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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老师 Teachers             演出者：Maddie 

 

胡老师：欢迎来到中文说唱播客。今天是第四集。 

马老师：Yeah, welcome back everyone to the Mandarin Rap Podcast … … 好，

现在呢咱们就谈正题吧。 

胡：好。 

马：今天的题目都是老师，和我们非常有关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都是老

师，对吧？那我问你，你喜欢不喜欢当老师？ 

胡：嗯，我非常喜欢老师这个职业,尤其是当中文老师。我可以钻研中文、

学习更多。还有，就是，我希望自己能感动我遇见的每一个学生。那你

呢？ 

马：我觉得…哎呀！你说得那么好，我真的没话说！ 

胡：没有！ 

马：我也特别喜欢当老师，因为我当西班牙语和这个中文老师。因为我对

语言感兴趣所以当老师就是，应该是理想的工作吧。虽然这个工作量很

大、在英国当老师比较幸苦、比较难，但是还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有活

力、有满足感的… 

胡：非常有满足感。对。 

马：嗯，有满足感的工作。对。好。 

胡：那我问一下你，马老师。你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老师？ 

马：嗯，有。有一个，就是我上中学的时候，我的西班牙语老师。我觉得

是，应该是我人生中的最好的一个老师。其实，她是法国人但是她教西班

牙语和法语。我对法语不太感兴趣，应该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法语老师不是

特别好。但是那个西班牙语老师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其实以后呢，我也读

了西班牙语的 GCSE、A-Level、在大学也读了西班语专业。所以她的影响还

是挺大的。你呢？你有没有这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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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我也有。我非常同意一个好的老师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最记得的有两

位老师。一位是我幼儿园的老师，她叫郭老师，非常非常温柔的一个老

师。另外一个叫王老师，是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的一位老师。他特别特别

的凶，可是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记得他是非常温暖的。 

马：嗯，嗯。各位老师都有自己的好处和坏处，对吧？ 

胡：对。 

马：但是都有挺深刻的影响。 

———————————————————————————————————— 

 

马：好。现在我就问你，听说唱之前你有没有一些预习问题？ 

胡：当然有! 

1. Maddie 说第一个老师怎么样？ 

2. 第二个老师为什么不喜欢 Maddie？ 

3. Maddie 问你什么问题？ 

马：好了。那咱们就来听一听今天的说唱，就是 Maddie 的说唱。希望大家

会喜欢。 

 

胡：我真的很喜欢 Maddie 的声音。每一次听到她的声音的时候都觉得她非

常的热情奔放，很有感染力。那你呢，马老师？ 

马：同意同意。她毕竟是音乐老师。Maddie 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

人。Yeah, we should tell you a little bit about the story of Maddie…好，现在呢

咱们来分析一下她的歌词、分析词汇吧。 

胡：好。 



如果…就… rúguǒ  jiù If…then… 

可爱 kěài Cute; lovely; loveable. 

帮助；帮；有帮助 bāngzhù  bāng  

yǒubāngzhù 

Help(n); to help (vb); helpful (adj) 

严格；严肃 yángé  yánsù Strict; serious 

说话；吃饭；读

书；跑步；开玩笑 

shuōhuà  chīfàn  

dúshū  pǎobù  

kāi wánxiào 

To speak/say/talk; to eat; to read a 

book/study; to go running; to joke/tell a 

joke 

还不错 hái búcuò Not bad/quite good 

酷；牛；火；神 kù  niú  huǒ  

shén 

Cool; awesome; popular (people & things); 

skilful/amazing (people) 

告诉；告诉你 gàosu  gàosu nǐ To tell/inform; I’m going to tell you/let me 

tell you/I’m telling you 

 

 

道山学海 dàoshān xuéhǎi learning is as high as the mountains, as wide as the oceans 

学以致用 xuéyǐ zhìyò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learn 

 

 

 

 

 

 

 

 

 

 

 

 



第一个 RAP：老师      演出者：Maddie 

 

第一个老师 

很可爱 

她的宠物是两只鹅 

我不喜欢学校 

没有朋友 

但是老师帮助我 

 

如果你不喜欢你的老师 

听我说 

 

第二个老师 

很严格 

我喜欢说话 

她不喜欢我 

现在觉得她还不错 

听得多就学的多 

 

如果你不喜欢你的老师 

听我说 

 

第三个老师  

非常酷 

他告诉我：“开阔你的视野” 

所以我唱这首歌 

你觉得你的老师很酷吗？ 

 

 

 

 

dìyīgè lǎoshī 

hěnkěài 

tāde chǒngwù shì liǎngzhǐé 

wǒ bùxǐhuan xuéxiào 

méiyǒu péngyou 

dànshì lǎoshī bāngzhùwǒ 

 

 

rúguǒ nǐ bùxǐhuan nǐde lǎoshī 

tīng wǒ shuō 

 

dìèrgè lǎoshī 

hěnyángé 

wǒ xǐhuan shuōhuà 

tā bùxǐhuan wǒ 

xiànzài juéde tā háibúcuò 

tīngdéduō jiù xuédeduō 

 

 

rúguǒ nǐ bùxǐhuan nǐde lǎoshī 

tīng wǒ shuō 

 

 
dìsāngè lǎoshī 

fēichángkù 

tā gàosu wǒ kāikuò nǐde shìyě  

suǒyǐ wǒchàng zhèshǒugē 

nǐjuéde nǐde lǎoshī hěnkù ma? 



翻译 Translation 

 

My first teacher was very sweet. 

He had two geese as pets. 

I didn’t like school,  

And had no friends. 

But my teacher helped me. 

 

If you don’t like your teacher, 

Listen to what I say. 

 

My second teacher was very strict. 

I liked talking; she didn’t like me. 

Now, I think she was quite good. 

The more you listen, the more you learn. 

 

If you don’t like your teacher, 

Listen to what I say. 

 

My third teacher was really cool. 

He told me “broaden your horizons!” 

So, I’m singing this song. 

 

Do you think your teacher is co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