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们好

2015.09.03

看我的日记的各位，你们好。初次见面，我叫王雨竹。

现在我刚来到日本研修。

我和第十期生的同学们度过了很愉快的3天。

时间不够了，今天就写到这里。（对不起啊，好像电脑有点问题，相片怎么弄都在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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蕨高的第一天

2015.09.06

今天我去了蕨市高中。今天是文化节！三年级的前辈们带我在学校转了转。体验了很多，比如说鬼屋啦，喝茶啦，还看了插花。如果有可能，我想加入花道社团和茶道社团。也有其
他一些有趣的社团，我想参观体验完之后再决定。

班里的同学都很亲切。我很期待今后的生活～～

（不好意思，电脑有点奇怪，不能上传照片www）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雨竹的日记



随笔(9月8日)

2015.09.08

最近每天都在下雨。到了秋天，天气渐渐变凉了。大家不要感冒哦。

今天和日本的妈妈一起办了很多来日本后的手续。办了居留登记，开了银行账户。还买了3个月的月票。好贵啊！花了我一个月的零花钱。（笑）

日本的妈妈非常亲切，知道我想去图书馆，马上就告诉我图书馆在哪儿，碰到不明白的事情时就详细地给我解释。和大家一起度过的时间非常开心。谢谢你们～

从后天开始去学校，好激动啊。学校生活会怎样呢？我很期待。

p.s.今天学习了写信，很有趣〜从日本的妈妈那里借了介绍写信方法的书。今后我想学习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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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2015.09.12

今天寄宿家庭的妹妹所在的中学举行运动会。我和全家一起去给她加油了。因此，我感受到了对于日本来说合作的重要性。。在运动会上，有许多需要所有人参加的项目。大家比起
结果更重视自己的团队。就算是跌倒了，大家一起努力，再站起来就好。这不是一个人造成的，因为大家是一个团队，必须要一起努力。大家或许都是以这样的心情站上赛场的吧。
胜败并不重要，团队一起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所以，即使是最后一位，宣布结果时大家也都大声地欢呼。即使其他队率先完成了所有的环节，也不骄不躁地跟团队一起努力到最
后。我认为这种精神是真正的团队精神。今后，我也要这样努力下去。

以下是照片。请看一下吧。

这就是有名的日本传统比赛项目骑马战!!!(中国没有哦。有机会看，就好好看下吧。笑)

p.s.今天早上地震了。吓了我一跳。来到日本不过两周，台风，地震都经历了。。。这也是一种幸运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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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秋叶原

2015.09.13

今天和第十期生的高同学一起去秋叶原玩儿了。我们在网上约好在南浦和站见之后就出了门，可是：

王：（喃喃自语）都等了一个小时了，高同学怎么还没来？她没事吧？

高：（喃喃自语）都发了好几条短信了，怎么不回呢？她没事吧？

（约一个小时后）

（高同学的手机响起）

王：喂，是我啊。对不起呀，手机没电了。你现在在哪儿？

高：现在在车站呀。你才是在哪儿呢？

王：哎〜？？我早就到了呀，是南浦和站没错吧？

（中略）

高：我说你呀，怎么会在检票口等呢？我不是说了是车站吗？我可一直都在站台等着呢。

王：。。。

所以，结果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地方等了对方一个小时。最后还是见到了是万幸，不过还是要反省一下。通过这回的事情我明白了：

１．和人约见的时候，要彼此确认见面的地点和时间。（中文中的“站”这个词，既有电车车站的意思，又有站台的意思，所以会有这次的误会。）

２．就算没有出门的打算，也要给手机充好电，做好随时都能出门的准备。

（续上文）今天虽然有个不愉快的小插曲，但除了那个，一整天都相当开心。吃了章鱼小丸子啦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肚子饱饱的！（笑）

今天是来日本之后第一次的体验，以后会慢慢越来越好的吧〜

下面是照片：

格外可爱吧〜〜

王雨竹的日记



这是今天的晚饭ーー日本的饺子！！！（试着做了一下，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嘛！不管是做法、皮、馅，还是吃法。。。只有名字是一样的啊（笑））不过，日本的饺子也很好吃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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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活动的季节～～

2015.09.22

最近，在日本是举办文化祭等各种活动的季节。在很多学校都举办了文化祭，运动会，球类大赛等。我也看了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是仅仅用语言表达不了的，所以今天的日记就上
传一些照片吧！那么，大家都看看吧。。

这２张照片是之前日记中写过的中学的运动会

这张是蕨高的文化祭～～很棒吧

然后，这是介绍轻音社团的

王雨竹的日记



这个是我所在的班级！！！大家看起来都很温和吧！我们班开了一个叫做ｌｉｔｔｌｅ　ｍｅｒｍａｉｄ的面包店。（照片中的男同学是美人鱼哦～～很可爱吧（笑）

面包很好吃，我也去吃了，作为客人（笑）

再然后，是蕨高的球类大赛。我们班，大家都是最厉害的！

（我也参加了，篮球比赛，虽然很遗憾，一分都没拿到。不过能够参加我已经很满足了。大家让我这个什么都不懂的人出场，我已经很吃惊了。谢谢大家。。

赢了！！！大家都超级兴奋！抱歉，因为太兴奋，手抖了，照片没拍好。好不容易大家都摆好了姿势，对不起。



这张是小学的运动会，很有趣～跟中国正式的运动会不同，日本的运动会有点像做游戏，很有意思。

这个是日本的传统项目叫做团体体操。我非常惊讶。没想到小学生能够做到这种难度。为了呈现给大家看，一定练习地非常努力。为努力的小学生们鼓掌！！！

最后是在右侧照片中的人的学校举行的文化祭！非常豪华！还有名侦探柯南的戏剧~~（顺便提一下，那个人是天天，大家知道天天吗 笑）

抱歉啊，这么长时间完全没有写日记，今天的日记当作道歉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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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和中国人互相误解的事1

2015.09.22

大家好。之前佐藤老师建议我介绍一下”日本饺子和中国饺子的不同”。然后，我就想起了最近在和寄宿家庭交流时发现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容易相互误解的事情，想讲给大家听。在
此，我想简单地整理一下，写下来。那么，要开始啰～

1日本人认为中国人：一定都见过熊猫。

理由∶熊猫生活在中国，是中国的象征。

事实上：并非如此！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见过熊猫。

2在日本人当中受欢迎的中国菜：麻婆豆腐，饺子

事实上：味道完全不同！简直就是完全不同的菜！中国的麻婆豆腐很辣，而日本的很甜！

中国的饺子是水饺，是煮了再吃。

左边的是中国的水饺，右边的日本的饺子。差别很大吧！

不同：做法：中国的饺子皮有点厚，有点粘，要撒上面粉再包。而日本的饺子皮很薄，很硬，要沾水包。而且，包漂亮饺子的方法也不一样。

做法：在中国是煮饺子，在日本是煎饺子。

吃法：中国的饺子有咸淡，不用蘸任何调料就可以直接吃，而日本的饺子味道很淡，要蘸酱油和米饭一起吃。

3日本人认为中国人：一般都喝茶。

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国人比起茶喝水更多。

今天就写这些吧，再见～（其实，其他的不同我忘记了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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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各种体验

2015.10.16

很抱歉长时间没写日记。最近因为考试复习，都不怎么有时间。今天考试结束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写的日记就一起写了吧〜fight on!!!

那么，就不说有的没的了，先丛照片开始！！！请看。

9月25日

从学校老师那里拿到了校服！！！好漂亮啊！真切地感受到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日本高中生。今后也会加油的！

9月26日

跟学校的老师一起去看电影了！前辈，谢谢你邀请我一起去〜电影很好看哦〜（而且，跟在电影院看电影不同，这次是试映会！好棒啊！电影6点种开始，大家4点之前就开始排队
了！！！）右边的照片是去看试映会途中拍的风景，漂亮吧！

9月27日

王雨竹的日记



跟住家的妹妹们一起体验了剑道。大妹妹是剑道部的，从她那儿学到了很多。剑道，真的很有意思〜

那天正好是中秋节〜我还看到了月亮。

那天阴天，有点遗憾。不过，月亮非常漂亮〜（一个人外出，让妈妈和老师们担心，真的对不起。）

10月3日

为了迎接竞走大赛，在体育棵上一直在练习。今天是第二次！这次的内容是长跑40分钟！跑了大概6400米！第一次跑这么多！累死了。。wwwJK的体力！！！我也得加油〜

10月10日

去看了蕨高剑道部的比赛。蕨高剑道部的小伙伴们最棒！大家都超帅的！

同一天是妹妹的生日，托妹妹的福，吃到了好吃的蛋糕〜（当然我也好好准备礼物了 笑）还见到了奶奶。奶奶非常亲切，人很好〜见到您真好〜谢谢奶奶〜谢谢住家的各位〜谢谢
你们的照顾。我现在非常幸福〜

10月11日

第二天，去看了东工大的学园祭。真不愧是大学的学园祭，相当好〜



对吧〜

10月14～16日

然后，最后是期中考试！！！太难了www嘛，不过我一直努力到最后。（辛苦了〜　笑）详细内容我想写在下一篇日记中，感兴趣的同学，请阅读我下篇日记吧。

那么，这次就写到这里。一直读到最后，大家辛苦了〜谢谢一直支持我〜今后也请多多关照〜

那么，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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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中国的不同 1

2015.10.16

按照约定，我在这里了〜（笑）

这次我来介绍一下我发现的日本和中国的不同。

1. 考试的方式

中国:考试前后没有问候，发下试卷以后，立刻开始填写姓名等，之后一边确认试题内容，一边等待考试铃响。考试的时候，如果有考试
相关的问题，随时可以跟老师讲。所有科目连续考2〜3天全部考完。

日本:考试前后跟老师互相问候，发下试卷以后，考试开始的铃响之前不能打开试卷。对考试有疑问的话，只有负责那个科目的老师来到
教室时才能提问。如果东西掉到地上，不能自己捡，要举手告诉老师。（好严格啊〜）一天当中只有半天有考试，有考试周，考试全部
结束要花一周左右。（这次是期中考试，不用考全部科目，所以3天就结束了）

 然后，在生活方面，

中国:一般买瓶装水。带水壶和瓶装水的人非常多。

 日本:几乎所有人都带水壶。经常带瓶装水的会被认为是土豪。（不过，可以理解的。日本饮料的价格，不是开玩笑，也太贵了
吧！！！）

中国:蛋糕的种类没那么多。蛋糕上摆的东西种类有很多。平时买的蛋糕感觉和生日蛋糕是不一样的。

 日本: 也会重视蛋糕上摆的东西，但是与此相比，更重视蛋糕的品质。蛋糕种类非常多，平时也可以买自己喜欢的类型的蛋糕。

中国:有固定的节奏，每天过同样的生活。

 日本:一张一弛，在各个时间段做不同的事情。

那么，这次就到这里吧。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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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幸福

2015.10.31

１０月２１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

从昨天开始就有很多亲戚和朋友们送来祝福，可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莫名地觉得不安。在日本的第一个生日，会过成怎样呢？也有期待，
可说实话，也有点担心会不会终究是自己一个人孤单地度过这一天。之前一直盼着早点到生日这天的，可真到了生日，还没做好心理准
备。又想还不如再慢点到呢。

就这样，带着兴奋去学校了。中午之前都和平常一样，好像大家都把我的生日给忘了。可是第四节课下课后，和往常一样正和朋友们聊
天，一个朋友突然对另一个问道：“哎，现在好不好？”“好呀。”

“哎，小王，今天是你的生日吧？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两个人一边说，一边拿出了礼物。）我真是感动啊！！！大家都记得呀！我的生日。和大家一起照了照片。非常非常
开心！

放学后，和负责留学生的老师互相送上了祝福。（我和老师的生日正好是同一天〜）之后，和古典日语的老师一起补习了古典日语。老
师非常友善，教了我很多东西。真的谢谢您。（生日这天，第一次和老师一起学习古典日语。我16岁了，以后要想着追上大家的目标努
力！）

回到家后，妈妈和妹妹已经准备好了美味的晚饭在等着我。桌子上放着心连心的老师们写来的信。之前我已经知道有写信这回事，不过
真正看到信里的内容时，真的被感动了。真的谢谢各位老师。

吃完饭，大家一起以日本的方式为我庆祝生日。还吃了蛋糕（是我之前选的蛋糕哦〜）。非常非常好吃！！！ 妈妈和妹妹也送了我礼
物。妈妈真的很细心啊。她注意到越来越冷了，为了不让我受冻，送我的是围巾。谢谢你，妈妈〜 我很开心。

我也得到了来自国内的父母和朋友们的祝福。

收到父母专为我制作的祝福的视频，我实在太感动了。来日本之后，第一次哭了。不过，这是幸福的泪水。今天，真的好感谢大家。我
真的好开心！！！

下面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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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

2015.10.31

日常生活中的感动：

古汉语课上：

老师：王同学、。。是汉文训读句（用日语读古文或汉诗时一种固定的解读方式——译注）。。是训读点。。。

我：是。。。。

（朋友A听到我们的话，开始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过了一会儿）

A:小王〜（把纸递了过来）

（没错，就如照片所示，A给我把解释写下来啦）

这是来自老师们的留言，这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王雨竹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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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走比赛！！！

2015.11.09

11月6日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练习后，今天终于是正式比赛的日子了。今天是健走比赛！！！大家真的都很努力啊。辛苦了ーー(话说回来，日本JK（高中女生的缩略语——译注）的体力实在

太出乎意料了。练习的时候40分钟跑完，正式比赛时女生跑了差不多15公里、男生跑了差不多10公里。)大家都一直坚持到了最后。辛苦啦！真的太棒了！！！

我们留学生不能参加健走比赛，就当工作人员发面包。虽然有点遗憾，但是为大家工作也很愉快。也和其他的工作人员说了很多话，看到选手们冲过终点的瞬间，我也一起感受到了
成功的快乐。

比赛结束后，和另外一起当工作人员的三个人去玩儿了！！！

大家一起照了大头贴，还玩儿了太鼓达人~~非常非常开心ー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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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球

2015.11.09

11月9日

健走比赛结束了。

今天的体育课内容是垒球。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垒球。大家都好友善，从1开始指导什么都不懂的我。真的好感动。虽然打得还不熟练，不过和大家一起打球非常开心ーー

以后我也要努力下去。

P.s. 今天早上，正要出门的时候，突然发现钥匙不在一直放着的地方。赶紧开始找，幸好终于找到了。太好了！！！

钥匙很重要ーー下次一定要好好地放好钥匙，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第二次了

还害得妈妈跟着担心，真是对不起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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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

2015.11.27

 11月27日

今天放学后，没像平时一样马上回家。马上就要考试了，我想多看看书，就留在教室里自习了。

正在专注做着数学练习题时，突然有同学说：“啊，天啊，太漂亮了！”我放下习题集向外望去，看见了一片好美的天空。被太阳染成橙红色的天空格外漂亮。

“王同学看不看？”同学边说边给我看用手机拍的照片。看着那美丽的景色，我相当感动。“~哇，超级漂亮！！！”“啊！！！还能看到富士山！”

我急急忙忙跑到外边，拍下了如此美丽的夜空。实在没想过能看到富士山，真的真的好感动！！！

今天决定留在教室自习，实在是太好啦~笑

p.s. 回去路上有家面包店，就买了个奶油面包吃。好好吃。（有点儿小贵，我的零花钱www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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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

2015.11.30

阅读我日记的各位，晚上好～

从心连心的老师们那里收到月例报告书，我才猛然发现好久没写日记了，对不起了各位。

来到日本已经过了3个月了。时间过得好快~我也经历了许多。

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记录想写到日记里的事情。刚刚查了一下，已经记了非常多想写的东西，但是最终还是没写www

很抱歉，能再等我一下吗。考试结束后，我马上就写。今天我在这里发誓。所以，请你们期待我的日记吧~(笑)

P.s. 今天得知北京的污染状况，我十分担心。在中国的大家，还好吗。请你们多多保重身体～跟妈妈也聊了许多。我深深地感觉到“治理污染不能全交给政府！！！要担负责任从自
身做起！！！”自己一定也有能做的事情。我想为了这个世界能够生存下去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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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中国的不同３

2015.12.07

柿子：

中国：只吃熟透后（变软后）的柿子，用勺子崴着吃。

日本：柿子还是硬的就已经可以吃了。用刀削皮后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直接吃。

（刘雅轩同学的日记里有很具体的描写，一定要看看哦。）

 

给水果削皮的时候：

中国：大多数用打皮刀削皮。

日本：连小孩都能用刀熟练地削皮。（我完全做不到。泪）

 

吃火锅的方式：

中国：火锅就是主食，汤底基本没有味道，要按个人喜好蘸着火锅调料吃。也有人吃火锅的时候配馒头一起吃。

日本：主食是米饭。汤底有一定味道，跟米饭一起吃（其他还有饺子也跟米饭一起吃。）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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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中国的不同４

2015.12.07

关于大衣：

中国：我住在中国东北，在那儿大衣是秋装，入冬后很多人都穿羽绒服。

日本：逐渐步入冬季，也和秋天一样穿大衣。下身穿裙子的人也不少。

（个人思考：（问了寄宿家庭的妈妈还有朋友的看法）日本人和中国人追求的感觉不一样。虽说我在的中国东北地区比日本（除了北海道等地）冷，但是就算在日本我也没法只穿大
衣过冬。日本人很注重是否便于活动，所以喜欢看着薄但是保暖的衣服。虽然看起来一样，其实内在全然不同。穿保暖内衣或者在大衣里面穿轻量羽绒服，能让身体暖和起来。）

 

圣诞节：

中国：虽然不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但是在年轻人中很受欢迎。特别是小孩子都相信有圣诞老人，会期待圣诞老人来送礼。

日本：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布置家里。圣诞节当天会吃圣诞蛋糕。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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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志愿者？

2015.12.15

所谓志愿者，不是向人施舍帮助，而是得到“请他人允许我去帮助”的赠与。从妈妈那儿听到这个，我对志愿者有了新的思考。通过志愿者，感受到自己活着的价值，彼此都能从中
获益。站在他人的立场，为了让他人变得更好，而做自己能做的，同时自己也从中得到了快乐。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志愿者吧。跟做什么没关系，只要用心，日常生活中能做到的事情
有很多。我也很想去做做。首先就从为人着想的心情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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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训练

2015.12.16

2015年12月16日

今天学校进行了防灾训练。为了让大家感受灾害来临时的紧迫感，训练安排在上课时间。(说是上课时间，其实是刚开始上课5分钟的时候 笑)

训练分为2部分，首先是地震的防灾训练，接着是火灾的防灾训练。进行火灾防灾训练时，志愿者做了(每个班10人)使用救生袋，滑到地面的训练。一直以来都想体验一下日本的防
灾训练，于是报名参加了。(結果我成了班上唯一一个女生志愿者 哭)

训练开始了。首先是地震的训练。老师在校内广播了：“现在，在埼玉县。。。。”，班里所有人按照数学老师(正好是数学课)的指示，钻到了桌子底下。这样的训练听起来很轻
松，实际上桌子下面很窄，出来的时候很难。。。然后，班里所有人走出教室，到操场集合。但是，操场很小，所以一个班一列按学号排好队。老师在前面讲话，可是因为没有麦克
风，完全没听到。没办法，我一直站在班里的最后面发呆。对不起，老师。哭)

接着是使用救生袋的训练。午休时，看到搭起的救生袋，我就开始后悔报名了。太害怕了。前面的人一个接一个都顺利滑下去了。“下一个，王同学。手不要松开！”我钻进了救生
袋。唰ーー周围一片空白。“好了”结束了！好快！！！我还想再滑一次!!!

朋友对我说:“辛苦了ーー安全着陆了〜感觉如何啊？”“超好玩！！！”“刚才明明那么紧张的”我们一边说着话一边进了教室。

今天真的超级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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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

2015.12.17

现代文的试卷终于发下来了，一直很紧张来着。

分数出乎意料！！！上次只有40分，可这次拿到了53分！！极其开心！！！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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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

2015.12.19

一边写着日记，一边用智能手机听着歌曲《君がくれたもの》（日语歌名，意为“你给我的”——译注）。今天是我在最初的寄宿家庭的最后一天。现在是22:45，预定明天9:45出
发，只有10个小时了。www这首歌唱出了我的心情。一边听歌，一边在脑中回想起至今跟家人们在一起的时光。刚到家里那天的事情也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记得清清楚楚的。

幽默的爸爸，和善的妈妈，两个可爱的妹妹，大家都那么友好，为我着想，帮助我。我说我喜欢吃日本的零食，别人送给她们的零食她们都会给我。我说我想更了解日本，就跟我说
很多日本的事情。为我考虑，给我很多建议。我因此才知道自己的天真，才能成为更出色的人。太快了啊，已经在家里和家人一起生活了四个月了。

真的谢谢大家。和你们在一起的日子真的很开心！！！关于中国，我也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所以没跟你们说那么多，真对不起。一直以来真的一直受你们照顾，以后也请多多关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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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最棒了！！！

2015.12.27

今天久违地做了现代文的作业。意外地取得了这么高的分数！！！吓我一大跳！！！是不是暗示了之后要有什么好事儿发生呀 (笑)

总之，我会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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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i

2015.12.27

Meri是住宿家庭的新成员猫咪！！！

可爱吧 ( ^ω^ )超级无比好喜欢！！！

顺便说一句，Meri虽然是猫，但是它晚上正常睡觉的噢〜〜睡到我的被子上(被子突然一下变得好重ーー啊呀呀，Meriーー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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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空塔

2015.12.31

今天和住宿家庭的各位（其实是蕨高的前辈。笑）一起去看东京晴空塔了。不愧是世界第一高的电视塔呀。现在正好是年底，从电车一下来，就已经挤得不行了，不光是日本人，还
有好多外国人。我们是11：30左右到的，已经在发6点的号码牌了。急忙拿了号码牌之后，又开始排队买星象馆的票。在星象馆看的是一部叫“与你看的流星”的作品，看到了好多
我和前辈一直都想看的星星，好漂亮，是一部很受好评的作品。真的能自己亲眼看到，真的太好了！！！非常非常感动，解说也很简单易懂，星座也非常漂亮。40分钟一下子就过
去了。买了个小夹子作纪念，就出了星象馆。唯一一点不好的是，因为座位比较靠前，一直看着上方，结果脖子好痛（不过也没办法嘛〜笑）

 

看完星象馆时间还早，就在附近逛了好多家商店。晚饭是甜品任吃（高级版）（所以也超级贵哦，不过好吃得不得了，还有牛排赠送！！！）

 

然后，终于到正戏了。我们登上了晴空塔。夜景非常漂亮。拍了好多照片。还提供拍照服务，去看拍下的照片时，照片已经洗出来了还装饰得很漂亮。好感动，忍不住就买了下来。
贵啊！！！花了１３００日元！！！我的零花钱（泪）

 

前辈知道了我的烦恼后，替我买了到展望回廊的票。真的好感动。谢谢~~太喜欢你啦。（不过，下到一楼之后不能再回去这个好讨厌！！！）

 

从晴空塔出来后，遇见了一位晴空塔达人。在达人的指导下，我们拍了好多漂亮的照片。真的好厉害。好友善的人！！！还有小狗狗，好开心！！！

王雨竹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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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空塔照片篇1(内部)

2015.12.31

很多照片，敬请欣赏

王雨竹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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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空塔照片篇(Star Wars)

2015.12.31

请享受照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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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空塔照片篇(与达人偶遇)

2015.12.31

精彩绝伦！！！感动！！！

王雨竹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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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践

2016.01.05

是勾践！！！不是句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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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眼中的中国2

2016.01.09

好长时间没写下去了，对不起~感谢浅田老师给了我一些建议，因此日本人眼中的中国系列重新开启！

汉文：在日本人眼中看来，汉文是中国的东西，所以对中国人来说应该非常简单。

其实，那是误解！！！汉文确实是中国以前的文章，这点是没错的，可是汉文对中国人来说，是就像对日本人而言的古文一样的存在。但是，虽然能读汉文的文章，但是日本人的解

读方法很难懂。觉得好像特意把明白的语言变成了很难懂的语言。简而言之，就是说能读懂文章，但是做不出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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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NHK

2016.01.17

1月16日

和住宿家庭一起去参观NHK了，非常开心。日本有很多工厂还有办公室都设有供小朋友参观的一角，让小学生也可以体验到工厂。如果中国也有这样的体验活动就好了。

不愧是升学统考的日子，我也回答出一个问题哦~笑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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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神宫

2016.01.18

1月16日

向往已久的明治神宫！！！终于去了。跟想象中一样，是一个非常漂亮，气派的神社。下面两张照片是御苑!!!

那么，就请看照片吧。

王雨竹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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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泰丰！───O(≥〓≤)O────!

2016.01.18

真不愧是世界最好吃的小笼包，太好吃了—————!!!!!!!!

吃法。。。好怀念(话虽这么说，我也没怎么用那种吃法吃过。笑)

王雨竹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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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2016.01.18

今天下大雪了。虽然很漂亮，可以由于下雪，电车晚点了。一半以上的学生都迟到了(我也是 哭) www从车站到学校需要20分钟，我已经走了近四个月了。不过，今天不一样。我花
了差不多两倍的时间才到了学校。上学用的鞋子也湿透了。很糟糕。但是，日本的学生每年都是这样一个人去学校。几乎没有人因为天气的原因向学校请假。我进教室的时候，班会
已经开始了。同学看到我笑着说：“雨竹，你迟到了”。那是是8:42，班会是8:35开始。不过，教室里来的人还不到一半。www最后，10:5开始上了一堂50分钟的课。虽然很糟
糕，不过看到了美丽的雪，很开心！！！到底是日本啊，下课时，雪差不多都化了。很庆幸早上拍了照片。那么就请看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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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面博物馆

2016.01.18

1月10日

这是上周发生的事情。日记写晚了，不好意思。

跟住家一起去了横滨。首先去了期待已久的杯面博物馆体验亲手制作日清的鸡肉拉面 !!!好有人气啊～～

哇!!!指导我们的竟然是中国人!!!她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现在在日本的研究生院学习。

照片是我设计制作的拉面。大家觉得怎么样？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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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感动

2016.02.02

放学回家的路上跟朋友一起路过一家店。于是店里的这个影集打动了我的心。外形像个笔记本，轻便，小巧，尺寸方便携带，我马上就决定买下来。

虽然每天都在重复一样的生活，不过，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小小的感动，每天才是多彩的，不同的。那么，明天又将会如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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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闷!!!

2016.02.02

2月1日

南浦和，今天开始可以用电梯了?!!!!

我好想哭!!!要知道，我昨天才刚刚一个人提着行李箱爬了楼梯www

好倒霉啊www不过没关系，老天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一定是将我的好运给了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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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跑妖怪ーーーーーー

2016.02.03

2月3日

今天是节分（日本的“节分”江户时代后常特指立春的前一天，1985年起为每年的2月3日。这一天有许多如撒豆子、吃惠方卷等传统活动。——译注）！！！说道节分，那就是和
妖怪一起撒豆子啦！！！(笑)

豆子很好ー吃！！！顺便说一句，推荐撒点拌饭料在豆子上一起吃ーーーーーー(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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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惠方卷？！！！！

2016.02.03

2月3日

节分（日本的“节分”江户时代后常特指立春的前一天，1985年起为每年的2月3日。这一天有许多如撒豆子、吃惠方卷等传统活动。——译注）的时候，要吃惠方卷！！！！

不过，这个也。。。。是惠方卷？！！！！怎么看都是甜点嘛。。。

不过，不过的不过！！！很好吃！！！我有好好遵守规矩哦！默默地吃下去的哦〜〜（日本的传统习惯，吃惠方卷的时候不能说话。——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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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好吃的巧克力！！！

2016.03.03

3月3日

今天一家人一起吃了超级逼真，超级好吃的巧克力！！！巧克力是做成行星形状的，好像1个居然要500日元啊！！！不过，真的是物有所值的高级巧克力。妈妈、爸爸、谢谢你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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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は月曜！！！

2016.06.20

先週土曜日学校公開で臨時授業をしたため、今日は振り替え休日ということで、学校は休みです。いつもと変わらず二日間連続休み、私が自然に今日は日曜日だと勘違いまし
た。 一連の悲劇はここから始まりました。私は博物館に行くことを決めました。電車に乗って1間後ようやく上野駅に着きました。博物館前に置いてあった本日休館のボードを
見て、私が初めて今日は月曜だと気づきました。仕方なく、私は帰ることを決めました。駅でチャージしていたとき、外国人に道を聞かれわれました。私はがんばって英語で答
えってみました。そして、初めて、自分はもう英語ができないということを痛感しました。これは私今日唯一の収穫でした。笑

もっと英語の勉強頑張らないと。笑

でも、上野公園の景色はとてもきれいでした。デラックスできました。あー、電車料はやばかったね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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