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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E VIVANTE 1

Séries STI2D, STD2A, STL, ST2S – Durée de l’épreuve : 2 heures – coefficient 2
Série STMG – Durée de l’épreuve : 2 heures – coefficient 3

L'usage des dictionnaires et des calculatrices électroniques est interdit.

Dès que ce sujet vous est remis, assurez-vous qu'il est complet.
Ce sujet comporte 5 pages numérotées de 1/5 à 5/5.

Répartition des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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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éhension de l’écrit

10 points

Expression écrite

10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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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1

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很多时候，住在城市的独生子女都觉得自己比别人好。但是在河南的
一个大学毕业生招聘会上，很多住在城市的独生子女大学毕业后,找不到
工作，这是为什么呢？
城市独生子女：“工作条件不好，还是不干了！”
5

家在郑州的小王是独生女，从学校毕业才一年，已经换了两次工作，
到现在还是没有工作。
小王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她爸爸朋友的公司里做事。可是，她认为那
份工作的工资不高，工作却很累，所以不到半年，她就不干了。
小王的第二份工作是她自己找的。不过，这次她又觉得做什么都得听

10

别人的，几个月以后，就辞职了，连最后一个月的钱都没要。最后，爸爸
的朋友又给她介绍了第三份工作。可是她听朋友说，那份工作不怎么样，
所以她没有去，今天还在家里等工作。小王说:“没关系，我不急。找不
到工作，老爸也会养活我。”
农村的孩子：“只能靠自己。”

15

和那些城市的独生子女比，农村孩子找工作的要求不多,容易接受条
件不太好的工作,所以他们很快就可以找到工作。
来自农村的小李，只参加了一次招聘会，就找到了工作。对公司来
说，小李的优点就是他的经历：他在农村出生，家里不是很有钱，上大学
的钱都是跟别人借的，只要找到一份工作就好了。

20

小李说 :“父母不能帮我，找工作只好自己努力。”明年一毕业，
他就要去上班了。他说，上班以后不会辞职,因为这份工作对他和他的家
人来说，都太重要了。
（根据中国青年报 2006 年 11 月 12 日报道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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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e à la compréhension

就业

jiùyè

开始工作

养活

yǎnghuó

nourrir, prendre e n charge

河南

Hénán

地名

优点

yōudiǎn

qualités, point fort

毕业

bìyè

finir ses études

借

jiè

emprunter

招聘

zhāopìn

embaucher

经历

jīnglì

parcours, expérience

郑州

Zhèngzhōu

地名

努力

nǔlì

faire des efforts

辞职

cízhí

démissionner

资料 2

资料图片 http://news.xinhuanet.com

“我们不想用城市的大学生,也不要独生子女!我们公司要求刚毕业的
年轻人能吃苦，还有，他愿意长期在这里工作。”
Aide à la compréhension

招聘

zhāopìn

embaucher

简历

jiǎnlì

CV

单位

dānwèi

公司

毕业

bìyè

finir ses é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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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ail à faire par les candidats de toutes les séries
Le candidat est libre de rédiger en caractères simplifiés ou en caractères traditionnels.
Le pinyin est autorisé pour les caractères hors seuil.

I.
A.

COMPRÉHENSION DE L’ÉCRIT

选择正确的答案。Choisissez la bonne réponse. Reportez votre choix en
indiquant le numéro et la lettre sur votre copie. （3 points，1 point par
question)
1) 看资料 1,小王不喜欢第一份工作,因为：
a) 上班时间太早
b) 没有假期
c) 工作累,工资少
2) 看资料 1,小李上大学的钱是：

a) 父母给他的
b) 别人借给他的
c) 朋友送给他的
3) 看资料 1,“靠自己”的意思是

:

a) 在家里等工作
b) 自己努力找工作
c) 请父母介绍工作
B.

请用中文回答：（3 分）
1) 看资料 1,为什么农村大学生比较容易找到工作？（2 分）
2) 看资料 2,为什么图片上的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有困难？（1 分）

C.

A partir des deux documents proposés, vous analyserez la situation des
jeunes diplômés chinois dans la recherche d’un emploi. (Répondre en français,
80 mots environ, 4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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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XPRESSION ÉCRITE
Afin de respecter l’anonymat de votre copie, vous ne devez pas signer votre
composition, citer votre nom, celui d’un camarade ou celui de votre
établissement.

写作（只做一题,10 分）
1. 你认为一份好工作是什么样的？（150 字左右，10 分）

或
2. 一个大学生去招聘公司找工作,请你写一段他和公司负责人
（responsable）的对话。（15 句左右，150 字左右，10 分）

17CH1TEMLR1

Page :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