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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环境

Environment

演出者：Fiona, Harry

马老师：你很重视环境吗？
胡老师：哎呀！这个问题好难回答呀！我觉得我挺重视环境的，可是我经常都觉得我
可以做的更多。
马：对。我觉得很多人都是一样。我们喜欢说“我很重视环境”，但是日常生活
中……
胡：真正要行动的时候，行动力不一定强。
马：对。比如说我很重视环境啊，但是我经常坐飞机去别的国家旅游。是不是？
胡：哎哟，马老师。
马：我也要去新加坡，对环境不太好的一个事情。
胡：对。
马：那，因为你是马来西亚人，我想问一下：伦敦和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在这个环境方
面上有哪些区别？
胡：我觉得，总的来说还有一点儿区别的。两个城市都是国家的首都。那，我觉得空
气污染还是挺严重的。可是，吉隆坡由于常年持夏，常年的天气非常热所以空气污染
指数还是比较高的。感觉上还是比较高。而且，因为吉隆坡的那个公共交通并不是那
么的发达，所以，比如说一个家庭可能就有至少……每个人至少会有一辆车。就是一
个家庭有三四辆车。
马：哇！
胡：对。然后，当然空气污染就是更加高了。那，如果说废物回收的意识方面，伦敦
相对起来还是比较好一点儿。我觉得两个城市都能够做得更好一些。
马：大家都会做得更好一些。吉隆坡有没有地铁？
胡：有地铁。
马：是吧？比较发达的。
胡：不是。对不起。你是说地下铁。没有地铁，有轻快铁。
马：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我就是问你关于你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你怎么保护
环境？或者，大家怎么可以保护环境？
胡：我觉得，从最简单的做起。就是，每个家庭可以资源回收吧、就是废物要分类。
可以资源回收的……一定要回收。比如说纸啊、还是玻璃啊。然后，那个去超市的时
候用环保袋。不用塑料袋。对，环保袋。然后，现在我也开始在自己家里，一定
会……叫什么……用完的那个剩饭剩菜都会回收有另外一个，额外一个箱子。然后，
我开始使用那些，剩菜来……怎么说呢……放在水里面，还是放在泥土里面种。就在
家里边儿。比如说，其实那个……叫什么……lettuce……
马：生菜吧。

胡：对。生菜，它的根儿其实可以直接放在水里边它会再生长。然后，那个
葱……spring onion……其实直接放在水里边儿它会一直长得。
马：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对环境好的其中一个东西。

1. Fiona 看到鸟的时候觉得怎么样？
2. Fiona 问：你关心什么？
3. Harry 为什么说爱护环境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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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
植物
物品
生物
生态
绿色产品
拜托
没办法
关心
眼前
哎呀！哎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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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
方法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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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
塑料袋
环保袋
不是嘴上说了算
行动要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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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òngwù
Zhíw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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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natural; naturally
Animals
Plants
Things
Biology
Ecology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roducts
Please (beg)
No way to solve this; nothing we can do
To care about
Now; in front
Oops! Oh! Ah!
Serious
Habit, custom (noun); to get used to
Way; method
To reduce
To increase
Organic
Plastic bag
Cloth bag
Don’t pay lip service
Your actions should match (your words)

饮水思源

Yǐnshuǐsīyuán

Be grateful for what you have

环保

演出者： Fiona, Harry

北京环境比伦敦差

běijīng huánjìng bǐ lúndūn chā

北京环境比伦敦差

běijīng huánjìng bǐ lúndūn chā

看到鸟的时候

kāndào niǎo deshíhou

我感到太高兴了

wǒ gǎndào tài gāoxìng le

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护

wǒ juéde wǒmen yīnggāi bǎohù

自然、动物、植物

zìrán dòngwù zhíwù

保证好的生态

bǎozhèng hǎode shēngtài

而且只买

érqiě zhǐmǎi

生态友好型的产品

shēngtài yǒuhǎoxíngde chǎnpǐn

拜托！这个忠告很不错

bàituō zhège zhōnggào hěnbúcuò

我们不应该说 – 没办法！-

wǒmen bùyīnggāi shuō méibànfǎ

你关心地球吗？

nǐ guānxīn dìqiú mā

北京环境比伦敦、巴黎差

běijīng huánjìng bǐ lúndūn bālí chā

眼前污染危机变得越来越大。

yǎnqián wūrǎn wēijī biànde yuèláiyuè dà

哎呀！

āiyā

北京环境比伦敦差

běijīng huánjìng bǐ lúndūn chā

北京环境比伦敦差

běijīng huánjìng bǐ lúndūn chā

保护地球很重要

bǎohù dìqiú hěnzhòngyào

但没有必要严肃

dàn méiyǒu bìyào yánsù

可以从家里帮忙

kěyǐ cóngjiālǐ bāngmáng

对不好习惯大声说 – 不！-

duì bùhǎo xíguàn dàshēng shuō bù

爱护你的环境不太难

àihù nǐde huánjìng bútàinán

很多容易的方法

hěnduō róngyìde fāngfǎ

开始减少你的垃圾

kāishǐ jiǎnshǎo nǐde lājī

要不污染增加

yàobù wūrǎn zēngjiā

买更多有机食品

mǎi gèngduō yǒujī shípǐn

虽然是太贵了

suīrán shì tàiguì le

拜托不要开车上班

bàituō búyào kāichē shàngbān

和不骑自行车

hé búqí zìxíngchē

有菜园的在里面种蔬菜

yǒucàiyuánde zàilǐmiàn zhǒngshūcài

在超市不要使用塑料袋

zàichāoshì búyào shǐyòng sùliàodài

不是嘴上说了算

búshi zuǐshǎng shuōlesuàn

而是行动要跟上

érshì xíngdòng yào gēnshàng

翻译 Translation
When I see birds
I feel so happy.
I think we should protect
Nature, animals and plants,
guarantee a good environment,
also only buy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roducts.
Please! This advice is great.
We shouldn’t say “there is nothing we can do”
Do you care about the environment?
Beijing’s environment is worse than Paris and London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crisis is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Aiya!
Beijing’s environment is worse than London’s
Beijing’s environment is worse than London’s
Protecting the Earth is very important
But there’s no need to be serious.
We can help from within the home
By saying a loud “no!” to bad habits.
Protecting your environment is not that hard
There are many easy ways to do it
Start reducing waste
Otherwise pollution will increase
Buy more organic food
Even though it is too expensive
Please, no more driving your car to work
Or not riding your bike.
If you have a garden, plant vegetables in it
At the supermarket don’t use plastic bags
Don’t just pay lip service
Your actions must match your wor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