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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HSK（一级）词汇——（汉语-罗马尼亚语） 

Vocabularul HSK nou ( nivelul I ) – (chineză - română) 

 

序号 

Nr. 

词 

Cuvânt 

拼音 

Pinyin 

词类 

Partea de 

vorbire 

词译文 

Traducerea cuvintelor 

例句 

Exemplu 

1 【爱】 ài 
vb. a iubi; a îndrăgi  妈妈，我～你。 

vb. a-i plăcea 我～吃米饭。 

2 【八】 bā num. opt 他儿子今年～岁了。 

3 【爸爸】 bàba s. tată 我～是医生。 

4 【杯子】 bēizi s. pahar; cupă; ceaşcă  ～里有茶。 

5 【北京】 Běijīng s. Beijing 我住在～。 

6 【本】 běn T.M. unitate de măsură (pentru cărţi, caiete etc.) 桌子上有一～书。 

7 【不客气】 bú kèqi  N-aveţi pentru ce. / Cu plăcere. 甲：谢谢你！乙：～。 

8 【不】 bù adv. nu 我～是学生。 

9 【菜】 cài 
s. legumă, zarzavat 我去超市买点儿～。 

s. mâncare 今天我做了三个~。 

10 【茶】 chá s. ceai 请喝杯～吧。 

11 【吃】 chī vb. a mânca; a servi; a lua 请～点儿米饭。 

12 【出租车】 chūzūchē s. taxi 我们坐～去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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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打电话】 dǎ diànhuà  a telefona, a da un telefon 他在～呢。 

14 【大】 dà adj. mare 这个苹果很～。 

15 【的】 de 
T.A. auxiliar folosit după atribute 这是我～书。 

T.A. auxiliar în forma de “是……的”, accentuând tonul 我是坐飞机来中国～。 

16 【点】 diǎn s. oră, ceas 现在是下午 3～20。 

17 【电脑】 diànnǎo s. computer, calculator 我买了个～。 

18 【电视】 diànshì s. televizor 妈妈在看～。 

19 【电影】 diànyǐng s. film 我喜欢看～。 

20 【东西】 dōngxi s. lucru, obiect, articol 我在商店买了很多～。 

21 【都】 dōu adv. în întregime, cu totul 我们～来了。 

22 【读】 dú vb.  a citi cu voce tare; a citi;a învăț a 
你会～这个汉字吗？ 

你喜欢～书吗？ 

23 【对不起】 duìbuqǐ  Scuzaţi! / Scuzele mele! 甲：～。乙：没关系。 

24 【多】 duō 
adj. mult 这里的人很～。 

adv. cât 你儿子～大了？ 

25 【多少】 duōshao pron. cât, în ce număr, în ce cantitate  你们学校有～学生？ 

26 【儿子】 érzi s. fiu 我～三岁了。 

27 【二】 èr num. doi, două 现在十～点了。 

28 【饭店】 fàndiàn s. restaurant; hotel 中午我们去～吃吧。 

29 【飞机】 fēijī s. avion 我坐～去北京。 

30 【分钟】 fēnzhōng s. minut 我想休息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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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高兴】 gāoxìng adj. bucuros, vesel; bine dispus 今天我很～。 

32 【个】 gè T.M. unitate de măsură pentru oameni, lucruri etc. 我是一～学生。 

33 【工作】 gōngzuò 
s. muncă, lucru, activitate  我很喜欢现在的～。 

vb. a lucra, a munci; a activa 我在医院～。 

34 【汉语】 Hànyǔ s. limba chineză 他在学习～。 

35 【好】 hǎo 
adj. bun, frumos 今天天气很～。 

 bun, bine 你听我说，～吗？ 

36 【号】 hào s. dată, zi 今天是 2002年 1月 1～。 

37 【喝】 hē vb. a bea 我想～水。 

38 【和】 hé 
conj. şi; cu 爸爸～妈妈都在家。 

prep. cu; la 他～王先生说话呢。 

39 【很】 hěn adv. foarte, tare 李小姐～漂亮。 

40 【后面】 hòumiàn s. partea din spate; în spate 商店在学校～。 

41 【回】 huí vb. a se întoarce, a se înapoia, a reveni 我八点～家。 

42 【会】 huì vb.auxil. a se pricepe, a şti; a fi bun la  我～开车。 

43 【几】 jǐ pron. cât (câtă, câţi, câte) 你有～个儿子？ 

44 【家】 jiā s. familie; casă, locuinţă 我～在北京。 

45 【叫】 jiào vb. a se numi, a fi numit; a-l chema 我的名字～李明。 

46 【今天】 jīntiān s. astăzi 我～去北京。 

47 【九】 jiǔ num. nouă 今天是八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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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开】 kāi vb. a porni, a conduce 我～了三年出租车了。 

49 【看】 kàn 
vb. a privi, a se uita; a viziona  你～，那本书在桌子上呢。 

vb. a citi 我在～书呢。 

50 【看见】 kànjiàn vb. a vedea, a da ochii cu 我没～他。 

51 【块】 kuài T.M. yuan (moneda în R.P.Chineză) 这本书三十～钱。 

52 【来】 lái vb. a veni, a sosi 他是昨天～这儿的。 

53 【老师】 lǎoshī s. profesor, învăţător, dascăl 他就是我们的汉语～。 

54 【了】 le T.A. 
la sfârşit de propoziţie pentru a indica apariţia unei 

noi situaţii sau a unei schimbări 
昨天下雨～。 

55 【冷】 lěng adj. rece; frig, friguros 今天太～了。 

56 【里】 lǐ s. înăuntru; interior 我们都在学校～。 

57 【零】 líng num. zero 今年是二～一二年。 

58 【六】 liù num. şase 桌子上有～个杯子。 

59 【妈妈】 māma s. mamă 我～不在家。 

60 【吗】 ma T.A. folosit la sfârşitul unui enunţ interogativ 你是中国人～？ 

61 【买】 mǎi vb. a cumpăra, a lua 我～了一些苹果。 

62 【没关系】 méi guānxi  Nu face nimic. / Nu-i nimic. 甲：对不起！乙：～。 

63 【没有】 méiyǒu vb. nu, fără, lipsit de; mai puţin, nu atât 
我家里～人。 

我～他高。 

64 【米饭】 mǐfàn s. orez 我爱吃～。 

65 【明天】 míngtiān s. mâine 今天星期日，～是星期一。 

66 【名字】 míngzi s. nume; prenume; denumire 我的～叫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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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哪】 nǎ pron. care, ce ～个杯子是你的？ 

68 【哪儿】 nǎr pron. unde 你家在～？ 

69 【那（那儿）】 nà（nàr） 
pron. acela, aceea; acel, acea 我不认识～个人。 

pron. acolo, în acel loc 我们的车在～。 

70 【呢】 ne 
T.A. folosit la sfârşitul unei propoziţii interogative 你们家有几个人～？ 

T.A. folosit la sfârşitul unei propoziţii enuţiative 我在睡觉～。 

71 【能】 néng vb.auxil. a putea să, a fi în stare să 我～坐在这儿吗？ 

72 【你】 nǐ pron. tu, dumneata; tău, ta ～认识这个人吗？ 

73 【年】 nián s. an 我在中国住了三～。 

74 【女儿】 nǚ’ér s. fiică; fată, copilă 我有两个～。 

75 【朋友】 péngyou s. prieten 他是我的好～。 

76 【漂亮】 piàoliang adj. frumos, chipeş, arătos 你的衣服真～。 

77 【苹果】 píngguǒ s. măr 你想不想吃个～？ 

78 【七】 qī num. şapte 一个星期有～天。 

79 【钱】 qián s. monedă de aramă,bani 一个苹果三块～。 

80 【前面】 qiánmiàn s. partea din faţă; în faţă, înainte ～那个人是我的同学。 

81 【请】 qǐng vb. a ruga, a pofti ～坐在椅子上。 

82 【去】 qù vb. a merge, a se duce, a pleca 我星期三～中国。 

83 【热】 rè adj. cald; fierbinte 今天很～。 

84 【人】 rén s. om; ins; individ, persoană 商店里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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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认识】 rènshi vb. a cunoaşte, a şti ～你很高兴。 

86 【三】 sān num. trei 我有～本书。 

87 【商店】 shāngdiàn s. magazin 她去～买东西了。 

88 【上】 shàng s. sus, partea de sus 水果在桌子～。 

89 【上午】 shàngwǔ s. în cursul dimineţii, înainte de amiază, dimineaţă 现在是～10点。 

90 【少】 shǎo adj. puţin 杯子里的水很～。 

91 【谁】 shéi pron. cine 那个人是～？ 

92 【什么】 shénme pron. ce, ce fel de  你看见了～？ 

93 【十】 shí num. zece 现在是～月。 

94 【时候】 shíhou s. timp, moment, clipă 我回家的～，他在睡觉。 

95 【是】 shì 

vb. a fi 他不～学生。 

s. da, bine 
甲：你是中国人吗？ 

乙：～，我是中国人。 

96 【书】 shū s. carte 我喜欢读～。 

97 【水】 shuǐ s. apă 杯子里还有～吗？ 

98 【水果】 shuǐguǒ s. fruct 我想去商店买～。 

99 【睡觉】 shuìjiào vb. a dormi; a se culca 儿子在～呢。 

100 【说】 shuō vb. a spune, a zice, a vorbi 你在～什么？ 

101 【说话】 shuōhuà vb. a vorbi, a spune; a sta de vorbă 他们在～。 

102 【四】 sì num. patru 我们～个人去看电影。 

103 【岁】 suì T.M. an (pentru vârstă) 李医生今年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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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他】 tā pron. el ～是我们的老师。 

105 【她】 tā pron. ea 我认识～的妈妈。 

106 【太】 tài adv. extrem de; din cale afară (de)   这个学校～大了。 

107 【天气】 tiānqì s. vreme, climă 今天的～非常好。 

108 【听】 tīng vb. a asculta; a auzi; a audia 你～，谁来了？ 

109 【同学】 tóngxué s. coleg de şcoală ～们，你们好！ 

110 【喂】 wèi int. alo ～，李老师在吗？ 

111 【我】 wǒ pron. eu ～是一个学生。 

112 【我们】 wǒmen pron. noi ～都是学生。 

113 【五】 wǔ num. cinci 今天星期～。 

114 【喜欢】 xǐhuan vb. a-i plăcea 我～学汉语。 

115 【下】 xià 

s. jos, partea de jos; dedesubt 小猫在桌子～面。 

vb. (despre ploaie, zăpadă etc.) a cădea 今天～雨了。 

s. următor 我～个月去北京。 

116 【下午】 xiàwǔ s. după-amiază 我今天～不去学校了。 

117 【下雨】 xià yǔ vb. a ploua 昨天～了。 

118 【先生】 xiānsheng s. domn 你也认识王～？ 

119 【现在】 xiànzài s. acum, în prezent, la ora actuală, în momentul de faţă ～是 12点。 

120 【想】 xiǎng 
vb.auxil. a vrea, a dori 我～星期六去北京。 

vb. a (se) gândi, a medita, a reflecta 妈妈，你在～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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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小】 xiǎo adj. mic; mărunt 这个苹果太~了。 

122 【小姐】 xiǎojiě s. domnişoară ～，你叫什么名字？ 

123 【些】 xiē T.M. nişte, câtva 我买了～苹果。 

124 【写】 xiě vb. a scrie 你～的字很漂亮。 

125 【谢谢】 xièxie vb. a mulţumi 甲：～你。乙：不客气！ 

126 【星期】 xīngqī s. săptămână 一个～有七天。 

127 【学生】 xuésheng s. şcolar; elev; student 我们学校里的～很多。 

128 【学习】 xuéxí vb. a învăţa, a face studii 你喜欢～汉语吗？ 

129 【学校】 xuéxiào s. şcoală, instituţie de învăţământ 我们～很大。 

130 【一】 yī num. unu, una 这儿～个人都没有。 

131 【一点儿】 yìdiǎnr T.M. puţin, un pic, niţel  我只有～钱。 

132 【衣服】 yīfu s. haină; îmbrăcăminte, veşmânt 我在商店买了很多～。 

133 【医生】 yīshēng s. doctor, medic 他是这个医院里的～。 

134 【医院】 yīyuàn s. spital; policlinică 这是一个大～。 

135 【椅子】 yǐzi s. scaun 小狗在～下面呢。 

136 【有】 yǒu 
vb. a avea, a dispune, a avea la dispoziţie 我～一个女儿。 

vb. a fi, a se afla, a se găsi 桌子上～本书。 

137 【月】 yuè s. lună 一年有 12个～。 

138 【再见】 zàijiàn  La revedere! 妈妈，我去学校了，～。 

139 【在】 zài vb. a fi, a se afla, a se găsi 书～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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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 acum; atunci 我～吃饭呢。 

140 【怎么】 zěnme pron. cum, de ce; ce 你～去北京？ 

141 【怎么样】 zěnmeyàng pron. cum, ce zici 我们去看电影，～？ 

142 【这（这儿）】 zhè（zhèr） pron. acesta, aceasta; aici 
～个人是我的同学。 

我能坐在～儿吗？ 

143 【中国】 Zhōngguó s. China 我在～学汉语。 

144 【中午】 zhōngwǔ s. amiază, prânz 我今天～去火车站。 

145 【住】 zhù vb. a locui, a domicilia; a sta 他在北京～了很多年。 

146 【桌子】 zhuōzi s. masă, birou; pupitru 电脑在～上。 

147 【字】 zì s. cuvânt; caracter chinezesc 这个～你认识吗？ 

148 【昨天】 zuótiān s. ieri 他～没去学校。 

149 【坐】 zuò 
vb. a sta, a lua loc, a se aşeza 他一个下午都～在电视前。 

vb. a merge cu, a călători cu 我～飞机去中国。 

150 【做】 zuò 
vb. a face; a fabrica, a produce; a prepara 今天妈妈～了很多菜。 

vb. a face; a executa; a efectua 你是～什么工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