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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5_A4_96_E8_c29_238113.htm 主题对话：别担心，

我已经确认过了，没有问题。 A： Je suis à Pékin depuis

bientiuml.t ?Je n’ai pas eu le temps de la faire. B: Ne vous inqui

étez pas,c’est déjà fait,il n’y a pas de problème. A: Quelle

efficacité !Vous avez vraiment pensé à tout. Merci beaucoup. 请

大家把以上对话翻译成中文哦！ 答案（反白）： A． 我来北

京马上就一个星期了，后天就要回去了。 B： 时间过得真快

啊！ A： 如果可以的话，能麻烦您帮我确认一下回程的航班

马？我没时间做。 B： 别担心，我已经确认过了，没有问题

。 A： 您办事真三有效率，想的也的确很周全。非常感谢。 

词汇： depuis prép.[表示时间]自⋯以来，从⋯以后 [表示地

点、次序等]从⋯到： 从,自 prép. 自...以来,从...以后.从...,

自....从...(到)... adv. 从此以后,此后. ~ que loc.conj. 自从...以后 

近义词 à partir de, dès, dernièrement, fraocirc.t

：[bj#601.)partir] v.t., v.i. 当场回答，立即反驳 répartir2 v.i. [助

动词用 être] 1. 再出发，又出发：répartir des frais par parts 

égales 平均分摊费用 Ils se sont reparti le travail. 他们分担了这个

工作。 2. 分布；分散：répartir des troupes dans divers villages 

把部队分散在各个村庄里 répartir les valises sur le porte-bagages

de la voiture 把箱子分散放在车子的行李架上 Les élèves sont r

épartis en cinq groupes. 学生分成五个小组 3. [引]安排：r

épartir un programme sur plusieurs années 把一个计划安排在

好几年之内 4. 把⋯会类：On répartit les peuples de l’Europe



en Latins, Germains et Slaves. 欧洲的民族分为拉丁族。日尔曼族

和斯拉夫族。 II se répartir v.pr. 被分配；被分摊 近义词

recommencer, redémarrer, reprendre Pourriez pouvoir： vt. 能够,

可以 m. 能力, 权力 [单数第一人称变位：je peux 或je puis, 后者

更常用；在疑问句中总是用puis-je，否定句中可以不用 pas,

point。] I v.aux. [表示能力]能，能够，会：Pouvez-vous nager? 

你会游泳吗？ Puis-je vous être utile? 我能帮你些忙吗？ Je ne

puis (pas) soulever cette caisse. 我抬不动这只箱子。 une salle qui

peut contenir cinq cents personnes. 一个能够容纳五百人的大厅

Venez me voir dès que vous pourrez. 你一有空就来看我。 ( on

ne peut plus loc. adv. ⋯得不能再 ⋯，再 ⋯没有了：Il est on ne

peut plus courageux.他再勇敢也没有了。on ne peut mieux loc.

adv. 不能再好了，好极了：Il nous a reCcedil.a se pourrait bien. 

你看天要下雨吗？--很可能。 Cela ne se peut pas. 这不可能。 [

用作v. impers.] Il se peut que ( subj.) 可能⋯ ：Il se peut que je me

sois trompé. 可能我搞错了。 专业辞典 n.m. 【工程技术】能

力，力，本领：~absorbant吸收能力 ~calorifique热值 ~émissif

发射本领 ~séparateur（光学仪器的） 分辨能力 ~ferment发酵

能力 ~couvrant d’un vernis油漆的遮盖力 pouvoir m. 能力；本

领；效率；力；率；等级；容量；授权书，委托书 inquiétez

： v.t. 使不安，使担心，使挂念 打扰，烦扰，使不得安宁. 纠

缠 骚扰，扰乱 关心，打听 (s’) v.pr. 不安, 担心, 焦急 I v.t. 1. 

使不安，使担心，使挂念：Cette nouvelle m’inquiète. 这个

消息使我不安。 2. 打扰，烦扰，使不得安宁；纠缠：ne pas 

être inquiété （犯罪后）没有受到司法机关的追究 3. 骚扰

，扰乱：inquiéter l’ennemi 骚扰敌人 II s’inquiéter v.pr. 1. 



担心，担忧，不安：Il s’inquiète votre sujet. 他为你担心。 Il

ne s’inquiète jamais de rien. 他从来对什么都不担心。 2. 关心

，打听：s’inquiéter de la santé de qn 关心某人的健康 近义

词 alarmer, alerter, angoisser, apeurer, effrayer, angoisser, miner, pr

éoccuper, ronger, tourmenter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