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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托了！

我的漫
画图解

法语学
习书

（附赠MP3光盘）



  说起法国，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是埃菲尔铁塔和精湛的艺术。而法语是其发达国家的象征，

渗透于美术、时尚、美食等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琳琅满目的美食广告牌、产品品牌、艺术用

语……法语悄无声息地走进了我们的世界。

  法语使用范围相当广泛，跨越五个大洲，不仅仅限于日常生活和艺术领域。欧洲的比利时、瑞

士，非洲大陆的很多国家，加拿大的魁北克省，新喀里多尼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语言中都有法

语。使用法语的国家与地区形成了“法语圈”，组织内的成员国之间和睦相处，经济、文化上强

强联合，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在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奥林匹克大会等国际

舞台上，法语依然保持其正式语言的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占据重要位置。

  本书致力于帮助初学者自学法语。现有的法语学习用书大多以语法为主或仅供旅游使用。本书

选取了现实生活中最实用的句型和与之相关的语法，使之与会话内容自然衔接在一起，学习者自

己就能轻松学到最实用的法语。我们对书中的基本信息都做了贴心、细致的说明，另外还附加了

图表和插图，灵活运用了这些颇具视觉效果的素材，增添学习的趣味性，使读者能够轻松学好法

语。

  最后，我要向在写作期间给予我莫大帮助的所有人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因编者水平有限，错谬

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前言



本书构
成和

使用方
法

  对字母、拼写符号、发音符号、连音进行了说明，帮

助学习者掌握准确发音的技巧。同时简单整理了冠词、名

词和形容词的阴性形式和复数、人称代词、动词变位、数

字（1~10）等基本内容，提前了解这些内容有助于加深对

课文内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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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字母和发音

1	 字母

● 法语和英语的字母相同，但是发音和拼写却不同。

●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法语里有汉语中没有的发音。但是根据其拼写有一定的发音规则，只要熟悉了

发音规则，无论什么样的单词都能准确地掌握其发音。

音标 汉字谐音 音标 汉字谐音

A [ ] 阿 N [¡n] 哎呢

B [be] 白 O [o] 喔

C [se] 塞 P [pe] 贝

D [de] 待 Q [ky] 克遇

E [‰] 饿 R [¡;r] 哎喝

F [¡f] 爱夫 S [¡s] 哎丝

G [,e] 日唉 T [te] 逮

H [a+] 阿师 U [y] 玉

I [i] 伊 V [ve] 维

J [,i] 日伊 W [dubl‰ve] 都不勒维

K [k ] 嘎 X [iks] 伊克丝

L [¡l] 哎乐 Y [igr¡k] 伊克嗨克

M [¡m] 哎么 Z [z¡d] 在得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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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

正文1～20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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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être 动词

être 是“是……”的意思，相当于英语中的 be 动词。

je suis  我是……  nous sommes  我们是……

tu es  你是……  vous êtes  你们是……，您是……

il est  他是……  ils sont  他们是……

elle est  她是……  elles sont  她们是……

●国家和国籍

国家作为专有名词要使用定冠词，国籍名词的首字母要大写。

国家名称 国籍名词(男性) 国籍名词(女性) 国籍形容词

la Corée 韩国 un Coréen 韩国人(男) une Coréenne 韩国人(女) coréen(ne) 韩国人的

● Vous êtes d’où?  您来自哪里？

这个问题主要用来询问别人来自哪个城市或国家。“de”是“从……来”的意思，相当于英语的“from”。

“ou”是表示“哪里”意思的疑问词。这句话和英语中“Where are you from?”是一样的意思。

回答： être + 国籍形容词      être de + 出身城市的名称

Vous êtes d’où?
 Je suis coréen.   我是韩国人。(国籍形容词)

 Je suis de Séoul.   我是首尔人。

Phrases-clés et Grammaire

Soumi, vous êtes 
coréenne?    

秀美，您是韩国人吗？

 Oui, je suis coréenne.

是，我是韩国人。

主要 句型 和 语法 

46 拜托了！我的漫画图解法语学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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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当被询问职业时，可以用“Je suis + 职业名词”回答。

A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B Je suis étudiant.  我是学生。

●名词和形容词与主语性数一致

续词在(修饰主语的形容词或名词) être 动词后时，必须和主语的性和数保持一致。阳性上

添加e变为阴性。  参考p. 26~27名词阴阳性变化

Il est français. 他是法国人。  Elle est française. 她是法国人。(形容词)

Il est étudiant.  他是学生。  Elle est étudiante. 她是学生。(名词)

●否定句

变位动词的前后添加“ne ... pas”构成否定句。

ne   +   动词   +  pas

A Êtes-vous chinoise?  

 您是中国女人吗？

B Non, je ne suis pas chinoise.  

 不是，我不是中国人。

Bruno, vous êtes étudiant? 
布鲁诺，您是学生吗？

注意

原则上冠词应该在职业名词之前，但是用 

être + 职业名词时要省略冠词。

Je suis un étudiant. (×)  
Je suis étudiant. ()  我是大学生。

Non, je ne suis pas 
étudiant.

不是，我不是学生。

注意

être 否定形式

如果 ne 遇到以元音或者哑音 h 开头的动词时，ne
省音为 n’。

Je ne suis pas  我不是……
Tu n’es pas  你不是……
Il(Elle) n’est pas  他(她)不是…… 
Nous ne sommes pas  我们不是……
Vous n’êtes pas  你们不是……，您不是……
Ils(Elles) ne sont pas  他(她)们不是……

que 什么

参考

Chapitre 02 47

●主要句型和语法

  介绍每一课中使用的语法和相关的句型结构。首先

简要概括每一课中将要学习的核心句型，配以插图，学

习内容一览无余。“主要句型和语法”的第一页讲解与

对话①相关的语法和句型；第二页则讲解与对话②相关

的语法和句型。

●注意

 这一部分主要对容易混淆的内容进行再次说明。

●参考

 这一部分主要是附加说明以及补充信息。

谈论居住城市

A 你住在哪里？

B 我住在尼斯。

49Expressions Utiles

参考

habiter à	+ 城市名

habiter à Séoul  住在首尔

habiter à Londres  住在伦敦

habiter à Rome  住在罗马

参考

en banlieue		在郊外

en ville  在城市

à la campagne		在农村

au centre-ville		在城市
中心

参考

谈论住房形态时在	habiter	动词后面使用介词
dans	(在……里面)

habiter dans un studio		住在单间

J’habite à Nice.Où habitez-vous?

实用表达  

谈论居住地区

A 你住在哪里？

B 我住在郊外。

J’habite en banlieue. 
Où habitez-

vous?   

A 你住在别墅吗？

B 不，我住公寓。

谈论住房类型

Non,  j’habite dans 
un appartement.

A 

dansVous habitez dans 
une ma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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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1   
30  Dialogue 1

journal   m. 报纸 ( pl. journaux)

anglais(e)  英国(人)的

français(e)  法国(人)的

magazine  m. 杂志

新词汇

振秀 这是什么？

艾玛 这是“费加罗”报纸。

振秀 它是英国报纸吗？

艾玛 不是，它是法国报纸。

振秀 噢，这是什么？

艾玛 这些是杂志。

Jinsou Qu’est-ce que c’est?

Emma C’est le journal Le Figaro.

Jinsou C’est un journal anglais?

Emma Non, c’est un journal français.

Jinsou Et ça, qu’est-ce que c’est?

Emma Ce sont des magazines.

C’est un journal 
français.Qu’est-ce que 

c’est?

Qu’est-ce que c’est? 的回答虽然是复数但是在疑问句中

只能用单数形式。

Qu’est-ce que ce sont? (×)

A Qu’est-ce que c’est? () 这是什么？

B Ce sont des magazines.   这些是杂志。

对话 Tip

Qu’est-ce que c’est?
这是什么？

C’est un journal.
这是报纸。

Ce sont des magazines.
这些是杂志。

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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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词末尾的en和ain发[ ]音。

coréen  [kre ] américain  [amerik ]

● 单词末尾的e不发音。

ce  [s()]
magazine  [maɡazin]

que  [k()]
portable  [prtabl]

amie  [ami]

32Prononciation

1 un crayon  铅笔

2 un cahier  笔记本

3 un dictionnaire  字典

4 une chaise  椅子

5 un stylo 钢笔

6 une table  书桌

7 un sac  包

8 un portefeuille  钱包

9 une photo  照片

10 une carte bleue  银行卡

11 une carte de séjour  外国人暂住证

12 une clé  钥匙

13 une montre  手表

14 un parapluie  雨伞

15 un mouchoir  手绢

16 un permis de conduire  驾照

17 des lunettes  f. 眼镜(复数名词)

⑬

⑧
⑭②

③
⑤

①

⑨

⑦

⑪

⑰

⑯ ⑮ ⑩

⑥

④

⑫

发音 

Mots Supplémentaires
补充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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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词汇

 我们用插图的方式将与每课相关的单词做了分类整

理，帮助提高学习者的词汇水平。

谈论居住城市

A 你住在哪里？

B 我住在尼斯。

49Expressions Utiles

参考

habiter à	+ 城市名

habiter à Séoul  住在首尔

habiter à Londres  住在伦敦

habiter à Rome  住在罗马

参考

en banlieue		在郊外

en ville  在城市

à la campagne		在农村

au centre-ville		在城市
中心

参考

谈论住房形态时在	habiter	动词后面使用介词
dans	(在……里面)

habiter dans un studio		住在单间

J’habite à Nice.Où habitez-vous?

实用表达  

谈论居住地区

A 你住在哪里？

B 我住在郊外。

J’habite en banlieue. 
Où habitez-

vous?   

A 你住在别墅吗？

B 不，我住公寓。

谈论住房类型

Non,  j’habite dans 
un appartement.

A 

dansVous habitez dans 
une ma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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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itre 06 91

●实用表达

 通过各种各样的情景，熟练掌握现实生活中使用频率

较高的法语表达。

●对话

 对话分为对话①和对话②两个部分。活用前面出现的

句型和语法，再现日常生活中可以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情景。

不同主题的对话情景为学习者提供了提高会话能力的机会。

●讲解

  每一课的课文都带有汉语翻译，帮助学习者理解课文。

●新词汇

 这里对课文中出现的新词汇以及它的汉语解释做了整

理。为了帮助学习者理解，必要时还做了附加说明。

●新表达

 整理了课文中新出现的句型，有助于加深对课文的理

解。●对话Tip

 整理了会话中出现的重要表达和注意

事项。

●发音

 课文中出现过的单词，发音需要注意的我们做了详细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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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1   
30  Dialogue 1

journal   m. 报纸 ( pl. journaux)

anglais(e)  英国(人)的

français(e)  法国(人)的

magazine  m. 杂志

新词汇

振秀 这是什么？

艾玛 这是“费加罗”报纸。

振秀 它是英国报纸吗？

艾玛 不是，它是法国报纸。

振秀 噢，这是什么？

艾玛 这些是杂志。

Jinsou Qu’est-ce que c’est?

Emma C’est le journal Le Figaro.

Jinsou C’est un journal anglais?

Emma Non, c’est un journal français.

Jinsou Et ça, qu’est-ce que c’est?

Emma Ce sont des magazines.

C’est un journal 
français.Qu’est-ce que 

c’est?

Qu’est-ce que c’est? 的回答虽然是复数但是在疑问句中

只能用单数形式。

Qu’est-ce que ce sont? (×)

A Qu’est-ce que c’est? () 这是什么？

B Ce sont des magazines.   这些是杂志。

对话 Tip

Qu’est-ce que c’est?
这是什么？

C’est un journal.
这是报纸。

Ce sont des magazines.
这些是杂志。

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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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写

 m. 阳性  f. 阴性 s. 单数 pl. 复数

 n. 名词  a. 形容词 ad. 副词



●练习题

 练习题主要分为语法、听力、阅读三部分，主要用

来进行检测学习者对每课学习内容的掌握程度。通过各

种各样的题型帮助学习者复习语法内容。通过听力练习

培养学习者掌握课文内容的能力，录音每次听两遍。最

后的阅读练习，内容丰富多彩，可以帮助学习者提高理

解能力，扩大学习者的词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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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看下面的图片，请选择填入空格的最恰当的形容词。(可多选)

	

	

	 (1)	 La femme a les cheveux .
①	 roux ②	 bruns    ③	 blonds

	 (2)	 L’homme  est .
①	 gros ②	 mince    ③	 fâché

	 (3)	 L’homme a .             
①	 un sac ②	 des lunettes ③	 un chapeau 	

	 (4)	 La femme et l’homme sont .
①	 gros ②	 jeunes ③	 vieux

 ▶		femme f. 女子   |   cheveux m. pl. 头发   |   roux(rousse)  红褐色的   |   homme  m. 男人   |   chapeau  m. 帽子 

2 根据以下图片，请将句子改成阴性或复数。

语法

Exercices

C’est une  

.

(1)

Ce sont des 

.

(2)

练习题  

72 拜托了！我的漫画图解法语学习书

C’est un acteur
merveilleux.

exemple 1

C’est un ami français.

exemp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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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为什么用公鸡来象征法国？

出战国际比赛的法国选手的象征物是公

鸡。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吉祥物也是公

鸡。

  世界杯法国站，吉祥物公鸡和举着公鸡为

法国队加油助威的狂热粉丝随处可见。法国著

名的运动品牌“le coq sportif”(le coq在法语

中就是“公鸡”的意思)的名称也绝非偶然。为

什么用公鸡来象征法国呢？这主要源于法国人

的祖先“高卢”的拉丁语发音。罗马人称高卢人“gallus”，这是个多

义词：一种意思是“高卢地方的人们”，另一种意思就是“公鸡”。所

以，公鸡就成了法兰西民族的象征。法国人认为公鸡天生的野性、平民感、

英勇无畏和法国人的民族气质惊人相似。高卢的硬币上铸有公鸡，法国大革命时

期公鸡用来象征平民，法国总统官邸爱丽舍宫墙上的铁窗也是用公鸡来装饰的。高卢人身

上可以找到法国人的民族气质。高卢人勇猛、热情，同时有点轻浮、刨根问底、絮絮叨

叨。无独有偶，法国人热衷于谈笑和雄辩，激进的性格，舌战是家常便饭。对于法国人很

絮叨的评价，法国人欣然接受。餐厅、咖啡馆，无论何处都可以看

到谈笑风生、群雄激辩的法国人。

     

文化  Q&A

义词：一种意思是“高卢地方的人们”，另一种意思就是“公鸡”。所

以，公鸡就成了法兰西民族的象征。法国人认为公鸡天生的野性、平民感、

英勇无畏和法国人的民族气质惊人相似。高卢的硬币上铸有公鸡，法国大革命时

絮叨的评价，法国人欣然接受。餐厅、咖啡馆，无论何处都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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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法语基本句型整理成了PDF小

册子放入光盘中。用来对学过的课文进行巩固或者加强

会话的灵活运用。

主要句型PDF迷你手册

4        5

Je suis   
coréen(ne).

de Séoul.

Je viens de Corée.

★  Vous êtes d’où?

Vous venez d’où?

Quelle est votre nationalité?

我是   
韩国

首尔
 人。

我从   韩国来。  

★  您来自哪里？

您是哪国人？

您的国籍是哪里？

Je suis coréenne.
我是韩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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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suis coréen(ne). 
我是韩国人。01

01  

 光盘里的 MP3 文件分为“本书 MP3 文件”和

“主要句型迷你手册”两个文件。为了使学习者熟悉母

语者的发音，录音文件中包括了每课的对话原文、听力

练习、发音、实用表达等。请反复听录音，并跟着录音 

朗读。

MP3录音

●文化 Q & A

 这一部分里，主要通过一问一答的形式，来介绍

法国的文化、风俗和习俗。根据每课的主题选择相关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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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主要句型和语法 对话1 对话2 补充单词 实用表达 文化Q&A

入门篇

·字母和发音 ·名词和冠词 

·形容词   · 主语重读人
称代词  

·动词    ·疑问句 

·数字

1
Salut, ça va 
bien?

·主语和重读人称代词

·Comment allez-vous?
·s’appeler 动词
·疑问句的形式

熟人之间打招呼
正式场合打招呼

和询问姓名

·日常问候语

· 告别时的问
候语

·询问姓名

· 初次见面

·感谢语

贴面礼

2

Je suis 
coréenne 
et je suis 
étudiante.

·être 动词
·国家和国籍

·Vous êtes d’où?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名词和形容词与主语性数一致

·否定句

询问国籍 
以及回答

询问职业 
以及回答

·国籍形容词

·职业名词

·询问国籍

· 迟到与否

· 关于休假

法国的象
征——公鸡

3
Qu’est-ce 
que c’est?

·C’est 和 Ce sont
·Qu’est-ce que c’est?
· 表达意见的一般方法： 

c’est + (阳性 单数) 形容词

·Qui est-ce?
·人物介绍 c’est 和 ce sont
 ·“所有”的表达 ：C’est à qui?

询问事物名称
·询问物品主人

·询问人物
学习用品和随
身物品的名称

·询问物品名称

· 回答是否明白

· 请再说一遍的
表达

咖啡馆的历
史

4
Elle est 
belle et 
gentille.

·Comment est-il(elle)?
·形容词位置

·avoir 动词

人物外貌、性格
描述

到机场和过海关
·情绪形容词

· 表达外貌、
性格的形容
词

· 描述个人状态

· 对他人状态的
主观推测

·描述事物特征

巴黎圣母院
大教堂的建

筑风格

5
Parlez-vous 
français? 

·第1组动词

·语言名称

·表达喜好 aimer / préférer
·缩合冠词

·jouer à (+ 运动、游戏)

谈论学习、会说
的语言

谈论兴趣和嗜好 第1组动词
· 演奏乐器的表

达

·道歉的表达

“拉丁区”
的由来

6
Où sont les 
toilettes?

·Où + est(sont) + 主语名词
·场所介词

·il y a (+ 冠词 + 名词) 

· 否定句中的 de (1) :  
avoir 和 il y a 的否定用法

在百货商店里询
问位置和回答

询问家电的位置
表达住宅的名

词

·谈论居住城市

·谈论居住地区

·谈论住房类型 

在法国 
找房子

7

Quel est 
votre
numéro de
téléphone?

·主有形容词

·疑问形容词: quel 什么(样的)

· Quel est votre numéro de 
téléphone?请问你的电话号
码是多少？

打电话 电话留言 打电话用语

·打电话

·询问年龄

· 表示惊喜

法国的电话
号码构成

8
Quel jour 
sommes-
nous?

·星期几 : le jour
·日期 : la date
· 定冠词 + matin, soir,  

après-midi, nuit
· 指示形容词：这个，那个，这

些，那些

生日邀请和 
询问日期

邀请别人看电影 日期的表达 聚会用语
法国传统的
节日和风俗

内容结
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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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主要句型 & 语法 对话1 对话2 补充单词 实用表达 文化Q&A

9
Papa,  
tu peux  
m’aider?

· combien de (+无冠词名词): 
多少

·直接宾语人称代词

·间接宾语人称代词

·宾语代词的位置

谈论家庭成员 请求帮助 家庭成员名称

· 询问通话时间

·“程度”表达

· “知道”的表达

法国的结婚
风俗

10
Prenez la 
deuxième 
rue à droite.

· prendre (la rue)
·表示时间空间的介词 à
·交通方式

·命令式

·命令式中宾语代词的位置

在大街上问路
购买地铁票和 

询问路线
商店、建筑 

名称
谈论所需时间 巴黎的地铁

11
Ça coûte 
combien?

·比较级

· 比较级的特殊形式 : meilleur, 
mieux

·Il faut (+ 名词)

在服装店买衣服 食品店里买东西
颜色、服装名

称
商店用语

法国的打折
季

12
Je me lève à 
8 heures.

· 代词式动词

· 部分冠词

· de 的否定(2): 部分冠词的否定

日常生活和时间
表达

三餐饮食 电脑用语 购物用语
法国市民的
日常生活

13
Il fait beau, 
en été!

·Quel temps fait-il?
·季节

·Quelle heure est-il?
·à + 时间

讨论假期计划和
季节、天气表达

询问时间
大洲和国家的

名称
居住地和目的地 法国的气候

14
Je fais du 
sport tous 
les jours.

· faire + 部分冠词 +（运动、
兴趣、职业、学术）

· par : 每……

·副代词 en
·副代词 y

谈论运动项目 谈论喜欢的食物
运动、兴趣、
职业、学术

活动
迎接、招待客人 晚餐礼节

15
Hier, j’ai 
eu mal à la 
tête.

·avoir mal à (+ 身体部位)

·最近将来时: aller + 动词原形

·复合过去时(1): avoir + 过去分词

在医院描述病症
变更牙科

预约时间
身体名称 与健康相关用语

葡萄酒的

等级

16

Nous 
sommes 
allés à 
Avignon.

· 复合过去时(2): être + 过去分
词

·代词式动词的复合过去时

·主要第3组动词的过去分词

谈论假期 谈论周末的活动 旅游、观光 旅行相关用语

Fête de la 
musique 
音乐节和阿
维尼翁庆典

17
Je visiterai les 
châteaux de 
la Loire.

·简单将来时

· 表示将来设想: si + 现在时(从
句)，将来时(主句)

·形容词阳性第2型

谈论明天的计划 谈论旅游计划 表达时间
对消息的反应和
表达情感的方式

卢瓦尔河谷
城堡群

18
Le voleur 
portait des 
lunettes.

·未完成过去时

·devoir / falloir (+ 动词原形)

·关系代词 que

被盗后去派出所
报案

到派出所申请暂
住证

机关、企业

名称
银行、海关、邮
局里常用的表达

法国的旅馆

19

Je voudrais 
une chambre 
qui donne sur 
la mer.

·关系代词 qui
·条件式

· 表示礼貌的条件式(la 
politesse)

预订酒店 饭店里点餐 水果、蔬菜 预订和点餐 餐馆和餐厅

20
Je veux  
qu’on aille 
au concert.

·虚拟式

·引导虚拟式的表达

·被动态

音乐会邀请和

婉拒
表达意见主张 艺术、演出

评价、提议、

拒绝
法国音乐剧

的特征

(续表)

内容结构表 11



秀美 Soumi   

在法国大学附属语言学

校里进修法语的韩国大

学生

布鲁诺 Bruno

法国人，艾玛的

男朋友

安托万·兰伯特
Antoine Lambert  

中年法国人，秀美学习法

语的语言学校的法语老师

艾玛 Emma

法国大学生，

秀美的朋友

杜兰夫妇
M et Mme Durand 

艾玛的父母

人物介绍

安东尼奥 Antonio

和秀美一起在语言学校

进修的西班牙大学生，

秀美的朋友
约翰 John 

美国人，大学生，

艾玛的同学

振秀 Jinsou

和秀美在同一所语言学

校进修，韩国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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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课
：

下面我
们开始

学法语



            

Ⅰ大家印象中的法语是什么样子的呢？

广告牌、商标、舆论…… 法语悄无声息地走入我们的世界。大家都接触到了那些法语呢？我们一起来

看一下。

1	 法国是美食之乡，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和法国美食还有法国餐厅相关的用语。

baguette 法国长棍面包
俗称“法式长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法国特产的硬式面

包

croissant 羊角面包

原来有“新月”的意思，因形状和新月相似，故又名“新月形

面包”。羊角面包和咖啡是很常见的法式早餐，面包浸过咖啡

后味道更加美味

tous les jours 多乐之日 知名的烘焙品牌“多乐之日”，就是法语中“每天”的意思

pâtissier 法式蛋糕师
韩剧《我的名字叫金三顺》中的女主人公是一名糕点师，

“法式蛋糕师”广为流传

chef 主厨

大家还记得韩剧《PASTA》中，厨师们经常对主厨说的

“Yes,Chef”吗？其实“Chef”原来是“首领”的意思。主

厨原来是“cuisinier  en  chef”，后来缩略为chef

café 咖啡(馆) 咖啡饮品或者咖啡店,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

restaurant 餐厅 “餐厅”成为西餐厅的代名词

sommelier 品酒师

人们对红酒的关注与日俱增，品酒师应运而生。他们的主要

工作是鉴别红酒，在高级餐厅负责红酒的管理，并向客人传

授红酒知识

fondue 干酪火锅

奶酪上浇上白葡萄酒然后放在火上使其融化，蘸面包屑的一

种料理方法。fondue是干酪火锅意思。原来是瑞士山村地

方，冬天没法赶集时做的一种食物

14 拜托了！我的漫画图解法语学习书



            

2	 	除此之外，法国还是艺术和时尚之都，与时尚和艺术相关的用语很常见。

cinéma 电影院
有一部电影的名字就叫《电影天堂》。“cinéma”有“电

影”和“电影院”两种意思

ensemble 套装
“ensemble”是“整体”的意思。在音乐上它是“歌唱团、

乐队”的意思，服装上它主要指套装

Notre-Dame de 
Paris 巴黎圣母院

与法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同名。同

时还有著名的同名音乐剧和电影《钟楼怪人》

3	 	最后，法国的运动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词汇有哪些呢？

enfant 孩子
有一间牛奶公司制造出了儿童专用的牛奶取名“孩子”。而

“bébé”指的是婴儿

TGV 高速列车 高速列车TGV是“train à grande vitesse”的缩写

grand prix 大奖 指体育运动中的各种大奖

par terre 业余摔跤用语 par terre是业余摔跤用语

▶ 除此之外，在击剑和芭蕾中常使用法语词，化妆品和洗发水品牌中也不乏法语词。例如，化妆

品品牌有“Étude”“La neige”“Lac vert”“mise en scene”等。法语在不知不觉间渗透在我们

生活的方方面面。

预备课 15



Ⅱ	字母和发音

1	 字母

● 法语和英语的字母相同，但是发音和拼写却不同。

●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法语里有汉语中没有的发音。但是根据其拼写有一定的发音规则，只要熟悉了

发音规则，无论什么样的单词都能准确地掌握其发音。

音标 汉字谐音 音标 汉字谐音

A [ ] 阿 N [¡n] 哎呢

B [be] 白 O [o] 喔

C [se] 塞 P [pe] 贝

D [de] 待 Q [ky] 克遇

E [‰] 饿 R [¡;r] 哎喝

F [¡f] 爱夫 S [¡s] 哎丝

G [,e] 日唉 T [te] 逮

H [a+] 阿师 U [y] 玉

I [i] 伊 V [ve] 维

J [,i] 日伊 W [dubl‰ve] 都不勒维

K [k ] 嘎 X [iks] 伊克丝

L [¡l] 哎乐 Y [igr¡k] 伊克嗨克

M [¡m] 哎么 Z [z¡d] 在得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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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母中需要注意的发音

拼写 发	音	说	明

E 紧抿嘴唇，发[‰]音

G 抿着嘴唇，舌尖抵着上颚，发[,]音

H 发[ ]音拖得长一点，[+]音一带而过

I 双唇向两边拉紧，发[i]音

J 不要发英语中[j]音，舌头往下伸，向两侧收紧双唇，发[,i]音。它和英语中的G的发音有点类似，发音

时需要特别留意

K 如其后接元音发[k]不能送气

P 如其后接元音发[p]不能送气

Q [k]不送气，并且像U一样，紧抿嘴唇，发[y]音

R 这是法语中最重要的发音之一，千万不要像发英语中的R一样，卷起舌头。与从喉咙深处吐痰的声音相

似，从喉咙深处发出[r]音。[¡]音拖长，[r]音一带而过就可以发出[¡r]音

T 如其后接元音发不送气的[t]

U 紧抿嘴唇，嘴向前突，发[y]音

W 因为有两个“v”，被叫做[dubl‰ve]

X 英语中是[eks],但法语中是[iks]

Y 音素很多，含有“I”中的[i]音，“R”中的[r]音

Z 和英语中的Z发音相同

预备课 17



2	 拼写符号	 02

(1)  apostrophe (’) 省音符 : 以元音或哑音h开头的单词出现时，为了避免元音冲突，将前面单词词

尾的元音省略，并添加《’》，两个单词缩略成一个单词。

Le or → L’or [劳喝] 金子 La amie → L’amie [拉咪] 女性朋友

(2)  accent aigu (´) 闭音符 : 放在e的上方(é)，发[e]音。

thé [逮] 茶 café [嘎啡] 咖啡，咖啡馆

(3)  accent grave (`) 开音符 : 放在a、e、u三个元音上方，è发音时，嘴张大，舌头向下伸，发[¡]

音。

là [拉] 在那里 crème [克还呣] 奶油 où [乌] 哪里

(4)  accent circonflexe (ˆ) 长音符 : 除了 y (â, ê, î, ô, û) 之外，可以放在所有元音字母上方。

âme [阿呣] 灵魂 rêve [嗨五] 梦，梦想 dîner [第内] 晚餐

hôpital [噢必达勒] 医院 sûr [苏喝] 确信

(5)  tréma (¨) 分音符 : 放在 e、i (ë, ï ) 的上方。连接的两个元音都发各自的音时，放在第二个元音上

方。

Noël [闹哎勒] 圣诞节 mosaïque [默杂意克] 马赛克，镶嵌艺术

(6)  cédille (ç) 软音符 : 放在 c 的下方，发[s]。

français [扶杭塞] 法国的 (如果没有 cédille 发音为 [扶杭盖]) 

garçon [嘎喝松] 男孩 reçu [喝苏伊] 接受

(7)  trait d’union (-) 连字符 : 连接两个单词或者疑问句中主谓倒装时放在谓语和主语中间。

wagon-restaurant [哇贡孩丝到杭]  (火车的)餐车

Êtes-vous [哎特乌]  您是……？ 
 动词     主语

18 拜托了！我的漫画图解法语学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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