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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说唱播客     The Mandarin Rap Podcast 

www.mandarinrappodcast.com 

 

#3空闲时间 Free Time            演出者：Mary 

 

胡老师：大家好！欢迎来到中文说唱播客。今天是第三集。 

马老师：Welcome everyone … … 好，胡老师现在我们就谈正题吧。今天的

题目就是空闲时间。那我问你，你一般喜欢做什么？比如说晚上或者晚

上？有空的时候一般做什么？ 

胡：晚上有空的时候通常我都非常累了，工作回来之后，所以都喜欢休

息。周末的时候也是休息。我终于最喜欢周末的时候睡到自然醒。 

马：嗯，对。听起来很好。 

胡：那你呢？ 

马：其实我没有很多爱好。喜欢骑自行车、喜欢和家人在一起，就是陪陪

儿子出去或者陪陪妻子出去。喜欢做饭、喜欢吃饭、喜欢跑步、也喜欢到,

那个，足球场看字球比赛。对，就这些吧。 

胡：其实已经很多了。我只有睡觉！ 

马：对。我说没很多… … 睡觉应该是最重要的。好，那因为我们两个都当

老师，对吧？那我问你有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 

胡：我觉得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就是自己得把工作时间安排好，让自己有

休息的时间。然后还可以自己继续地培养兴趣，像你说的那些很多的爱好

还可以继续地去做。我觉得还挺不错的。而且，学校上课的时候呢，虽然

会比较忙、比较累、比较少空闲的时间，可是假期的时候呢，我就有很多

可以休息和玩儿的时间。 

马：嗯，对。我也同意。我觉得假期应该是每个老师和学生最喜欢的时

候。好，现在呢，我们就听这个说唱之前我问你有没有一些预习问题？ 

http://www.mandarinrappodca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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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有的。我有三个预习问题。 

马：听完了以后我们就回答你问的那些预习问题。现在我们就听一听今天

的说唱。希望大家会喜欢。 

 

 

1. Mary 说跟朋友做什么？ 

2. 她让父母做什么？ 

3. 她有什么不同的爱好？ 

胡：哇！Mary 的说唱非常好。我觉得她的节奏感很好，而且整个说唱都很

流畅，感觉很自然。你觉得呢？ 

马：对。我完全同意。Mary 的中文水平特别高，而且她的音乐感还是很好

的。她就像一个很专业的说唱明星。 

胡：绝对同意。 

马：Now, I should tell you a little bit about Mary … … 好，现在呢，咱们就回答

那三个预习问题。 

胡：好。 

马：第一个问题是 Mary 说跟朋友做什么？ 

胡：她说跟朋友出去玩儿、吃、和聊天， 

马：嗯。第二，她让父母做什么？ 

胡：她求求她的父母让她在外面玩更久。 

马：嗯，对。更多的时间，对吧？ 

胡：嗯。 

马：第三个，她有什么不同的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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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她喜欢学习中文、成为中国通、看中文书、听中文歌、流行音乐。 

马：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她是一个对中文非常非常感兴趣的一个人。 

 

空余时间；空闲时

间；有空的时候 

kòngyú shíjiān; 
kòngxián shíjiān; 
yǒukòng 
deshíhou 

Free time 

天天；人人；年年 Tiāntiān; rénrén; 
niánnián 

Every day; everyone; every year 

为了 wèile For; in order to 

实现 shíxiàn To realise, make real 

无所谓 wúsuǒwèi I don’t mind; it doesn’t matter. 

玩得开心; 吃得饱；

穿得暖 

wánde kāixīn ; 

chīde bǎo; 

chuānde nuǎn 

To enjoy yourself, have a good time; to fill 

yourself up; to dress up warmly 

在外面 zàiwàimiàn To be out (and don’t want to give you 

details!) 

外语；外国；外国

人 

wàiyǔ; wàiguó;  
wàiguórén 

Opinion, thought; advise, suggest 

与众不同 yǔzhòng bùtóng Unique; different from others; stand out 

from the crowd 

中国通 zhōngguó tōng China hand; China watcher 

还有 háiyǒu In addition; furthermore; still 

 

光阴似箭 guāngyīn sìjiàn  Time flies like an a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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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空闲时间       演出者：Mary 

 

这是你的时间，空余时间 

做你想做的！ 

这是你的时间，空余时间 

随你去做吧！ 

 

悠闲的生活我们都想要 

天天努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宝贵的空余时间大家都珍惜 

跟朋友出去玩儿、吃、聊天 

我跟朋友无出去所谓，OK 

在家里也有很多机会 

玩得开心，玩得嗨 

读本书让精神变得嗨 

俗语不是说读完卷书行万里路 

俗语不是说读完卷书行万里路 

 

这是你的时间，空余时间 

做你想做的！ 

这是你的时间，空余时间 

随你去做吧！ 

 

 

 

zhèshì nǐde shíjiān  kòngyú shíjiān 

zuò nǐxiǎng zuòde  

zhèshì nǐde shíjiān  kòngyú shíjiān 

suínǐ qùzuòbā 

 

yōuxián de shēnghuó wǒmen dōu xiǎngyào 

tiāntiān nǔlì wèile shíxiàn zhège mùbiāo 

bǎoguìde kòngyúshíjiān dàjiā dōu zhēnxī 

gēnpéngyou chūqù wán’r  chī  liáotiān 

wǒ gēnpéngyou chūqù wúsuǒwèi    

zàijiālǐ yěyǒu hěnduō jīhuì 

wándé kāixīn  wándé hāi 

dúběnshū ràngjīngshén biànde hāi 

súyǔ búshi shuō dú wànjuànshū xíng wànlǐlù 

súyǔ búshi shuō dú wànjuànshū xíng wànlǐlù 

 

zhèshì nǐde shíjiān  kòngyú shíjiān 

zuò nǐxiǎng zuòde  

zhèshì nǐde shíjiān  kòngyú shíjiān 

suínǐ qùzuòb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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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男有空时在家打游戏 

我却在外面跟朋友一起 

打篮球、打网球、踢足球 

求求父母让我在外面玩更久 

我的爱好真的与众不同 

学习中文、成为中国通 

看中文书、听中文歌 

方大同，还有周兴哲 

 

 

 

 

 

 

 

 

 

 

 

 

 

 

 

 

 

 

 

 

 

 

zháinán yǒukòngshí zàijiā dáyóuxì 

wǒ quèzài wàimiàn gēnpéngyou yīqǐ 

dálánqiú  dǎwǎngqiú  tīzúqiú 

qiúqiú fùmǔ ràngwǒ zàiwàimiàn wán gēngjiǔ 

wǒde àihào zhēnde yǔzhòngbùtóng 

xuéxí zhōngwén  chéngwéi zhōngguótōng 

kàn zhòngwénshū  tīng zhōngwéngē 

fāngdàtóng  háiyǒu zhōuxīngzh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ZmRBfVjoW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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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翻译 

This is your time, your free time 

Do what you want to. 

This your time, your free time 

It’s up to you to do it. 

 

A carefree life, we all want that 

Working hard every day to achieve that goal 

Precious free time, everyone cherishes it 

Going out with friends, eating, chatting 

I don’t mind being with friends, OK 

At home there are also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enjoy yourself, to have a good time 

Reading a book can raise your spirits. 

As the saying goes, learn as much as you can and do all you can. 

As the saying goes, learn as much as you can and do all you can. 

 

This is your time, your free time 

Do what you want to. 

This your time, your free time 

It’s up to you to do it. 

 

Nerds play computer games at home when they are free 

But I’m out with my friends 

Playing basketball, playing tennis, playing football 

Begging my parents to let me stay out longer. 

My hobbies are really different from the rest 

Studying Chinese, becoming a “China Hand” 

Reading Chinese books, listening to Chinese songs. 

Khalil Fong and Eric Zh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