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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说唱播客     The Mandarin Rap Podcast 

www.mandarinrappodcast.com 

 

#2 名人 Famous People           演出者：Eddie 和 Anya 

 

胡老师：大家好！欢迎收听中文说唱播客。今天是第二集。 

马老师：Welcome back everyone… 

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 

马：好。现在呢，我们还是谈正题吧。今天的题目是名人。那我问你，你

对名人感不感兴趣？ 

胡：我对名人知道的少之又少，可是其实我对他们的私生活挺感兴趣的。

比如说，谁刚生了孩子呀、谁跟谁走在了一起呀。这些我都挺喜欢知道

的。 

马：嗯。 

胡：那你呢，马老师？ 

马：其实，我对名人不太感兴趣吧。你知道我很少看媒体，就是很少看电

视啊、很少看新闻。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生活离我很远，就是和我没有太大

的关系吧。 

胡：嗯。我其实也特别少看新闻，可是我每一天都在追电视剧！ 

马：其实我发现现在，特别是年轻人，很多人特别重视，就是特别关注，

名人的生活。我感觉很多人其实想成为名人。那我问你，你想不想成为名

人？ 

胡：我不想，因为我觉得自己生活得开心就够了。 

马：对。我觉得你的看法是完全对的哈，很同意。那现在呢，咱们来介绍

一下今天的说唱。 

http://www.mandarinrappodca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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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ddie 说名人让人做什么？ 

2. Anya 觉得马云怎么样？ 

3. Anya 说马云会做很多东西。她提到哪三个？ 

马：好。听完说唱我发现这一次的说唱和上一次的非常不一样。你觉得

呢，胡老师？ 

胡：嗯。绝对同意。我觉得，那个，不一样的学生或者艺术家，他们的风

格都不一样。比如说这一次我特别喜欢 Anya，她提到了捷克马呀、马云

呀。还有她说的一些经典的台词。我觉得挺幽默的。 

马：嗯，我也同意。我也觉得 Eddie 的，这个，说唱的风格和方式也不太

一样。他的，这个，速度比较慢。 

胡：嗯。 

马：但是呢，还是很好听的。 

胡：嗯。对。 

马：好。现在呢，咱们来回答你提到的三个预习问题吧。 

胡：好。那，第一题：Eddie 说名人让人做什么？ 

马：他提到了两点。应该是让人浪费时间和让人浪费钱，对吧？ 

胡：对，对。那第二题，Anya 觉得马云怎么样？ 

马：她也说了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她说“我觉得他真的

疯”。他疯了，好像。 

胡：对，对。那第三，Anya 说马云会做很多东西。她提到哪三个？ 

马：她提到了唱歌、跳舞、和功夫。 

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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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ràng To make/let 

浪费 làngfèi To waste; wasteful 

社交媒体 shèjiāo méitǐ Social media 

上瘾 shàngyǐn To become/be addicted 

法宝 fǎbǎo Secret weapon, trick 

捷克马 jiékè mǎ Jack Ma 

很棒 hěnbàng Excellent 

意见/建议 yìjiàn/jiànyì Opinion, thought; advise, suggest 

穷 qióng Poor 

真的 zhēnde Really 

verb 什么都 + result shénme dou Whatever + verb + result 

看看 kànkan To take a look 

 

天下第一 tiānxià dìyī The number one; best in the world 

成为  chéng wéi to become 

成立  chéng lì  to estab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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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 RAP：名人     演出者：Eddie, Anya 

 

我想成为名人 

名人！名人！ 

 

Eddie： 

名人让人浪费钱 

因为他们做广告。 

名人让热浪费时间 

这是社交媒体的法宝。 

大家的名人瘾头很大 

比如我的同学和《捷克马》 

 

Anya： 

马云有很多的钱 

他给我很棒的意见 

“三十五你还穷，活该你穷” 

我觉得他真的疯！ 

 

大家都爱《捷克马》 

因为他成立 Alibaba 

中国的最首富男人 

他干什么都很认真！ 

 

wǒxiǎng chéngwéi míngrén 

míngrén  míngrén 

 

 

míngrén ràngrén làngfèiqián 

yīnwéi tāmen zuòguǎnggào  

míngrén ràngrèn làngfèi shíjiān 

zhèshì shèjiāo méitǐde fǎbǎo 

dàjiāde míngrén yǐntóu hěndà 

bǐrú wǒde tóngxué hé  jiékèmǎ 

 

 

mǎyún yǒu hěnduōde qián 

tā gěiwǒ hěnbàngde yìjiàn 

sānshíwǔ suì nǐhái qióng  huógāi nǐqióng  

wǒjué de tā zhēnde fēng 

 

dàjiā doū ài  jiékèmǎ  

yīnwéi tā chénglì  Alibaba      

zhōngguóde zuì shǒufù nánrén 

tā gàn shénme dou hěnrènzhēn 



5 
 

他唱歌、他跳舞、他做功夫 

马云是无法抵住 

看看他的可爱笑脸 

我不容他人声辩 

 

翻译 Translation 

 

I wanna be a famous person! 

Famous person! Famous person! 

 

Celebrities make people waste money 

Because they do adverts. 

Celebrities make people waste time 

This is social media’s secret weapon. 

 

Jack Ma has loads of money 

He gives me great advice: 

“If you’re still poor at the age of 35, you deserve to be poor!” 

I think he’s truly insane! 

 

Everyone loves Jack Ma 

Because he set up Alibaba 

China’s richest man, 

He’s serious in everything he does! 

 

He sings, he dances, he does kungfu 

Jack Ma is irresistible 

Look how cute his smiling face is 

I won’t let anyone else say anything! 

tā chànggē  tā tiàowǔ  tā zuògōngfu 

mǎyún shì wúfǎ dǐzhù 

kànkan tāde kěài xiàoliǎn 

wǒ bùróng tārén shēngbià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