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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老师：我知道你已经在伦敦呆了比较长的时间吧？ 
胡老师：对，不知不觉已经差不多十年了。 
马：十年了？哇，半个生活。 
胡：对。十年的光阴。 
马：那我问你，这个，伦敦的夜生活怎么样？ 
胡：我觉得伦敦的夜生活还是挺精彩的。就是有很多活动可以做。就是要去电影院
啊、喝一杯。然后，要是要去看歌舞剧随时都能看、然后要去夜店跳舞随时都可以。 
马：那我问你，刚才说的这个“喝一杯”是……？ 
胡：喝一杯。通常说喝一杯，是喝一杯酒的意思。很少是喝一杯的说是咖啡的意思。 
马：对，我就是问这个事情。 
胡：对对对。 
马：好的。我也同意。伦敦的夜生活很好。你喜欢做什么，伦敦都有，好像。 
胡：可是我其实觉得东方社会，据我所知，比如说中国、日本、马来西亚，我从马来
西亚来，我觉得我们的夜生活更加多的事情可以做。比如说，要去唱歌、唱卡拉
OK、要去吃夜宵。差不多是二十四小时都有。你随时想做什么都可以。 
马：对对对。 
胡：时间更长，我觉得。服务行还是比较发达的 
马：对，没有这么清楚的一个区别。就是，白天和天黑了以后，没有什么明显的区
别，对吧？ 
胡：对。那，我问一问你。那个，马老师你说你自己现在的社交生活就是。。。都有
孩子了嘛。那，其实，你觉得你……生活当中哪一个阶段出去玩的时间比较多？比如
说大学的时候呀、还是开始工作了呀，你会出去玩的比较多。 
马：那应该是和很多英国人一样吧，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因为上大学的时候其实压力
不是很大。我就是学语言专业的，我们每个星期课不多，作业也不太多，所以我们经
常出去。 
胡：反正，出去玩儿的时候能联系一下外语吧？ 
马：呃，也可以。 
胡：哈哈。 
马：我这样对自己解释。 
胡：对对对。 
马：也可以。开始工作的哪个阶段呢，我已经在国外。所以那个夜生活也不太一样。
我没有在伦敦呆那么长的时间。因为我一直在国外工作。 
胡：明白。 



马：那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说唱。就是关于关系。不是，是关于社交。不好意思。特
别是年轻人的社交。 
胡：对。 
马：我们有三个人：Tamzin、Anya…… 
胡：还有马老师！ 
马：对。还有我。You can’t rid of me. 好，听说唱之前看有没有一些预习问题？ 
胡：有。 一样的，有三个预习问题。 
 
 

 
1. Tamzin 的红粉说什么？ 

2. Anya 说如果没有收到短信会让她怎么样？ 

3. 马老师不想做什么？ 

 
了不起 Liǎobùqǐ Amazing 
红粉／黑粉／铁粉 Hóngfěn/hēi fěn

／Tiě fěn 
Fans/haters/diehard fans 

跟随者 Gēnsuí zhě Followers 
推特／脸书／微博／微信 Tuī tè/ Liǎn shū 

/wēi bó/wēixìn 
Twitter, Facebook, Weibo, Wechat 

查／查手机 Chá/chá shǒujī Check/check your phone 
粉丝 Fěnsī Fans 
粉 Fěn To follow 
在意 Zàiyì To care 
丰富 Fēngfù Rich (varied) 
多金／富有 Duō jīn/fùyǒu Rich (wealth) 
陪 person + verb Péi To accompany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抽空 Chōukòng To find time 
呆 Dāi To stay (in a place) 
狂欢 Kuánghuān To party, go mad 

 

 
广交朋友    Guǎng jiāo péngyǒu   Make lots of friends 
世界各地    Shìjiè gèdì     All over the world 
 
 



 
第一个 RAP：社交    演出者：Anya, Tamzin, 马老师 

 

有人说我的生活是最了不起的 

我的红粉对我着了迷，说我太帅了！ 

在网络我有很多的跟随者 

比方：推特、脸书、微信、微博都是

很流行的 

 

起床的时候我看我的手机 

因为我需要查我的社交媒体 

如果没有收短信，让我生气 

因为互联网的世界这是我的土地！ 

 

由于我是很有名的饶舌主演 

人们要和我一起拍一个照片 

我有很多的粉丝，我真的人气 

大家都应该分我的社交媒体 

 

有些人说我是一个有药隐者 

没关系，我只听到我的粉丝 

别人背后议论，我毫不在意 

因为他们的看法都是一堆垃圾！ 

 

 

 

 

 

yǒurén shuō wǒde shēnghuó shì zuì liǎobuqǐ de 

wǒde hóngfěn duìwǒ zhāolemí shuō wǒtàishuài le  

zàiwǎngluò wǒyǒu hěnduōde gēnsuízhě 

bǐfang tuītè liǎnshū wēixìn wēibó dōushì hěn 

liúxíngde 

 

qǐchuáng deshíhou wǒkān wǒde shǒujī 

yīnwéi wǒxūyào chá wǒde shèjiāo méitǐ 

rúguǒ méiyǒu shōu duǎnxìn ràngwǒ shēngqì 

yīnwéi hùliánwǎngde shìjiè zhèshì wǒde tǔdì 

 

yóuyú wǒshì hěn yǒumíngde ráoshé zhǔyǎn 

rénmen yào héwǒ yīqǐ pāi yīgè zhàopiàn 

wǒyǒu hěnduōde fěnsī wǒ zhēnde rénqì 

dàjiā dōu yīnggāi fēn wǒde shèjiāo méitǐ 

 

yǒuxiērén shuō wǒshì yīgè yǒuyào yǐnzhě 

méiguānxi  wǒ zhǐ tīngdào wǒde fěnsī 

biérén bèihòu yìlùn  wǒ háo bú zàiyì 

yīnwéi tāmende kànfǎ dōushì yīduī lājī 



 

现在的年轻人有丰富的社交 

这不是说他们父母已经很无聊 

你想！爸爸当然喜欢陪妈妈出去 

宝宝睡觉啦？那就请保姆 

抽空去酒吧，喝酒和朋友跳舞 

不想呆在沙发上，安静地看书 

我们在狂欢，你们就在做梦！ 

最好玩的时候你们还没有出生！ 

现在的年轻人，也不是最牛 

只有爸爸妈妈知道什么是生活！ 

 

 

 

 

 

 

 

 

 

 

 

 

 

 

 

 
 

xiànzàide niánqīngrén yǒu fēngfùde shèjiāo 

zhè bushìshuō tāmen fùmǔ yǐjīng hěnwúliáo 

nǐxiǎng bàba dāngrán xǐhuan péi māma chūqù 

bǎobǎo shuìjiào lā  nājiù qǐng bǎomǔ 

chōukòng qùjiǔbā hējiǔ hépéngyou tiàowǔ 

bùxiǎng dāizài shāfāshǎng ānjìngde kànshū 

wǒmen zài kuánghuān nǐmen jiùzài zuòmèng  

zuìhǎowán deshíhou nǐmen háiméiyǒu chūshēng  

xiànzàide niánqīngrén yě búshi zuìniú 

zhǐyǒu bàbà māmā zhīdào shénme shì shēnghuó 

 



翻译 Translation 
 

Some people say I have the most amazing life 
My supporters are crazy about me, they say I’m too handsome. 
Online I have loads of followers 
For example Twitter, Facebook, WeChat and Weibo are all really popular. 
 
As soon as I wake up I look at my phone 
Because I need to check my social media 
If I haven’t got any messages, it makes me angry 
Because the online world is my territory! 
 
Because I’m a famous rapper 
People want to take a picture with me 
I have loads of fans, I’m really famous 
Everyone should follow me on social media. 
 
Some people say I’m an addict 
It doesn’t matter, I only hear my fans. 
People chat behind my back, but I don’t care 
Because their opinions are a pile of rubbish! 
 
Young people nowadays have a rich and varied social life 
That’s not to say their parents are already really boring 
Think, of course dad likes going out with mum. 
The kids are asleep? Then let’s get a baby sitter. 
Making time to go to the pub, drinking and going dancing with friends 
We don’t want to sit on the sofa and quietly read a book. 
We’re having a great time, you’re just dreaming! 
At the most fun times, you hadn’t even been born! 
Young people nowadays are not all that, 
Only mum and dad know what life really 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