelles�orales�( 口腔元音 )���

	 [a]	 [e]	 [ɛ]					

	 [i]	 [y]	 [u]

2.�Les�consonnes�occlusives�( 塞辅音 )

/p/-/b/,		/t/-/d/,		/k/-/g/
声带不振动：[p],	[t],	[k]

声带振动：[b],	[d],	[g]

C.�	Les	sons	et	l’orthographe（音与拼写）

法语的同一音素，有时可有几种不同的拼写方法，即可用不同的字母来表

示，同一个字母有时又可有不同的发音。法语一般采用国际音标来注明词的发

音。音标写在方括号 [	 	 	] 中，每一个音标代表一个音素。大家应该注意区分音

标与字母，两者不可混淆。

Les voyelles orales 口腔元音

Sons Orthographe Exemples
/a/ •	a,	à,	â

•	e+mm
papa, là, sa
femme, évidemment

/α/ •	â,	-as âne, b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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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voyelles orales 口腔元音

Sons Orthographe Exemples
/e/ •	é

•	-er,	-ez,	-ef,	-ed
•	es ( 在单音节词中 )	
•	-ai

bébé, café
aller, allez, clef, pied
les, mes, des, tes, ses
gai, j’aimerai, j’irai

/ɛ/ •	è,	ê,	ë
•	ei,	ai,	aî
•		e+ 两个相同的辅音 (e 在词首开音节中除外 )	
•	e+ 闭音节中	
•	-et,	-ay,	-ey

père, être, Noël
seize, faire, maître 
lettre, messe, belle, elle
restaurant, nef, sel
navet, chevet, trolley
tramway

/i/ •	i,	î,	ï,	y il, île, haïr, lys
/y/ •	u,	û,	uë perdu, dû, aiguë  
/u/ •	ou,	où,	oû

•	英语单词

route, où, goût
foot, pudding

Les consonnes occlusives 塞辅音

/p/ p par, appris, pis

/b/ b bis, barbe, bu

/t/ t ta, tes, tu

/d/ d des, du, dès 

/k/ •	k,	qu
•	c+ 辅音

•	c+	(a,	o,	u)

kaki, karaté, quai, qui
clé, classe
café, col, vécu, calcul  

/g/ •	g+	(a,	o),	gu gare, goût, guy 

注意： 1.		/p/—/b/,	 /t/—/d/,	 /k/—/g/	是法语中特有的三对轻辅音和浊辅音，对于中国

学生来说，要特别注意这三对音的区分，不要混淆。

	 	 			 2.		对于 /p/,	/t/,	/k/	这三个轻辅音来说，当它们在辅音和不发音的 e	前时，要

送气，而当它们处在元音前面的时候则不送气。例如：p-l-a-t	(p 在辅音 l
前面，要送气 );	p-a-p-e	( 第一个 p 在元音 a 前面，	不要送气，第二个 p 在

词末不发音的 e 前面，要送气 )；c-a-s-s-e	(c 在元音 a 前面不要送气 )；c-l-
a-s-s-e（c 在辅音 l 前面要送气）。

D.�	Règles	de	prononciation ( 读音规则 )

1.	在法语单词的词尾，元音一般都要发音，除字母 e 以外，但是 é,	ê,	ë	也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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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音。例如：lu	[ly],	café[kafe],	papa	[papa],	pape	[pap]。
而法语单词中的辅音字母（单个或连在一起的几个）在词尾一般都不发音，

例如：pas	[pa],	est	[ɛ],	除了四个辅音字母 c,	f,	 l,	r 和辅音群 -ct 以外，读音分别

为 /k/,	/f/,	/l/,	/r/,	/ct/。例如：café[kafe],	nef	[nɛf],	Pascal	[paskal],	par	[par],	direct		
[dirɛkt]。

2.	音节（syllabe）（1）
法语单词由音节构成。音节中的主体因素是元音，一般来说，一个单词有

几个发音的元音，也就会有几个音节。在通常情况下，两个不相同的且相连的

辅音必须分开 ( 词尾除外 )。
例如： p-a-p-a	[pa-pa]( 两个音节 )
 p-o-r-t-a-b-l-e	[por-tabl]( 两个音节 )
	 P-a-s-c-a-l [pas-kal]（两个音节）

3.	开音节和闭音节

开音节是指读音中以元音结尾的音节。

词首开音节就是指法语单词中的第一个音节是以元音结尾的音节。例如：

quasi	[kazi],	laisser	[lɛse],	bébé [bebe]。
词末开音节就是指法语单词中的最后一个音节是以元音结尾的音节。例 

如：quasi [kazi],	laisser	[lɛse],	bébé [bebe]。
闭音节是指读音中以辅音结尾的音节。

词首闭音节就是指法语单词中的第一个音节是以辅音结尾的音节。例如：

Pascal	[paskal],	calcul	[kalkyl],	tardif [tardif]。
词末闭音节就是指法语单词中的最后一个音节是以辅音结尾的音节。例 

如：Pascal [paskal],	calcul	[kalkul],	tardif [tardif]。
4.	 如果两个相同的辅音字母连在一起，那么一般合读成一个音。例 

如：elle	[ɛl],	lettre	[lɛtr]。

E.�	Exercices	de	phonétique （语音练习）

1.�元音和辅音的语音练习

[e] P.T.T.		D.D.T.		T.G.V.		B.C.B.G.		Ré
	 évite, dépistez, tisser, les, Mélissa, idée, dictée, était, vérité, quai 
[a]	 	va, patte, casse, date, affirme, salle, tard, art, artiste, Adèle, femme
[ɛ]  erre, mêle, lève, caisse, Jersey, bec, Vers, servir, bonnet, Estissac, Eiffel, 

Esméralda

[e—a—ɛ]
aimer——cas——caisse clé——classe——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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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sac——fête clef——casse——mais
goûtez——gala——seize vénérer——âne——ferme
des——évidemment——elle gai——là-bas——navet
pied——là——père tapez——pâte——trolley
[i]	 mille, pique, midi, dîner, îlot, type, Sylvie, Lydie, dicter, virer
[y]	 mule, vue, du, dû, utile, lune, voulu, tu, ému, jus, étudie
[u]	 moule, voue, doux, ouvert, loue, voulu, tout, noue, souris, surtout

[i—y—u]
île——du——doux pis——pu——pou
finir——fut——fou qui——Q——cou
type——turc——tour siffle——su——sous
mimique——muscle——mousse   Nil——nuque——nous

[p—b]
pas——bas passe——basse
pot——bobo pou——boue
paix——baie pu——bu
parmi——barbe pis——bis
père——bec par——bar

[t—d]
tas——date tout——doux
tes——des tarte——darne
tic-tac——dicter écoutais——dès
tasse——dalle tonne——donne
tirer——durer taquiner——désirer

[k—g]
quart——gare qui——guy
cou——goût calque——gabare
casse——gaze caisse——gaine
court——goutte calculer——gâter
couler——guerre cuve——gave

2.�送气与不送气

送气：用下画线表示 

不送气：用边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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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que	 classe	 tarte	 pipe	 delta	 papa	 c oûte	 ta	 tate	 été	 nette

vécu	 nique	 quel	 quête	 poste	 poster	 écouta	 écoute	 qualité

3.�在词末发音的几个辅音字母

quel, sac, sic, par, pif, paf, sel, fil, amour, car, col, turc, vif, pour, Marc

4.�给下列单词划分音节

casque,	classe,	papa,	poste,	turc,	écouter,	écoute,	perdu,	navet,	quête,	amour,	sel,	
salut,	café,	guide,	berline,	malfaire,	gare,	coucou,	cela,	delta,	vif,	pour,	sac,	cirque,	
Canada,	m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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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s	sons（发音）

1.�Les�voyelles�orales�( 口腔元音 )

	 [ɔ]	 [o]					

		 	 	 	 	 	 	

	 [ø]	 [œ]	 [ə]

注意： 在现代法语中，[ø] 和 [œ] 的发音差别不大，需细细体会。这两个音都是 [ə]
的衍生。如果大家发 [ø] 和 [œ] 实在有困难的话，发 [ə] 亦可。

2.�Les�consonnes�constrictives�( 擦辅音 )

/f/-/v/,	/s/-/z/, /ʃ/-/ʒ/:
声带不振动：[f],	[s],	[ʃ]

声带振动： [v],	[z],	[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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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es	sons	et	l’orthographe（音与拼写）

Les  voyelles	元音

/ɔ/ •	在除/z/外的发音辅音前面

•	-um	(在词尾发/om/的音)，除单词parfum外

donne, opaque, fort
maximum, uranium 

/o/ •	au,	eau
•	o在词尾

•	o在/z/和不发音的辅音前

•	ô

beau, faute
piano
rose, dos
côte 

/ø/ •	eu和œu在一个音节的末尾

•	eu	在/z/和/t/,	/d/,	/tr/前
eux, deuxième, vœux
feutre, Meuse, émeute 

/œ/ •	 eu在发音的辅音前（除在/z/和/t/,	 /d/,	 /tr/
前）

•	特殊情况：-cueil和-gueil
•	从英语过来的外来词

heure, œuf, sœur, tourneur, 
tisseur
accueil, orgueil
club, t-shirt, roller

/ə/ •	e在单音节单词中

•	 e在开音节中，即使后面有两个相同的辅

音，e也要发[ə]的音

le, te, se, me, que, de 
reprendre, demande, appartement
*ressortir, resserre, dessus,  dessous

Les  consonnes constrictives	擦辅音

/f/ •	f,	ph fou, effet, photo
/v/ •	v vive, veste, avis
/s/ •	s,	ss,	sc

•	字母c在元音e,	i,	y前
•	字母c加了软音符号之后：ç
•	字母t+i+鼻化元音on,	en等之后

•	特殊情况：x

salut, laisse, ascenseur
cela, cinéma, cycle
ça, garçon, reçu
nation, patient
six, dix

/z/ •	z
•		元音字母+s+元音字母（注：此处指的是

元音字母,	而不是元音音素。例如：pense
中的s	发/s/）

•		S，x和z在联诵的情况下

zéro, douze, zèle
mise, épouse, valise, rase, lise, 
pèse

tes amis, deux amis
chez elle

/ʃ/ •		ch,	sh,	sch chat, short, schéma 
/ʒ/ •		j

•		g在元音字母e,	i,	y前
•		ge在元音字母i,	y前

je, jour, jalouse
girafe, genre, gypse
nageur, 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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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ègles	de	prononciation	 ( 读音规则 )

1. 重音与长音

法语的重音一般落在单词或是词组的最后一个音节上。但是法语重读音节

与非重读音节的差别并不是很大，因此大家不要读得太重。

在法语单词中，如果最后一个音节是以辅音结尾，那么紧挨在这个辅音前

面的元音要读成长音，在音标中有符号 [：] 表示。

例如： Pas/ca……le

	 Pau/li……ne

	 A/lo……rs

	 Tour/neu……r

	 Va/li……se

2. 省音（l’élision）

大部分以 e 结尾的，少数以其他元音字母结尾的单音节词，常和下一个单

词的词首元音合读成一个音节，而省去词末的元音字母，这种现象被称为省音。

省去的元音字母用“’”代替。

例如： ce est → c ’est 

 le ampli→ l ’ampli

 la  I talie→ l ’ Italie

3. 在法语中，字母 h都是不发音的。但 h 在词首时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1)	哑音 h	（h	muet）:

当词首是哑音 h 时，前面的词和它之间可以有联诵或是省音，例如： 

l’heure	[lœ:r]，deux	heures	[dø-zœ:r]。
2)	嘘音 h	(h	aspiré):

当词首是嘘音 h 时，前面的词和它之间就不能有联诵或是省音，例如：

deux	héros	[dø-ero],	le	hallier	[lə-alje]。

注：对哑音和嘘音的判断可查阅字典。凡是词首是嘘音 h 的单词前面都会

标上 *。例如	la	*halle。

字母 c, g 和 s 的读音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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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 读音 拼读规则

c /k/ 在元音字母a,	 o,	 u	以及辅音字母前面。例如：cause	 [ko:z],	 clair		
[klɛ:r]

/s/ 在元音字母e,	i,	y前面。例如：ceci	[səsi],	cinéma	[sinema]
g /g/ 在元音字母a,	o,	 u	以及辅音字母前面。例如：gare	 [ɡa:r],	 gueule	

[ɡœ:l]
/ ʒ/ 在元音字母e,	i,	y前面。例如：âge	[a:ʒ],	gypse	[ʒips]	

s /s/ 元音字母+s+s+元音字母。例如：lasse	[la:s],	tousse	[tu:s]
/z/ 元音字母+s+元音字母。例如：vise	[vi:z],	case	[ka:z]

注：在法语的辅音字母中，只有c和g在单词拼读中在不同的字母前有不同的发音

情况。

D.��	Exercices	de	phonétique	 ( 语音练习 )

元音和辅音的语音练习

[ɔ]	 	sotte, cote, molle, pomme, fort mode, corbeau, sort, folle, port, téléphoner, 
Nord, occupé, personne, Yvonne, sonne

[o]	 	saute, côte, beau, bouleau, faux, boulot, cause, chapeau, bateau, numéro, 
allô, rose, Aude, pot, l’eau, seau

[ɔ—o]
bol——beau dort——dos
molle——mot vol——veau
port——pot sort——sot
tort——tôt lors——tableau
[ø]	 	queue, peux, meugle, ceux, nœud, veut, deux, peu, feu, yeux, cascadeuse, 

émeu, patineuse, paresseux
[œ]	 	bœuf, directeur, moniteur, acteur, charmeur, heure, danseur, jeune, meurt, 

animateur, mineur, tisseur
[ə]	 	le, te, se, me, de, ne, que, ce, je, devenir, demande, refaire, dessus, dessous, 

resserre, appartement, petit

[ø—œ—ə]	
queue——cœur——que peux——peuve——petit
meugle——meurt——me veut——veule——velours
ceux —— seul ——se nœud——neuf——ne
deux——deuil——de  peu——peur——pel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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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ux——mangeur——je  eux——heure——E 
[f—v]

fa——vas        fil——ville
feu——vœux     faire——vers
fut——vu          fou——vous
vif——vive       neuf——neuve
girafe——cave    faut——vaut

[s—z]
assis——Asie          vice——vise
place——Lisa          douce——douze
Nice——mise           salade——azur
leçon——cause         casse——case
cycle——repose        ce-ci——Suzanne

[ʃ—ʒ]
Chine——cage         chiche——je
chaque——Jacques     cher——germe
cherche——charge        schéma——Gérard
hache——âge            chou——joue
chute——juste             touche——gage
cherchait——geai        chaud——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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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s	sons（发音）

1.�Les�semi—voyelles�( 半元音 )

/j/,	/ɥ/,	/w/
与半元音 /j/,	/ɥ/,	/w/ 相对应的三个元音是 [i],	[y] 和 [u]。它们的发音方法基

本相同，但是肌肉更为紧张，它与其后的元音紧密结合，读音时迅速从半元音

过渡到下一个元音。例如：liard	[lja:r]

2.�Les�consonnes�nasales�( 鼻辅音 )

/m/-/n/-/ɲ/:	

							

	 [m]	 [n]	 [ɲ]

	 	 	

  例如：main	 non	 siɡne

B.�	 Les	sons	et	l’orthographe（音与拼写）

Les semi-voyelles	半元音

/j/ •	i,	y	+元音

•	元音+il	(词尾)
•	元音+ill

bière, scier, myope
seuil, pareil, œil
feuille, fou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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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semi-voyelles	半元音

/ij/ •	辅音+ill
•	辅音+l或r+i+元音

fille, famille, guillemet
ouvrier, lier 

/j •	ien bien, lien, gardien
例外：少数单词例如：mille读[mil],	village读[vila:ʒ], ville读[vil]
/w/ •	ou在元音前面

•	w在少数单词中

oui, douer, souhait
watt

/wa/ •	oi loi, moi

/waj/ •	oy voyage 

/ɥ/ •	u manuel, sua, tuer 

/ɥi/ •	ui suite, huile, puisque  

Les  consonnes nasales	鼻辅音

/m/ •	m,	mm moi, me, femme

/n/ •	n,	nn ne, Anne, nef

/ɲ/ •	gn signe, peigne

C.�	 Règles	de	prononciation（读音规则）

1.	[ə] 永远都不读重音或是长音。

2.	分音符（le	tréma）
分音符“¨”加在元音字母之上，表示该元音字母要和它前面的元音字母

分开读音。

例如： naïf	要读成 [naif],	其中的 a 和 ï 不能组合成 ai	[ɛ];	
	 égoïste	要读成 [egoist],	其中的 o 和 ï 不能组合成 oi	[wa]

注意： 当元音字母 i 上有分音符号时，原有的一点要去掉。

3.	辅音群（复辅音）

法语中经常会出现两个，三个或是更多的辅音相连的情况。这种结构状态

下的辅音， 我们称之辅音群，或是复辅音。

经常出现的辅音群（consonnes	doubles）是 [b-p,	d-t,	g-k] 等音和 [l] 或 [r]
的联结，读音的时候，[p,	t,	k] 要送气。它们的读音一般有两种情况：

1) 在词首和词中时，和它们后面所跟的元音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音节。

例如： treize	[trɛ:z],	classe	[klas],	
	 frette	[frɛt],	gros	[gro]
2) 在词末时，自成一个音节。

例如： arbre	[ar-br],	peuple	[pœ-pl],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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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tre	[ka-tr],	double	[du-bl]
字母 x 和字母 y 的读音小结：

字母 读音 拼读规则

x
不发音 1.在词尾不发音。例如：doux	[du],	tableau	[tablo]

2.但在少数词中例外。例如：six	[sis],	dix	[dis].
/ks/ 1.在词中读[ks]。例如：texte	[tɛkst],	axe	[aks]

2.在词首时，ex在辅音前。例如：excès	[ɛksɛ]

/ɛgz/ 在词首时，ex在元音前。例如：exercice	 [ɛgzɛrsis],	 inexact	
[inɛgzakt]

y /i/ 在两个辅音字母之间或是词首。例如：type	 [tip],	 physique	
[fizik], île [il]

/j/ 在两个元音字母之前，y被当作i+i。例如：voyage相当于voi 
iage	[vwajɑʒ]

D.�	 Exercices	de	phonétique（语音练习）

[u—w]
bout——boit——bouée       sous——souhait——soit
fou——fois——fouée         proue——proie——prouesse
chou——choisir——échouer   joue——joie——jouer
troue——trois——croiser       loup——loi——louer
doux——doigt——douer       vous——voix——vouer

[i—j]
bis——bière                lis——lier
ici——scier                    mis——miel
dis——Didier                  nid——nier
fit——fier                    pie——Pierre
gît——gibier                   qui——inquiet
hie——hier                     riz——riez
vie——vieux                    si——sieste

[y=i+i]
payer, moyen, soyez, crayon, joyeux, loyer, noyer, voyons, balayer, envoyer, 

voyager 

[u—ɥ]
lu——lui                      pu——puis
sur——suisse                  mur——cuir



0�7

ë

ö

语
音
篇 

第 
  

课
3

su——suite                     lutte——luette
du——duel                      rue——ruelle
tu——tuile                   nu——nuit
salut——saluer                  mur——muid    	

[m—l—ɲ]
moue——loup——digne     mi——le——Espagne
meurt——leur ——signal      comme——journal——vignette
ment —— lent ——baigna    ment—— lent ——ligne
ému ——lu ——signet       mot —— lot ——peigne
émeute—— leucémie——agneau  ma——la——soigneux    

[ks—gz]
axe——exact              excès——exercice
relaxe——exagère         fixe——exode
taxi——exiger             taxe——exemple
texte——exagérer          externe——exil
expert----exalter          texte——exulter

辅音群（注意送气和不送气的情况）

[pl—bl]
pleur——blatte                 peuple——table
plie——blesse                  plat——faible
plouf——bleu                      couple——agréable
Naples——meubles              ample——blême
ploc——bloc                     plume——blanc

[kl—gl]
classe——glace                claire——glaise
clisse——glisse                 cycle——sigle
cercle——règle                  boucle——bugle
clique——gline                    clou——globe
miracle——glu                    clique——glide

[pr—br]
pris——bris                    près——braire
âpre——brelle                   pratique——brasque
premier——bref                    épreuve——braise



零
起
步·

初
级
法
语
入
门

0�8

è

ä

après——bribe                      précipiter——sabre
praline——brasse   professeur——brochure

[kr—gr]
craie——grève                 secret——tigre
cri——grise                  cru——grue 
craquer——graver                sacré——gré
crouler——grouper            crac——grâce
cruche——grume            crosse——grosse

[tr—dr]
trappe——drape            quatre——cadre
tresse——dresse               traîner——drainer
battre——foudre              trace——dragon
trois——droit               troupeau——drapeau
triple——dribble               triste——dri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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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s	sons（发音）

1.�Les�voyelles�nasales�( 鼻化元音 )

法语中一共有四个鼻化元音 [ã],	[õ],	[ɛ̃],	[œ̃]。它们发音和口型与相应的元

音 [a],	[o],	[ɛ],	[œ] 基本相同，但是空气同时要从鼻腔和口腔里外出。如图：

其中，在现代法语中，圆唇鼻化元音 [œ̃] 有逐步被 [ɛ̃] 替代的趋势。由于

两者之间区别已经不太明显，需要着重体会。

	 	 	 	 [ã]																			 	 [œ̃]									

	 	 	 	 	

	 	 	 	 [ɛ̃]																			 	 [õ]

	 	 	

2.�Les�consonnes�nasales�( 鼻辅音 )

	 	 	 	 [l]																			 	 [r]

	 	 	 	 	 	 	 	 	 	 	

例如：ciel	 ter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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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es	sons	et	l’orthographe	（音与拼写）

Les voyelles nasales	鼻化元音

/ã/ •	am,	an,	en,	em,	aon
•	(i)en(t)	(在名词和形容词中)

lampe, angle, enfant, emballer, paon
client, patient 

/ ɛ̃/ •	ain,	aim,	ein,	eim
•	(i)en,	(y)en,	(é)en
•	yn,	ym
•	in,	im

main, faim, plein, Reims
mien, moyen, lycéen
synthèse, tympan
linge, simple

/j/ •	ien bien, lien, gardien
/œ̃/ •	un,	um,	eun lundi, parfum, jeun
/õ/ •	on,	om mon, ombre, nom

Les  consonnes nasales 鼻辅音

/l/ •	l la, le, les 
/r/ •	r,	(rh) riz, terre, rhume

C.�	 Règles	de	prononciation	（读音规则）

1.	字母组合 -tion 读作 [sjõ],	例如：nation	[nasjõ],	révolution	[revɔlysjõ]。
但是 -stion 读作 [stjõ],	例如 question	[kɛstjõ]。
2.	ti 的发音：

1) 当 ti 的后面是元音字母，而字母 t 的前面又没有 /s/ 音时， ti	要读作 [si]。
例如：démocratie	[demɔkrasi],	partiel	[parsjɛl]。

2) 如果 ti 前面有 /s/ 音，发音就得变。请参看本课读音规则 1。
3.	当辅音 [t] 在半元音 [j] 前面时（也就是说 ti+ 元音，除开元音 e,	en,	on	

外），我们常常将 /t/ 颚化，也就是把 /t/ 发作类似于汉语中的“j”音。例如：

amitié	[amitje],	quartier	[kartie],	其中的 t 音都要读成类似汉语中的 “j”音。

4.	联诵中的辅音字母变音：

在联诵中，有些字母要改变原来的发音，例如：

1)	s,	x 要读作 [z]:	les	yeux	[le—zjø],	deux	heures	[dø—zœ:r]
2)	d 要读作 [t]:	quand	il	part	[kã—til—pa:r]
3)	f 要读作 [v]:	neuf	heures	[nœ—vœ:r],	neuf	ans	[nœ—vã]。
5.	在法语单词的拼读当中，如果一个字母既可以和它前面紧挨的字母组成

音素，又可以和它后面紧接的字母组成音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把这个字

母划给它后面的字母使之组成音节，而不与在它前面的字母相结合成音素。两

个相同的辅音要当成一个辅音来看。 

例如：c-a-n-n-e （其中 n 既可以与它前面的 a 组合可以读作音素 [ã]，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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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和它后面的字母 e 组合成音节 [n],	而相连的两个辅音字母 n 又要看作是一个

n，不能拆开。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把 nn 划给 e 使之组成音节 [n]，而不是

让 nn 和在它前面的 a 组合成音素 [ã]。因此 canne 应该读作 [kan]。
v-a-n-a-d-a-t-e	[vanadat],	(n 不与它前面的 a 组合读音素 [ã]，而与它后面的

a 组合读音节 [na]	)。
m-o-n-o-t-o-n-e	[mɔnɔtɔn]，（其中的 n 都不与前面的字母 o 组合读 [õ]， 而与

它们后面的字母 o 和 e 组合成音节 [nɔ] 和 [n]）。
m-a-r-o-c-a-i-n-e	[marokɛn],	( 其中的 n 不与前面的字母 ai 组合成 ain	[ɛ̃ ]，

而是要与它后面的字母 e 组合成音节 [n]。
字母 e 的读音小结：

字母 读音 拼读规则

e

1.	不发音 1.	在词末。例如：perte	[pɛrt],	moule	[mul]
2.	元音前后。例如：Jean	[ʒã]
3.	元辅e辅元。例如：samedi	[samdi]

2.	[ə] 1.	单音节词末。例如：le	[l],	de	[d]
2.	词首开音节。例如：semaine	[səmɛn],	refaire	[rəfɛ:r]
3.	辅辅+辅。   例如：vendredi	[vãdrədi]

3.	[e] 1.	é	例如：été	[ete]
2. 在词末 –er,	-ez。例如：parler	[parle],	allez	[ale]
3.	es在单音节中。例如：les	[le],	des	[de]

4.	[ɛ] 1.	è	例如：pèse	[pɛ:z]	
2.	ê 例如：pêche	[pɛʃ]
3.	ë 例如：Noël	[nɔɛl]
4.	e在闭音节中。例如：merci	[mɛrsi],	avec	[avɛk]
5.	e在两个相同的辅音字母前面，除了l和m。例如：elle	[ɛl]
6.	在词末-et。例如：carnet	[karnɛ]
7.	ei	例如：neige	[nɛ:ʒ]

5.	[a] 1.	e在mm或是nn前面。例如：femme	[fam],	solennel	[sɔlanɛl]
字母e与其他字母的常见组合发音

[o] eau couteau, tableau
[ɛ̃] ein,	eim Hein,  Reims

[jɛ̃] ien bien, sien, lien 

[ã] en,	em attente, temps

[ø] 1.	eu,	œu在词末开音节前

2.	eu,	œu在[z]前
deux, bleu
fameuse

[œ] eu,	œu在除开以上的两种情况中 neuf, he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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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ercices	de	phonétique	 （语音练习）

[ã]:  quand, banque, mens, lent, temps, enfant, mouvant, emporte, chanter, 
client, patient, paon, faon

[ɛ̃]:  hein, pain, teint, sain, vin, main, fin, faim, simple, tympan, syntaxe, 
lycéen, européen, loin, lointain

[jɛ̃]:	 	bien, rien, sien, tiens, italien, Fabien, combien, chien, mien, viens, 
gardien, soutien, moyen(y=i+i), doyen(y=i+i)

[œ̃]:	 	un, parfum, l’un, chacun, commun, quelqu’un, opportun, tribun, brun, 
défunt, jeun, Meung

[õ]:	 	pont, non, fond, combien, coupon, tombeau, comté, ombre, nombre, 
monde, son, concorde, triomphe, pompon, pigeon, concombre

[l]:	 	il, elle, le, la, isolat, Isabelle, lingue, limbe, limiter, métal, métallique, 
mal, malice, boulon, nouvelle, syllabe, long, langue

[r]:	 	rien, dure, regarder, Claire, Marseille, mère, bergerie, fermer, phare, roi, 
arrive, camarade, Paris, rat, cour, large

[sjõ]:	 	révolution, natation, prononciation, notion, caution, animation, 
attention, punition, préparation, finition

[stjõ]:	question, gestion, suggestion 
ti 的发音：

[si]:	 démocratie, partiel, potentiel, patient, natation, révolution (ti 后面是 e,	on)
[stjõ]:	question, suggestion, gestion	(ti 前面是 s)
颚化（类似于汉语中“j”的发音）：amitié, quartier, entier, pitié, moitié, 

chrétien, partions （ti 后面是元音）

[a—ã—õ]
car——quand——qu’on       bac——banque——bon
va——vent——vont           ma—— mens——mon
jaloux——gens——jonc        la——lent——long
dalle——dans——dont         tas——temps——ton
gars——gant——gond         sa——sans——son  

[ɛ—ɛ̃—ã]
 		taie——teint——tant          dès——daim——dans
   naît——nain——n’en           guet——gain——gant
   c’est——cinq——cent            vais——vin——vent
   baisse——pain——paon         fait——fin——faon
   laid——lin——lent        mais——main——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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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ɔ—õ]
pomme——pont           bonne——bon
homme——on            tonne——ton
donne——dont               nomme——nom
conne ——con           monopole——montre

[ɛ̃—ɛ]
américain——américaine     frein——freine
plein——pleine       canadien——canadienne
marocain——marocaine     italien——italienne
sain——saine           certain——certaine
tien——tienne          mien——mienne

[ɛ̃—i]
marin——marine            Mathurin——Mathurine
fin——fine                matin——matinée
pèlerin——pèlerine             devin——devine

[ɛ̃—y]
brun——brune           un——une
chacun——chacune            commun——commune
aucun——aucune           parfum——parfume

[r+ 清辅音 ]
( 注意有些单词中长音，参见第二课读音规则 1)
parte——partir      carpe——carpette
arc——arcade                   cherche——chercher
marque——marquer            cirque——circule
quartier——quarto                 sportif——sportive
marchand——marchande        pourcentage——pourchasse 

[r+ 浊辅音 ]
barbe——verbe                larve——servir
parle——marle                   large——largesse
harde——hardi                    largue——larguer
charge——serge                    arme——marmite
sourde——balourde               garde——garder



A.�	 L’opposition	entre	les	voyelles（发音相近的元音区分）

[e—ɛ]

tes——taie															 mes——mais
des——dès														 nez——naît
ses——sait														 les——lait
fée——fait															 bée——baie
ces——c’est														 chez——cher

[ɔ—o]

cote——côte														 molle——môle
notre——nôtre											 votre——vôtre
pomme——paume								 mode——Maud
sportif——journaux										 sotte——saute
bol——beau														 fol——faux

[œ—ø]

cœur——queue										 peuve——peux
meurs——meugles										 veule——veut
seul——ceux												 nœud——neuf
deuil——deux												 coiffeur——coiffeuse
chanteur——chanteuse								 danseur——danseuse	

[e—ø]

ces——ceux													 des——deux
nez——nœud													 fée——f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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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ger——jeux													 danser——ceux
V——veut																 P——peut

[ø—o]
queue——qu’au					 veut——vos
peu——pot													 nœud——nos
ceux——sot													 deux——dos

[ø—ə]
deux——de													 jeu——je
nœud——ne																	 ceux——ce
queue——que															 meurt——me

													[y—ø—ə—œ]
du——deux——de——deuil	 nu——nœud——ne——neuf
su——ceux——ce——seul	 jus——jeu——je——jeune
Q——queue——que——cœur

[ɛ—œ]
Caire——cœur								 nef——neuf
sel——seul															 père——peur
mer——meure												 l’air——l’heure

[ɔ—œ]
corps——cœur														 bord——beurre
port——peur														 mort——meurt
sol——seul														 sors——sœur

[i—y]
six——suce									 si——su
tisse——tusse								 dix——dusse
nid——nu												 fisse——fusse
lisse——Luce									 bis——bu
dis——du														 lit——lu

[y—u]
pu——pou									 jus——joue
bu——bout									 vue——vous
du——doux							 tu——tout
nu——nous								 su——s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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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moue					 Q——cou

[ɛ—ɛ̃]
aie——hein											 taie——teint
paix——pain											 c’est——sain
vais——vin													 mais——main
biais——bien											 sec——cinq
fait——fin												 craie——crin

[e—ɛ̃]
des——daim										 tes——teint
nez——nain											 fée——faim
ces——sain												 B——bain
P——pain										 V——vin
G——geint											 les——lin

[a—ã]

cas——quand											 gars——gant
pas——paon													 bas——banque
Mat——ment													 las——lent
fa——faon												 va——vent
ta——temps											 chat——chant

[ɛ̃—ã]
hein——en											 pain——paon
vin——vent											 nain——n’en
daim——dans												

[o—õ]
pot——pont													 beau——bon
faux——fond													 vos——vont
mot——mon													 tôt——ton
sot——son													 nos——non
dos——don													 lot——long

[u—õ]

goût——gond														 pou——pont
bout——bon													 doux——dont



0�7

ë

ö

语
音
篇 

第 
  

课
5

sous——son											 vous——vont
nous——non										 fou——fond
sous——son									 tout——ton

[ɔ—õ]
bonne——bon					 homme——om
tonne——ton						 nomme——nom
sonne——son					 pomme——pont

[ã—õ]
quand——qu’on	 banc——bon
vent——vont	 mens——mon
gens——jonc	 lent——long
dans——dont	 temps——ton
faon——fond	 gants——gong

[a—ã—õ]	 [o—õ—ã]
gars——gant——gond	 beau——bon——banc
bas——banc——bon	 vos——vont——vent
mat——mens——mon	 peau——pont——pan
pas——paon——pont	 faux——font——fends
fat——faon——font	 nos——non——n’en
las——lent——long	 tôt——ton——tant
tas——temps——ton	 sot——son——sans

[y—œ̃]
une——un	 dune——d’un
aucune——aucun	 chacune——chacun
quelqu’une——quelqu’un	 parfume——parfum
lune——l’un	 commune——commun
brune——brun	 tribune——tribun

[ɛ̃—ɛ]
américain——américaine	 mexicain——mexicaine
italien——italienne	 mien——mienne
sien——sienne	 canadien——canadienne
marocain——marocaine	 africain——africaine
singapourien——singapourienne	 tien——tie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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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ɛ̃—œ̃]
这两个元音在现代法语中已经区分不大，并且 [œ̃] 已经逐步被 [ɛ̃] 所替代。

hein——un	 brin——brun
des	fins——défunt	 impôt——un	pot
lynche——lunch	 par	faim——parfum

[ɛ̃—ã—õ—œ̃]
hein——an——on——un
lin——lent——long——l’un
daim——dans——dont——d’un
geint——gens——jonc——jeun
main——mens——mon——Meung

B.�	 L’opposition	entre	les	consonnes	（发音相近的辅音区分）

[p—b]
pas——bas	 pot——beau
pie——bis	 pu——bu
paie——baie	 port——bord
peur——beurre	 pou——bout
pelouse——belote	 pain——bain
pont——bond				 peu——bœufs

[k—g]
car——gare	 que——guenon
qui——Guy	 curée——gustation
côte——Gaule	 cou——goût
colle——gorge	 queue——gueuse
cœur——gueule	 camp——gant
comte——gong	 quinze——guinguette

[t—d]
tas——date	 tout——doux
te——de	 tic——dites
toc——dort	 turc——dure
acteur——grandeur	 tant——dans
ton——don	 teint——d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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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
sac——zazou	 sou——mazout	
sec——zeste	 sort——zone
assure——Azur	 ceux——gazeux
sans——deux	ans		 glaçon	——klaxon
cycle——zig	 les	cieux——les	yeux

[f—v]
phare——vase	 fut——vu
fête——veste	 fente——vente
fit——vit	 fin——vin
faut——vaut	 feu——vœu	
font——vont	 four——voûte

[ʃ—ʒ]
chat——jar	 chaud——jaune
choc——George	 cheveu——jeter
chère——gêne	 chant——Jean
choux——joue	 machin——à jeun
chic——gister	 cachons——gageons

[l—m—n]
loup——moue——nous			 leur——meurt——neuf
lent——mens——nanan		 long——mont——non
linge——mince——nymphe		 lu——mur——nue
lors——mort——nord			 lot——mot——nos
lit——mis——nid	 le——m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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