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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学   University Life    演出者：Eddie，Mary，胡老师  

 

 

马老师：那胡老师，我问你一些问题吧。 

胡老师：嗯。 

马：你上大学的时候，你读了什么专业？ 

胡：我上大学的时候念的是心理学。 

马：心理学，是吧？在哪一个大学呢？ 

胡：在马来西亚的一所大学，然后最后一年是在，那个，伦敦北部 Middlesex 

University。 

马：哦。那你的本科是在马来西亚读的，是吧？ 

胡：它其实就是本科，然后本科三年，两年是在马来西亚，一年在英国。 

马：哦。这样子，这样子。好，那硕士呢？你有没有读？ 

胡：硕士没读。那你呢？我很好奇。 

马：是吗？ 

胡：对。 

马：好。读本科的时候，我在 Southampton，那个叫南安普顿大学。读了西班牙语和

葡萄牙语专业，两种语言。硕士是在利兹大学，Leeds University。但是那个，我没有

去利兹，我是读的那个远程教育。 

胡：嗯。 

马：对。我们叫 distance learning。 

胡：读的是什么？ 

马：呀！这个，我每一次想不起来了。叫东亚区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我忘了。 

胡：啊，明白，明白 

马：对。那，现在呢，因为学费那么高，很多人说上大学确实浪费时间，也是浪费

钱。那你觉得呢？ 

胡：我其实觉得上大学，每一个，每一秒，或者是那个花的每一分钱都是非常值得

的。因为我觉得在大学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了很多特别要好的朋友。还有，

上大学的时候，除了自己喜欢的专业之外，学习了很多专业以外的才能，我也不知道

怎么说，专业以外的东西。比如说怎么跟其他人交流、怎么跟其他人，就是组别的学

习，一起组别的一些 projects。都特别好。 

马：对。虽然现在的学费越来越高了，但是呢，总的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胡：同意。 

马：我也觉得。好，那今天的说唱就是关于上大学的一些要考虑的一些问题。听说唱

之前，我问你有没有一些预习问题？ 

胡：有。有三个预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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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老师说社会什么时候会明白什么？ 

2. Eddie 说父母总是怎么样？ 

3. Mary说上一所什么样的大学？ 

 

（做）决定 (Zuò) juédìng  Decide；decision 

在……方面 zài……fāngmiàn With regard to 

考虑 kǎolǜ To consider，think over 

青春 qīngchūn Youth （time） 

总是 zǒng shì Always 

期望 qīwàng Expectation 

期待 qídài To look forward to 

高一、二、三 gāo yī, èr, sān 1st, 2nd, 3rd year of high school 

所 suǒ Measure word for university 

自豪 zìháo Proud，pride 

自信 zìxìn Confidence，confident 

自恋 zì liàn Love of self 

成功 chénggōng Success，successful 

都 dōu All；both （of things mentioned before） 

对我来说 duì wǒ lái shuō  In my opinion 

实现 shíxiàn To realize 

梦想 mèngxiǎng Dream；to dream 

 

 

梦寐以求   Mèngmèiyǐqiú  To yearn for something day & night 
 
 
 
 
 
 
 
 
 
 
 



大学    演出者：Eddie, Mary, 胡老师 

 

社会什么时候会明白？ 

大学不能决定你的未来 

社会什么时候会明白？ 

大学不能决定你的未来 

 

在大学方面有问题 

大学以前需要考虑 

毕业以后我要做什么 

我想知道我要怎么做 

青春应该爱护 

但是父母期望总是太高 

 

社会什么时候会明白？ 

大学不能决定你的未来 

社会什么时候会明白？ 

大学不能决定你的未来 

 

每个高三生的目标 

上一所知名的大学 

让父母很自豪 

上一所知名的大学 

找稳定的工作 

 
shèhuì shénme shíhou huì míngbai  

dàxué bùnéng juédìng nǐde wèilái 

shèhuì shénme shíhou huì míngbai  

dàxué bùnéng juédìng nǐde wèilái 

 

zài dàxué fāngmiàn yǒuwèntí 

dàxué yǐqián xūyào kǎolǜ 

bìyè yǐhòu wǒyāo zuòshénme 

wǒxiǎng zhīdào wǒyāo zěnmezuò 

qīngchūn yīnggāi àihù 

dànshì fùmǔ qīwàng zǒngshì tàigāo 

 

shèhuì shénme shíhou huì míngbai  

dàxué bùnéng juédìng nǐde wèilái 

shèhuì shénme shíhou huì míngbai  

dàxué bùnéng juédìng nǐde wèilái 

 

měigè gāosānshēngde mùbiāo 

shǎng yīsuǒ zhīmíngde dàxué 

ràng fùmǔ hěn zìháo 

shǎng yīsuǒ zhīmíngde dàxué 

zhǎo wěndìngde gōngzuò 



上一所知名的大学 

取得人生成功 

但这都是个错 

大学对我来说 

是实现自己梦的最好场所 

社会什么时候会明白？ 

大学不能决定你的未来 

 

社会什么时候会明白？ 

大学不能决定你的未来 

社会什么时候会明白？ 

大学不能决定你的未来 

 

 

 

 

 

 

 

 

 

 

 

 

 

 

 

 

shǎng yīsuǒ zhīmíngde dàxué 

qǔdé rénshēng chénggōng 

dàn zhè dōu shì gè cuò 

dàxué duìwǒ láishuō 

shì shíxiàn zìjǐ mèngxiǎng de zuìhǎo chǎngsuǒ 

shèhuì shénme shíhou huì míngbai  

dàxué bùnéng juédìng nǐde wèilái 

 

shèhuì shénme shíhou huì míngbai  

dàxué bùnéng juédìng nǐde wèilái 

shèhuì shénme shíhou huì míngbai  

dàxué bùnéng juédìng nǐde wèilái 

 



翻译 Translation 

When will society understand? 

University doesn’t decide your future 

When will society understand? 

University doesn’t decide your future 

 

With regard to university, there are many questions 

Before university you must consider 

After graduation what do I want to do? 

I want to know what I need to do 

We should cherish our youth 

But parent’s expectations are always too high 

 

When will society understand? 

University doesn’t decide your future 

When will society understand? 

University doesn’t decide your future 

 

Every final year high school student’s dream 

To attend a famous university 

To make their parents  

To attend a famous university 

To find a stable job 

To attend a famous university 

To achieve success in life 

But this is all a mistake 

As far as I’m concerned, university 

Is the best place to realise your dreams 

 

When will society understand? 

University doesn’t decide your fu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