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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graphie 

 張學友 是一个一九九零年最流行的歌手

 Il a commence sa carrière en 1984 quand il 
est entre dans une compétions amateur de 
chant, les 3 années qui suivent il deviendra 
une grande star, on l’appellera aussi un des 
« 四大天王».

 En 1987 Cheung atteint une baisse de 
popularité pendant qu’il fait une transition au 
cinéma, et remonte en popularité en 1991 
avec la sortie de son nouveau album 每天愛
你多一些 qui sera un des albums les plus 
vendu en Asie.



La période 

historique

 張學友1984年以来做音乐。

 他的音乐常常不谈政治，他的歌一般
不会引起争议。

 他的音乐常常以爱情为主题

 Mais dans une de ces chansons 

« Human Path », qui est sortie en 

1989 après le massacre de 

Tiananmen square, il fait 

référence aux évènements du 4 
juin.



La popularité
de 張學友

 張學友2020还是很流行，他在世界
各地做很多的演出。

 張學友1990年的时候在东方是最流
行的歌手。

 他1993年的时候卖最多音乐专辑，
他卖4000音乐专辑.

 Cheung reçoit pleins de prix, et 
bat plusieurs records comme : 
chanteur le plus populaire en 
Asie (1994 bollboard music 
awards), chanteur chinois qui a 
vendu le plus (world music 
awards 1995 & 1996), top 10 des 
jeunes remarquables (1999)

張學友 qui gagne le guiness world record 
pour :”largest combined audience”



Des artistes similaires a 張學友

 張學友开始是歌手的时候，他受启
发Barry Manilow。

 我们可以看到張學友的音乐和
Barry Manilow的音乐的相似，因
为Barry Manilow做感伤的流行音
乐，張學友也做。

 張學友是 “ 四大天王”之一，其
他几位天王是：劉德華， 郭富城，
黎明。

 “四大天王” 是四个歌手，他们
在东方最流行，他们的作品很迎合
大众口味。

Barry Manilow



La chanson que j’ai 

choisie 

 我选择的音乐叫 ：吻别

 吻别的音乐专辑是：吻别，这个音乐在1993年发表
的专辑里。

 吻别（歌手）说的是一个很伤心的故事：一个人看
到他的爱人吻别人，他很难接受。



Pourquoi j’ai choisi cette chanson 

et mon opinion dessus

 我选择吻别，因为是張學友的很流行的歌手

 我想吻别很好听，也那个乐器有意思。

 我想吻别的歌词很漂亮，也很好听

 我觉得吻别另类，因为它的混合的风格很有意思也很好听



La popularité 

de l’album 

吻别在东方很流行，在东方它卖
500000张唱片

吻别今天还是在台湾第二最买音乐
专辑

Cet album a eu une très grande 
influence sur la musique pop 
chinoise

很多东方的歌手用吻别的音乐做封
面，还有一个乐队也做他们
叫”Michael learns to rock”，来自
丹麦



Les éléments et 
instruments 
retrouvés dans la 
chanson

 在这个音乐里我们可以听
到乐器，他们是：钢琴，
鼓， 合成器，琵琶， 钹，
背景的歌手

 吻别有一个混合的风格，
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和美国
的流行音乐

 吻别和1990年美国的情
歌很类似，我们可以看到
張學友的灵感



Des phrases intéressantes 
de la chanson

 讓風癡笑我不能拒絕 ：laisse le vent rigoler, je 
ne peut pas le refuser

 我觉得这个短语有意思，因为我喜欢他说：“讓風
癡笑我”，这个奇怪一点。我觉得这个含义：这个
一个很悲惨的处境和他一个人在街上，所以风癡笑
他

 就像风筝断了线 ：je suis comme un cerf-volant 
avec un fil cassé

 我觉得这个短语奇怪，我不懂他为什么是一个风筝。
Je pense que c’est assez bizarre comme 
métaphore, je trouve qu’un cerf-volant ne va 
pas avec la situation dans la chan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