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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隽吉的日记



研修 day3 感触颇多

2015.09.03

今天，我们去了池袋的防灾馆，我们体验了地震，灭火和烟雾等环境。让我们了解到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同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面前，人的力量总显得渺
小、微弱，而人类征服自然的冲动又从不会停止，所以我们作为学生，应该做的是保护自己同时敬畏自然。之后，中午我们去了心连心的中心，在食堂里吃了好吃的料理，感谢那位
做出怎么好吃料理的厨师。我想我们要感恩身边的每一个人，用实际行动去报答他们，或许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会让身边的每一个人露出灿烂的笑脸，

变得快乐起来。其实，感恩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只要我们用心发现，感恩无处不在。还有晚上的自助餐很好吃。

沈隽吉的日记



第四天

2015.09.04

今天，感冒了，老师给了我水和药，超感动，谢谢，佐藤老师。

沈隽吉的日记



终于找到wifi了

2015.09.09

来到住家后，没电没网。但是家人们很亲切，还有狗。住家的父亲70多岁，十分精神。第一天父亲亲自下厨做饭，饭菜十分丰盛可口。一家子很和谐。第一天上学，基本没上课，

上午一直在登记。我们学校很好，可以自己选课，而且学校发电脑，班里的同学十分友善。交到了一个好朋友。开心

沈隽吉的日记



随笔（9.10）

2015.09.10

第一天完整的上一天的课。今天交到了第二个好朋友，果然团队运动是一项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好的运动。

沈隽吉的日记



随笔(9.11)

2015.09.11

     夕阳西下，电车在隧道中穿梭，一个男孩在车中睁开朦胧的睡眼，盯着远处的人群，想起早上的新闻。“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日本人的稀时惜命的态度让我十分感慨。珍
惜时间，就是珍惜生命，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不错，在火灾爆发时，火警早一秒中来，也许就避免很多的伤亡和损失。在“5.12”地震后，官兵每早到一秒钟，又
能救出多少条生命？从另一个层面说，人们的生命不正是又时间组成的吗？时间在流淌着。日本人的不耽误别人这种态度让我感慨万分。

沈隽吉的日记



交到了学校以外的朋友

2015.09.11

今天，吉田先生的朋友来家做客，晚餐异常丰盛，晚餐之后，我向吉田先生的朋友介绍了上海，他也给我介绍了日本和漫画和料理，我们交换了邮箱成了好朋友。

沈隽吉的日记



随笔(9.13)

2015.09.13

今天上午，和住家去购物，买了蔬菜和摄像机，我教了住家，姜茶的做法，我的视频也有了进展。下午去了图书馆，日本的图书馆，书很全，很好看。

沈隽吉的日记



第一次进部活

2015.09.15

今天，我第一次踏进茶道部的和室，被她的整齐洁净所迷倒，于是进了茶道部。第一次，部活好兴奋，第一次喝抹茶好好喝，就是静坐好辛苦。住家的·妈妈知道了我参加茶道部，

给了我一个比我年龄还大的绢纱 ， 。

有认识了两个新朋友，今天是个好日子啊。

沈隽吉的日记



随笔(9.16)

2015.09.16

今天上伦理课，讲着宗教，老师告诉我们，无论什么宗教，最重要的是，认真的开心的活下去。虽然很扯，但对我触动很大，一个人生活在陌生的城市，最重要的是，每天帅气的，
开心的生活下去，总是要坚强的理由，醴泉无源芝草无根人贵自勉，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民生在勤，一且靠自己，走下去，帅气的少年呦---快去创造奇迹。

沈隽吉的日记



随笔(9.18)

2015.09.18

大家现在是不是进入了传说中的孤独期了呢，反正我没有。出门在外，大家要注意身体啊。推荐一个方子，

当归10克 川芎8克 白芍12克 熟地12克

材料洗净，加入3碗水，煎煮成一碗水，倒出汤汁。

把残留的药渣，再次导入锅中，倒进3碗水，煎煮成一碗水。

将两次的汤汁混合在一起，分成两碗（温热时喝）。

饭后半小时喝，一般建议早饭与中饭后半小时喝，吸收更好。

不过因为是中药，所以可以加甘草，红枣，蜂蜜，玫瑰，黑糖调味。

还有，男孩子不要试，这是给女孩子的方子。

不要谢我，叫我雷锋，大家要开心的，帅气的生活下去吖！

沈隽吉的日记



一个中国人在日本横滨的中华街

2015.09.19

今天住家带我去了横滨的中华街，在那里，真是人山人海。在那里喝了椰奶，啃了包子，吃了面，在吃面的地方，找到了几个老乡，找回说中文的感觉真好，还有，抹茶小猪包，很
好吃。

沈隽吉的日记



做吃的

2015.09.20

今天，做中国菜给住家吃。

沈隽吉的日记



随笔(9.21)

2015.09.21

今天，住家做御好烧和炒面吃。不得不说，御好烧，鸡蛋的香浓，卷心菜的清脆，胡萝卜的香甜，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加上在铁板上煎得恰到好处的猪肉，撒上酱料，海苔。美味在

舌尖混合，仿佛一首交响曲，回荡，但又如那春风，带来滋润却不留痕迹。

沈隽吉的日记



江丿岛半日游

2015.09.22

清晨，迎着明媚的朝阳，出发。去江丿岛

在神社求了签，但是是下签，不过付赠的护身符还蛮可爱的。

然后，吃了竹炭口味的冰激凌和女夫馒头。开心

神一样的少年啊，张开双手，拥抱这个美好的世界吧。

沈隽吉的日记



文化祭开始！！！

2015.09.25

今天，文化祭，我们班级制作棉花糖和冰沙，还发了班级制服

好萌。

还有在我房间里的这是什么？

沈隽吉的日记



无题

2015.09.26

   人生没那么简单。无论是谁都要背负着悲伤和辛酸生活下去。毕竟幸福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得到的东西，所以不需要羡慕别人吧？只要按照自己所想的那样向前冲，总有一天会变
成强者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沈隽吉的日记



文化祭

2015.09.27

昨天是学校的文化祭，因为晚了，为了保证充足的睡眠，用来维持我英明神武的大脑，所以日记推到今天。

不得不说日本的学院祭，中国是学不来的。学生的用心和老师和学校的支持都是十分巨大的力量。

老师和学生的努力是有回报的，我们不仅锻炼了自己的管理能力，也锻炼了经营能力，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成长。这正是学院祭的真谛吧。

沈隽吉的日记



青春，一本仓促的书，青春，一条走了就不能回头的路，青春，在雨水和阳光走过的岁月。青春太好，好到你无论怎么过都觉得浪掷。

青春，那个可以放纵的年代。我们年少轻狂，我们还是孩子，我们渐渐长大。我们笑过，哭过，疯过，闹过，玩过，当青春的字眼渐渐模糊，才会想起那段最美好的时光。

珍惜现在，好好玩！！！



迟到的中秋

2015.09.28

又是中秋，又见月圆。中秋是一个浪漫，温馨，祝福，思念，团圆的日子。世上最远，莫过于心。世上最大者，莫过于心。世上最近者，亦莫过于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愿
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愿天下所有的父母，身体健康，吉祥如意。愿天下所有芸芸众生，都团团圆圆，快快乐乐。中秋月，故乡明。明月是同一轮明月，中秋也是同一个中秋，并
没有什么差别。有分别的是我们自己的心，一切只因那月下的人。当我们背起行囊，头也不回地走向远方，经历千辛万苦，去寻找心中的乐土，去寻找理想的天堂。有一天蓦然回
首，却发现“踏破铁鞋无觅处，那人原在灯火阑珊处”！天堂就在心中，乐土就是故乡。我们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突然了悟——人生原来如此。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人人都

会发出这样的慨叹，人人都有思乡情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沈隽吉的日记



感动

2015.09.29

      今天吃晚饭的时候，住家的爸爸对我说“你来日本有什么想去的地方，现在赶紧想想，能帮你的我们会尽量帮你，好感动。感动是一块蘸满高尚情操的海绵，倘你愿挤，你生命
的夹层中会留下光辉的一笔；感动是一粒表面布满灰尘的水晶，若你愿擦，你的生命将被它的光照得充满活力；感动是一支先人遗留的生花妙笔，倘你愿画，它会助你画出奇特的世
界，生命的光环。我曾经看过一则故事，它是这样说的：一位印度教徒，步行到喜马拉雅山的圣庙去朝圣。就在他的前方，他看到一个小女孩，年龄不会超过十岁，背着一个胖嘟嘟
的小孩，正缓慢地向前移动。那个小女孩气喘得很厉害，也一直在流汗，可是那个小女孩的双手还是紧紧地呵护着背上的小孩。这位印度教徒见那个小女孩很辛苦，于是想上前去帮
助他，还跟她说了她背的很重，安慰她。可是，小女孩并没有因为有人来安慰她而感到高兴，而且还板着脸反驳印度教徒：“你背的是一个重量，但我背的不是一个重量，他是我弟
弟！”没错，那个小女孩背的是她的弟弟，不是一个重量，包袱才是一个重量。我想，我们每个人之所以能暖暖地生活着，那是因为我们生活里充满了爱。爱，就是成就感动的源
泉！ 因为世界充满不同，所以我们的选择才五彩缤纷，就像伴随我们成长的爱、感动人心的事，从来不会是单调一色的。

沈隽吉的日记



撑

2015.09.30

今天住家的朋友聚会，去意大利餐厅吃饭大家都很热情，问了一堆问题，然后就是每个人给我夹菜，然后说着长怎么高多吃点，然后吃撑了。但是我很感动，大家问我对日本的看
法，我只想说，“我们本来都是一个种族，因为出身不同，语言不同，而有了不透，但这又怎样？”我们是一家人吖。

沈隽吉的日记



准备

2015.10.02

今天晚上，第一次在日本自己准备一次出游，没想到这么辛苦。这也许就是大人嘴里说的独立吧？但不得不说，要成功，我们就要学会独立。独立能够锻炼人的意志。曾经看过飞虎
队的训练，他们要自己一个人背着几十斤的石头，绕着山跑十几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如果摔倒了，要自己站起来，不能够让他人帮忙。不难发现，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锻炼自己的
意志。试想一下，飞虎队不能独立，其后果是怎样？国际恐怖组织是一只猛虎，在他们的尖牙下，飞虎队就会在一瞬间让自己的生命面临危险，人们，社会，国家也会变得动荡不
安。是独立，让木棉花尽情绽放出它的美，也是独立，让世界上所有的人在人生的舞台上肆意歌舞。

独立是夜幕中的一丝微光，虽然很淡，但也能冲破黑暗。

独立是大海里的一块木板，虽然很小，但也能拯救生命。

独立是烧杯内的一种催化剂，虽然很少，但也能改变速率。

独自向前，神一样的少年，冲冲冲。

沈隽吉的日记



有纪念意义的一次出游

2015.10.03

今天，和同学李依桐去了新横滨的拉面博物馆。不得不说自己组织的出行总是伴随着意外地，今天，在顺利的换乘无数辆电车之后到了新横滨，然而，在到了之后我发现完全不知道
怎么走，问了seven的店员，在惊讶的目光下，店员熟练的拿出了，一枚简易地图。这真是。。。但是在有地图的情况下依旧走错了路，但总算有惊无险的到达了，拉面博物馆。

然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放十一长假的原因，在那里遇到了无数同胞。哎，好亲切，还有面好好吃。。。

还有那里的电影海报，真是让人怀念，1957年的地球防卫军。。。这是圆谷英二导演早期的作品的还是很好看的，但是我更喜欢圆谷英二导演的哥斯拉系列和奥特曼系列，它们带

给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内心的正义和英雄。在这里向圆谷英二老爷子“特摄之神”致敬

之后和李同学一起去买书然而。。。

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

今天好开心！

沈隽吉的日记





担心

2015.10.05

虽然很久以前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但是不得不说有点小担心，因为住家有事外出，并且不能带上我所以我不得不，从明天开始的3天里暂住在住家的朋友家，昨天去看了一下，是个不

错的家还有两只小狗，很精神呢。但是总有点小担心。。。

沈隽吉的日记



噢！

2015.10.07

我终于找到了wifi，在这个住家这里我住的是和室，晚上特别暖和。不得不说这里离学校更远，但是好在住家能来接我。总觉得没有什么实感，但过得很好。

沈隽吉的日记



琐事

2015.10.11

来日本超过一个月，我想说的是，不管怎样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或多或少的留下了属于我们的足迹，我们要在这里走下去无论多远。不要低头，王冠会掉，不要落泪，贱人会笑。相信
奇迹，那本身就和奇迹一样了不起。万物都有其流淌着的命运，星空之所以美丽，就是因为在无限的宇宙中，不管黑暗如何蔓延，都有星星的光芒去把它照亮。世界也是这样，有绝

望的地方，就会有希望产生。虽然有点扯偏了，但是我想说，好好玩。

于是乎，今天我就买了一张彩票，虽然有人说揣着这张纸，人生或许就会不一样吧？但享受各种各样的事情，苦恼各种各样的事情，见识各种各样的事情，但那是我们的未来啊。不
是吗？比起不做而后悔，不如做了再后悔。

但是，可爱即使正义不是吗，这彩票好萌。

沈隽吉的日记



镰仓之行！！！

2015.10.12

    今天，去镰仓玩，清晨，我坐上JR电车向镰仓出发。首先，我们去了鹤冈八幡宫，因为去的早，所以没有什么人，但正是这样，才让我们看到了这座日本三大幡宫之一的魅力，

然而我们的运气非常好，今天正好有人结婚，所以，拍到了难得的景象。

之后去了镰仓小町通，买了小吃和特产，随便的解决了午饭之后。

下午，去了圆觉寺。

这座寺庙，十分宏伟吧，但是走在寺庙里却能感觉到自己的心静下来了。风景好的没话说，寺里还有佛牙和舍利。还有夏目漱石的参禅的院子。。。

沈隽吉的日记



虽然今天很高兴，但现在累了。。。



随写10.13

2015.10.13

今天，因为学校放假，于是和住家爸爸出去郊游，去了钱洗弁财天，洗了钱。又去了葛原岡神社，求了姻缘。又去了净智寺，拜了布袋神。累了但很开心，明天又要上学了，啦啦啦
啦

沈隽吉的日记



随笔(10.14)

2015.10.14

今天，有中国留学生来学校访问，于是乎，我就成了专职翻译，由于是，一节制图课就成了我和老师聊中国和日本差异的课了。又于是在日本受到一个来自中国留学生的中国礼物作
为一个中国留学生我觉得有些微妙。但不得不说这种促进中日交流的活动呢还是都做做比较好看看虽然，大家不懂日语但短短半天时间里大家都在日本找到了小伙伴，并留了邮箱。
啊。。。。

沈隽吉的日记



花火

2015.10.17

今夜在家看江之岛的花火大会，看了之后真是有点感动呢。

 

沈隽吉的日记



短暂的花火，绚烂的旅程。正是这种，如樱花般短暂却有深刻的美丽，让人心碎和沉醉吧。人生像花火，入土是必然的结果。大家奋不顾身去绽放了，有的大，有的小，有的精彩，
有的暗淡，最终都消失了，没有哪一束可以永远停留。没有谁可以更骄傲，所以不用羡慕别人的好。我也绽放了，只需要证明这一点，人生就点亮了。这就足够了。



没错，从今天起我就是······

2015.10.19

没错，从今天起我就是茶道部唯一的男孩子啦，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哦哈哈哈哈哈哈哈，（有没有隔着屏幕感受到我猥琐的气息，说
笑）。茶道虽然很难，但是不得不说它真的能让心静下来，而且还有点心吃，除了要静坐，其他的还挺好的。还有我的装备来了。啊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漂亮有没有，啊哈哈哈哈哈。

沈隽吉的日记



部活之写真部

2015.10.22

认真说来今天应该是我来写真部的第一次部活，于是我们去了，学校附近的花之国。

虽然很高兴累了，睡觉。

沈隽吉的日记



理发

2015.10.25

     不得不说，来日本之前就开始想这个问题，理发这个有史以来人类的一大难题。于是今天到了我的头上，到了日本头发疯长。于是问住家爸爸，附近有没有理发店，价格大约是
多少，之后我惊呆了最低的1000円，之后想想和住家吐槽这好贵之后。住家爸爸，就说有住家妈妈以前的学生，或许有剃头刀，可以帮我借，于是还真借到了。今天早上住家爸爸

为我亲手减了头发，好感动！！！

沈隽吉的日记



祝愿

2015.10.28

  明天，住家妈妈因为要做手术所以要住医院，在这里衷心祝愿她早日康复。

沈隽吉的日记



随记10.31

2015.10.31

  今天，住家妈妈出院，于是我和住家爸爸去医院接妈妈。于是，如愿见到了日本的医院，和中国的医院，区别很大，主要是很干净，很贴心。

沈隽吉的日记



两个月了~~~

2015.11.04

     算来，来日已经两个月有余，这两个月，有欢笑也有欢笑，然后就是吃了各种好吃的，生活还算不错，然而说到这里不得不在此感
谢住家爸爸和妈妈。

沈隽吉的日记



在遇同道

2015.11.08

     在遇到了喜欢了《美食的俘虏》的住家朋友的儿子和喜欢《jojo的奇妙冒险》的住家儿子的妻子之后，今天在看《宇宙战舰大和号》的时候住家女儿的丈夫，兴冲冲的跑过来问
我：你在看大和号？点头然后就很自然的点头，击掌，这就是宅的默契啊。不过过了冲田舰长的胡子一样圆，然而我的童年哎。。。总之来了日本发现世界死宅是一家。作为和
EVA，高达0079一样的日本动画的开头，我只得说道我是很感动的。

 

最后，我们高声喊出来，每一个男孩子心中都应该有一艘永不沉没的大和号!

沈隽吉的日记



住家爸爸的生日

2015.11.12

    今天，是住家爸爸的76岁生日，于是我们在家里开了烤肉大会。

沈隽吉的日记



宴

2015.11.16

     今天，豊川老师约我和住家出去吃饭和李的住家一起。然后，不知明的就从进来如何聊成了世界怎么才能和平。吃的好饱，累了。

沈隽吉的日记



陶艺

2015.11.17

     自从选修了工业基础实践，就一直很期待陶艺，今天终于上课了，虽然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吐槽自己很累，每次给学生烧窑要21个小时，但是看着老师的黑眼圈我还是想说，老师
辛苦了。仔细想想，工科的老师各个男神啊。

沈隽吉的日记



昨天和住家去了一座名叫大山实则只有富士山1/3的人满为患坐滑车要排2小时队的山

2015.11.23

 

 

 

     虽然这山上人多得都快满出来了的样子，实际上风景还是很好的，吃着便当看看红叶生活也是很不错的，累了。

沈隽吉的日记



体育考试

2015.11.26

    万万没想到，体育也考试，这个世界没救了，居然还笔试，然后我也是。。。只做对了4道题。

沈隽吉的日记



今天是章鱼烧，明天是御好烧，后天······

2015.11.30

     虽然，明天就是后期中间考试，但是住家这里每天都有客人和好吃的，今天是住家在咖啡馆认识的打工的韩国留学生的住家来我们家做客，然后做章鱼烧吃。虽然是韩国来的留
学生，据说在日本留学了四年，算是我的大前辈。然后明天就考试了，然而我还没复习，世界史A呀，完全背不下来，不过这是难不倒我的，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
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

沈隽吉的日记



考试

2015.12.01

     这魔性的考试，为什么历史考试可以开卷，为什么，那我之前三天捧着历史书再干什么，哇塞。不过这考试我喜欢，考的是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并不需要背诵的死去活来的。

沈隽吉的日记



御好烧派对

2015.12.02

     日常的吃吃吃，今天住家和住家的朋友到住家朋友的店里，去开一年一度的忘年会吃了好多，御好烧，泡菜锅，住家妈妈的芝士蛋糕都很好吃。因为明天还有考试，于是就早退
了。住家的朋友都是好人啊，聊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果然还是这句话：世界上有善意所有人都是一家人。累，睡了。

沈隽吉的日记



万万没想到（第二弹）

2015.12.09

     我是沈隽吉，是个留学生，万万没想到，我和我的现代文老师居然住在一个地区。今天早上有在车站遇见老师，问起之前考试考得怎么样，老师笑而不语。我的心中是一阵的恶
寒啊，这绝对就是挂科的意思吧。然而，细思极恐，这不是抹淡淡的微笑，这绝对是恶魔的狞笑啊，绝对是要加作业了吧。哎，不过神一样的少年怎么会虚这个呢。等着我下次合格
给你看。

沈隽吉的日记



到了这时候

2015.12.10

    今天上现代文课的时候，老师一边发卷子，一边语重心长地和我们说已经到了这时候了，二年级的你们要好好学习啊。我觉得，这个老师是挺厉害的，他是我在这里听到的第二
个提醒我们好好上学马上要高考的人。仔细想想，一个人的学生时代真的应该这样吗？日本学生过的比中国学生在一二年级的时候轻松很多，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把一切
交给分数，把考试当成最低级的游戏。那我们就成功了。

沈隽吉的日记



这风这雨

2015.12.11

常言道得好：风怒欲拔木，雨暴欲掀屋。风声翻海涛，雨点堕车轴。

今早这风这雨简直堪比台风啦。哇，打伞都没用。

沈隽吉的日记



是时候认真一下了

2015.12.12

今天早上，国内妈妈的包裹到了里面的东西让我很感动啊。

之后我觉得不辜负这份希望于是打算好好学习但是发现买错书的我心情真是很

沈隽吉的日记



第一次点前

2015.12.15

    今天是第一次完成了一次完整的点前了，但是因为一直正坐，所以在完成了之后的3分钟里完全不能动。今天冒着生命危险去茶道部拍照，但是老师说不要放在网上于是，

这样就好了吗，虽然不是很懂老师说的什么意思大致，就是这个圈就表示茶室中包含着整个宇宙的意思。跪了半个小时，真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来的。

沈隽吉的日记



体力づくり

2015.12.17

     今日は、体育の授業で、先生が体力づくりだと言って、長距離ジョギングだと言って、私は何もかも受け入れました。この500メートルのトラックをまるまる12周、しかも
走れば走るほど速くな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と、私は何もかも。。。けど、結局７周でもう。。。よく考えてみたら、日本の子ってみんな健康な体ですね。今になってもシャツ一枚
で登校する子がまだいるなんて、口では寒い寒いと言ってるけど、誰一人、風邪を引いたりしていません。当初は体育部にしてなく良かった、さもなければ今日まで生きてこら
れなかったかも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沈隽吉的日记



一年間はもうすぐ過ぎていく

2015.12.21

    日本に来てから、周りのだんだんと慣れてきた風景の中で、一日一日に過ごしてきました。歳月は長い川の水のように、絶えずに前へと流れていって、たとえ一瞬でも止ま
ることもなくて、最初の感動、最初の思い出、無数の心に刻みこむ些細なことは、どれも忘れたくない、忘れるはずはないです。来年はどんな一年になるのでしょう、楽しみに
させてね。地球人のみんな、お休み。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沈隽吉的日记



住家女儿的生日派对

2015.12.22

虽然今天不是住家女儿的生日，但因为住家女儿每天都很忙，就决定今天庆祝了。今天我也做菜了。咸焦糖牛奶布丁和蒸饺，住家爸爸做了烤全鸡。今天我十分满足  。

 

 

这是在日本第一次收到的圣诞礼物。谢谢(艸∀｀*)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沈隽吉的日记



冬休みの部活

2015.12.23

今日、写真部の部活です。江ノ島に行きました。

沈隽吉的日记



写真部ですから、写真ばかりです、今日も疲れた、じゃ、おやすみ。





故地重游

2015.12.24

今天，和日本朋友一起去镰仓玩了。

不可思议的是，虽然去过那里2次了，却能感觉到一些不同的东西。

果然跟朋友一起出去，就是开心啊。

而且，镰仓的气氛真是不错。比如说，在街上转转就能碰到各种有趣的事情。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沈隽吉的日记



受刺激了

2015.12.26

     在写完了10页A4纸的人体寒假论文之后，百无聊赖的我吃着蛋糕慰劳自己的大脑是，住家爸爸和妈妈在看的电视放的花式滑冰比赛，然后一看选手都是13，4岁的样子，我觉得
受到了深深的打击啊，我13，4岁的时候都在干什么了。从今天我发誓连出8块腹肌，否则。。。再说

沈隽吉的日记



明天卡拉OK

2015.12.29

      住家说明天要和一堆人一起去唱卡拉OK，还是从最年轻的人开始的样子，我虚了，我就是里面最小的人啊！！！彻夜练习!!!

沈隽吉的日记



先是昨天的事

2015.12.31

说是昨天的事，其实应该说是今天的事，因为昨天住家一家和朋友去唱卡拉OK，从9点唱到了12点14分，一开始以为撑不住的，万万没想到，自己怎么能唱。

沈隽吉的日记



今天的事

2015.12.31

这是昨天的照片，我是不是很可爱？

今天去了秋叶原，买了书。

今晚有吃了，寿喜烧和年越荞麦面，今年圆满了。

一边看红白，一边想着明年的计划。

大家，明年也要微笑着面对一切哟！

沈隽吉的日记



2日1泊的箱根之行

2016.01.04

昨天，和住家一起去住家妈妈的姐姐的在箱根的别墅去住一天，然后就在那里看了

还有

泡了温泉，但没照片。

还买了土特产。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笑话

："爹，说过多少次这种降糖仪全是骗人的！" "可它是EVA限量版！"

这有让我想起了另一个笑话来自住家女儿

：“上次去巴黎我买面包，买了一个店员和我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第二天因为好吃我买了5个，于是店员和我说“谢谢”。”

在箱根最有感触的是到处都有中国人，感觉祖国66的。

总之谢谢住家带我出去旅行。

沈隽吉的日记





回转寿司

2016.01.06

今天中午和住家去吃回转寿司，但是这个寿司店很有意思，里面有牛排寿司有烤猪寿司然而就算这样我也吃了14盘。住家说在。。。那里的人吃的盘子堆得看不到脸。（。。。表
示我也忘了是社么了）

沈隽吉的日记



sky tree

2016.01.07

今天和同学去了sky tree，在楼顶的风景看着有点小感动，然而我有恐高症，就。。。

 

 

不得不说这周边吃的还不错但是挺贵的，于是午饭只吃了一盆炒面。

突然，有些像以前的同学

心里有点小塞，给了账号就稍微留个言。

沈隽吉的日记



杂谈 其一

2016.01.09

     过几天，住家家里要来住几个南美的留学生，我作为一个留学的前辈要以什么表情迎接这些祖辈曾经是日本人的可爱的孩子们呢。

     还有要吐槽一下交流中心为什么我们的活动这么少，看别人

为什么活动怎么多，不过在这里也要感谢住家给我这个机会去接触别的国家的孩子，虽然新加坡不能去认识一下别国的朴实的孩子也好。

沈隽吉的日记



歌舞伎

2016.01.10

今天去浅草看了歌舞伎。今天早上10点半左右出发，去了浅草。然后在餐厅吃了猪排盖饭和芝麻荞麦面的套餐。是家很不错的店，又好吃又便宜。之后，在那里买了东西，

然后，又去浅草寺参拜神社，在附近吃了各种零食，等着歌舞伎开始。

歌舞伎3点开始。因为剧院里不能拍照，所以没有照片。

最后，在上野吃了咖喱就回家了。愉快的一天。

谢谢您，父亲。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沈隽吉的日记



歌舞伎 续

2016.01.11

昨天因为晚了所以没有写歌舞伎到底是怎么样的今天补上。

这是我昨天看的剧名。名字很独特，更独特的是演员都是男的，这和我国国粹京剧好像有点像。

这个《毛拔》讲的是个强行推理的故事。《义经千本樱》讲的是妖怪的故事。详细剧情就不说了。

虽然他们说的都是古语，然而看着介绍我硬生生的看懂了。

wo吼吼吼，我是天才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沈隽吉的日记



初釜（译注：新年第一次茶会）

2016.01.12

今天，是新年后第一次茶道部的活动，老师教给我们今天的茶会叫做“初釜”。然后，今天由老师沏茶。我第一次喝了浓茶（译注：由多量抹茶沏的浓茶）。还吃了花瓣饼（译注：
茶道中初釜是常用的一种日本点心）。

今天非常开心。所以，我必须在这里感谢老师。老师展示了平时在学校看不到的茶道道具。而且，虽然味道不怎么样我也沏了茶。很感动。在此表示感谢了。

最后，浓茶真的很好喝。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沈隽吉的日记



杂谈

2016.01.14

      今天，人体论文还回来了。我辛苦了3天磨出来的巨魔性的论文，居然拿了A，有点小高兴。然后就是明天，中南美的
孩子们终于要来了。我好兴奋。

走过的路，见过的人；各有其因，各有其缘。

沈隽吉的日记



留学生来了

2016.01.15

     今天，来自哥伦比亚和伯利比亚的留学生来了。虽然，是很新鲜的一件事，可是也并没有觉得特别的特别。总之就是两个可爱的小哥。

    具体照片详见明天。

沈隽吉的日记



水族館

2016.01.16

まあ、とにかく今日留学生のおかげで水族館え行きました。

楽しくて楽しい一日を過ごしました。

まあ、水族館で言った一番多い言葉は『この魚はおいしそう！！？』

でも、やっばり男の子と一緒に水族館に行くのはちょっと。。。

沈隽吉的日记





小失落

2016.01.18

      昨天，断网，于是昨天的事放今天说。

      昨天来自中南美的孩子们走了。虽然，他们什么都不太懂，神经也很大条，行为也很奔放，但是还不枉是一个热情，善良的好孩子。

      然后，因为他们吃了好的，还去了水族馆。（并不是一前吃的不好 ）还从他们那里拿到了好吃的零食，所以没有什么送的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

      两个人一个人将来要做农场主另一个要做商人，所以以后会怎么样大家也不知道，最后感谢一下住家给我这个机会去接触这些年轻人。

      还有在这里和住家解释一下，我知道你们在看，所以不要说在这个家里只有老年人，然后很对不起我，搞得我很不好意思，我其实是一个好静不好懂的人，心理年龄应该比同龄
人高一点吧。

     所以要说的最多的还是感谢咯。

     还有，在他们在台上跳舞的时候，主持人说这就是青春然而我在下面睡觉，我觉得我的青春，哎。。。

有可以浪掷的东西，也有很想珍惜的人，有追寻，也有坠落，醉过一场，也清醒地看过人间色相，人生才不是空中鸟迹，飞过不留痕。这才是青春。

沈隽吉的日记



体育课

2016.01.21

     前几天，又断网了。

     现在，只得下楼叨扰住家了。

     今天上课体育考试我终于知道了，比体育笔试更痛苦的事情，那就是体育长跑，真不知道日本孩子的身体怎么长的，跑了10圈之后还好好的，看我5圈之后已经觉得不做人了。

     10圈我跑了整整22分钟，也算是撑到了最后。

      只是想想，我能活着爬回家正是个奇迹。

沈隽吉的日记



渐渐，渐渐

2016.01.22

     渐渐的，渐渐地，周围的人每天都开始暖了起来，渐渐的，渐渐地，周围的风景逐渐熟悉起来，一切的一切都在渐渐
的改变着。

     总之一切都在变得更好。

“可能”问“不可能”道：你住在什么地方呢？“ 
 它回答道：”在那无能为力者的梦境里。” 

 Ask the Possible to the Impossible,"Where is your dwelling place?" 
 "In the dreams of the impotent,"comes the answer.

 

沈隽吉的日记



做不到

2016.01.23

我捉不到啊，虽说下定决心要瘦成一道闪电，但是见过镇么帅的闪电吗？

于是，我。。。

做不到

所以，还是关注嘴吧。

沈隽吉的日记



不开心

2016.01.25

     今天，同学们开会，去搞修学旅行的说明会，为什么要出国，为什么我不能出国，有点不开心勒，还晚了15分钟。

     周五开始，3年级就不在了勒，我的白净漂亮的学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啊。

       总之，不开心了嘞，

沈隽吉的日记



中文介绍

2016.01.26

  鉴于，同学要去新加坡修学旅行，作为一个好人，我打算帮他们写中文介绍。

  恩恩，我真是个好人。

  记得我的礼物。

  恩恩，我真是个好人。

沈隽吉的日记



吃货的日常

2016.01.27

     今天，住家女儿的朋友的爸爸邀请我们去吃饭，于是翘了部活去了。（才怪，今天放假）。然后就是履行作为吃货的责任，吃吃吃，有烤鸡，有牡蛎汤，有鲷鱼饭，吃的好爽。
然后就是聊天，然后就聊到了找女票的事情。然后，——————

     还有后面因为一系列的意外从住家女儿的朋友的妈妈那里获得茶碗一枚和。。。

发现周围都是好人，能来到这家是我的幸运啊。

还有最近断网，写的短，莫吐槽。

沈隽吉的日记



三年生的离开

2016.01.29

      从今天开始，三年级就开始自由登校了，很多的班都变得很奇妙，伦理班就剩下4个人，人体班我是唯一的男生，然后就是无数次被谈起的痛，下个星期他们就要去新加坡然而
我要去学校自习，而且在路上的时间比在学校还要长。

     在这里还要感谢一个人，是这个人，在我来这里之后，第一个对我流露出善意的人，过几天ta要毕业了，好人一生平安。

不要问我任何问题，我是不会说的。

沈隽吉的日记



wohohohoho

2016.01.31

明天开始同学们去海外修学旅行，我开始放假，哦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哦哦，不过嘞，为什么还要去学校嘞？我在路上的时间比在学校还长，我真是，哎。。。

不过嘞这是个好机会，把不熟的东西全滚一边之后，我就能去泡图书馆和妹子啦，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沈隽吉的日记



又被请吃饭

2016.02.03

今天爸爸的朋友又请吃饭了。好是挺好的，就是会胖啊。。。

今天在正宗的寿司店吃的寿司，还喝了弹珠汽水，相当难啊。上次在浅草没喝成，没想到在这儿喝到了。。。

留在学校看家的第三天，感觉挺不错呢。

实习、玩儿，都挺开心的。

今天累了，晚安 (´-ω-`*)zZ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沈隽吉的日记



魔性的讲座

2016.02.05

今天，由于闲的晃，所以混到一年级那里去听性教育讲座，不得不说很魔性。

然后一比较发现中国在这一块做的确实不足。

然后，期待着中间研修。

沈隽吉的日记



与你们聊不完的曾经

2016.02.12

     这次研修，实在是很开心啊，时隔五个月和大家的再会，吃的喝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游东大寺，药师寺玩的一切都很开心。

     久别重逢，有分开，我不知说什么好，只得祝大家能平安。

因为发烧所以早点睡，剩下的明天说。

沈隽吉的日记



我感受到了情人节的诅咒

2016.02.14

      今天2月14日，情人节于是，本来相约女孩子出去玩，顺手攻略一下的，结果早上刮风下雨，oh，why？而且接着嗓子疼，于是又是一天休息日。

     今天唯一一件好事就是住家妈妈的礼物。

哇，一包马卡龙耶，乌拉拉拉拉，好好吃的说。

病还没好，早点睡觉。

沈隽吉的日记



随笔

2016.02.17

     从昨天开始又放假，对，这个二月我基本都在放假，好是好，可以沉淀一下之前所学，可以养一下伤，可以泡妹子，总之有很多事干，但是唯一的不好就是好久没见人了。觉得
自己像离开了社会一样，哎。

     所以，2年级马上要结束了，在这之前，我要以什么表情面对期末考试呢？

我一个星期不在的时候，怎么觉得她们上课上了一整年呢，赶紧补。

累了，晚安。

沈隽吉的日记



随笔

2016.02.19

      觉得再放假我要烂在家里了（才怪），我是约到了妹子的人，我觉得我会成功的，不
过再说。

      3月马上要考试了，我突然好虚，保健体育好像要考的样子，还有鬼畜的情报活用，不
行明天开始，好好学习。

沈隽吉的日记



人生哎

2016.02.22

魔性的生活再继续，今天老师给了我，一包来自新加坡的土特产，

是的，一包葡萄干巧克力。我好感动，哎，好像有什么不对。

算了。

好久不上课了，觉得自己活过来了，果然这个年纪适合学习啊。

累了。晚安。

沈隽吉的日记



もう、神の領域に手を出した

2016.02.24

昨日、wifiが切れて、それで昨日のこと今日言います。昨日、工業技術でものを作った、でも写真はちょっと．．．

それで、今日、英単語の試験で、まあまあ出来ただと思います。

今日、試験で疲れた、それじゃ、おやすみ(´-ω-`*)zZ

沈隽吉的日记



そうです、これです

2016.02.26

そうです、以前話したのがこれです

 

このキーホルダーです。磨き始めて2時間、工業科のこの偉大な業界と科学技術の重要性に感慨を覚えました。それに、中国ではこのような機会は本当にありません。

 　　　私が作ったものに試してみましょう“誓いを此処に，我は常世総ての善と成る者，我は常世総ての悪を敷く者。汝三大の言霊を缠う七天、 抑止の轮より来たれ、天秤の
守り手よ―――！”

     わぁ、金色のアホ毛だ。もう言わないでおきましょう、私は聖杯戦争に参加しに行かないと。今日はここまでにします。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沈隽吉的日记



明天

2016.02.29

     明天就是毕业式了，想想我们的前辈就这么走了，心里有点小塞。

     那些，曾经游走在校园内的熟悉身影已逐渐模糊。。。

     但是他们的好，会记在心里。

     在这里对那些人表示感谢。

     缘起缘灭，让我哭会儿去。。。

沈隽吉的日记



毕业式

2016.03.01

今天是毕业式。怎么说呢，已经不知道是什么心情了。第一次参加毕业式，以前只在动画片里看过，今天能在现实中看到是挺高兴的，但是和前辈们分开又觉得难过。

不过，我不明白的是一年级和二年级不是只是在旁边鼓掌和唱校歌嘛，后面的人不是就一直坐在那儿嘛。

算啦，如果有缘的话总有一天会在什么地方再相见的吧。

今天就说这么多，就这样．．．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沈隽吉的日记



明日はテスト！

2016.03.02

     タイトル通りで明日はテストです。あまり紹介したくありませんが、私達のテストはとても独特で、テストでも科目によって教室が違うし、その上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ます。
科目はみんな違っているので、私は今とてもびくびくしています、、明日の3科目はすべて暗記ものなので、私は今死にそうです。でも、私を困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ものは何も
ないのです。

      だからもうしゃべるのをやめて復習しに行ってきます。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沈隽吉的日记



中场休息

2016.03.04

     没错，考试考了一半，居然然我们放假，我真是，不过大部分的困难的科目已经考完了，于是整个人都轻松了。但是接下去要考的情报活用和保健体育一个不熟，所以 还挺虚
的。

      今天，有一个同学，给了我来自新加坡的土特产，图再说，照相机因为一系列的原因他炸了，所以。。。

沈隽吉的日记



时隔5天的吐槽

2016.03.10

    来日本之前一直以为我们那里的天气已经是蛮奇妙的了，然而到了日本之后我渐渐明白我们那里的天气一直还是很给面子的，在这里，一天热一天冷一天下雨一天挂风，我觉得
这是要飞啊。

     还有就是日本的刀具，好好用，好锋利的说，我的指甲在毫无着知觉的情况下就断了，不得不说，日本在这方面做的一直比中国要好。

沈隽吉的日记



魔性的一天

2016.03.13

     今天早上，因为昨天的拍摄睡得死，于是我居然睡到了6点20，哇好神奇。然后昨天做了巧克力，今天约妹子，于是我又被拒绝了，觉得自己66的，就这样我又多了一个好朋
友，不过妹子确实是个有故事的人。

     然后，今天住家的爸爸的前部下来拜访，于是出去吃炸串，然后住家的爸爸的前部下居然在中华街义务教中文和日语，中文说的十分的好啊，然后就是吃的撑死，食放题真是害
人不浅啊。

沈隽吉的日记



我能做神器

2016.03.16

     今天，上工业基础实践的时候，我们做玻璃的搅拌棒，就是给你一个玻璃棒，剩下的自己烧，于是

     虽然，很粗糙对吧，但是是真的再火上烧红然后在卷呀压的，不过有意思的是虽然知道玻璃升温会融化，实际上看到和操作是第一次。

     就卷这样一个小球就花了将近30分钟吧。

     我觉得再在这里待下去，我就该会做神器了，哇，这里真是个神奇的国度。

     不过，希望中国也可以考虑一下下基础教育里加一下这种课程。

沈隽吉的日记



休闲体育运动会

2016.03.17

今天是休闲体育运动会的第一天，今天的项目是足球。

大家今天都非常精神饱满地打完了比赛。

今天我当了守门员。

4场比赛只丢了3个球，厉害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沈隽吉的日记



休闲体育运动会　第二天

2016.03.19

因为昨天累了，所以今天写。

昨天的项目是躲避球。

虽然没什么用吧，不过取得了第四名的成绩。不过因为和大家一起拼搏，所以很开心。

这是全班同学的照片。因为有人不喜欢马赛克，所以就直接放上来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沈隽吉的日记



不知道为什么

2016.03.21

     今天，是我来日本花钱花的第二多的一天，或许，正如某位老师说的那样吧，留学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要付出比常人
更多的努力，才会有收获吧。

     不说了，我要去反思一下。

      还有，书买了。

      再一句，日本的书好贵。

沈隽吉的日记



结束了

2016.03.23

     这个学年马上就要结束了，是的，今天是罗针的发表结束了。鬼畜的我强行个全年级安利了灵剑山，然后我居然不知道，我们教室的地板是用胶水粘上的，居然可以拆下来洗。

     皆大欢喜啊，罗针终于结束了。

沈隽吉的日记



我的路

2016.03.26

     很现实的问题，春假结束后，还有3个月左右吧，马上就要回国了，仔细考虑了一下，将来的进路，想再来日本留学，读大学，不过这条路很难。

      那有怎么样，这是我选的路，既然选了，我就会走下去，走的天崩地裂我也要走下去。

 

Everything we’ve ever done has lead to this.
 

沈隽吉的日记



班级聚餐（预告）

2016.03.28

     同学们，约了四月一号出去，聚餐告别一下高二的生活。有点小兴奋。

     然后，就没什么了的说，周围该旅游的地方都去过了，学姐有事约不到，人生悲催啊。

     不过，男人就该这样，虽然背上背着山，也要轻描淡写的说话。

沈隽吉的日记



蛋挞

2016.03.30

     由于日本没有蛋挞这种东西，又不好说明，于是就做了，还是记忆里的味道。

     要说中国人多能吃，连灾害也能吃灭绝。

     

千万不要小看吃货的决心。

沈隽吉的日记



赏花

2016.03.31

｡･ﾟ｡+ﾟ*｡ﾟ･樱花(*ﾟ∀)*´∀)*`∀)漂亮｡･ﾟ｡+ﾟ*｡ﾟ･

今天去赏花了。

沈隽吉的日记



也看到了漂亮的樱花，美好的一天。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クラスパーティー

2016.04.02

昨日、みんなと一緒にクラスパーティーに行きました。

結構遅くまで遊んだけど、楽しかった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沈隽吉的日记



またごちそう

2016.04.06

今日はお父さんの友たちの誕生日ですから、その人からのご馳走です。

酒って奇妙なものだね。

大人たちはまだ話っていますが、先に帰りました。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沈隽吉的日记



召唤萌新

2016.04.08

     作为一个身兼两个部的部员的男人，我有责任和义务去劝诱那些萌新们入部是吧，但是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吓走了很多人。

     还有，我好像脱离了，茶道部唯一的男人的称号了。

沈隽吉的日记



やっぱ子供っていいな

2016.04.10

きょう、お客さんがきてくれて、子供も連れできました。私もその時結構可愛いですね、幼馴染もいるし、やっぱ成長したくないな。

でも、やっぱり夢はね、大人にならないとかなわないもんですね、良し、将来の夢のために、頑張ろ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沈隽吉的日记



明天要去迪士尼

2016.04.11

     明天要三点起床去迪士尼突然就不想去了有没有，不起早点来不及，晚上大约9点左右到家哎，但是好像很欢乐，所以爱。。。

沈隽吉的日记



ディズニーシー

2016.04.12

今日はディズニーシーに行きました。疲れたから、今日は写真だけで。

沈隽吉的日记





三天前的解释

2016.04.16

     处于一系列的原因，所以之前的解释拖到今天。那天，早上3点起的床，为了7点半到学校我也是，之后大约是九点到的迪斯尼sea。

     

     首先我和同学们去拿了 这个地方的预约，据说会很堵，从表面看这是一桩普通的建筑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跳楼机。还有一个俗套的故事，一个闲的有钱的探险家去非洲部落淘
了一个雕像，然后非洲人民告诉他这个雕像有诅咒，让他放手他不听于是灵魂被困在电梯里。但是里面的效果做的其实很好，但是因为里面不允许拍照所以。。。个人建议可以尝试
一下。

     然后就是里面的饮食问题了，一句话贵，巨贵，一杯水在外面150里面310，吃个半饱的饭居然要2000。死贵死贵的。

     之后就是总体来说这个园内做的都很好，很逼真，让人有一种梦幻的感觉，然后钱就飘走了。

沈隽吉的日记



奇妙的生活

2016.04.18

    现在的生活真奇妙，早知道就不选怎么多课了,现在过得比二年级还累，早说可以空课嘛，我就不全都堆满课了。

So，there is a saying,

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But today is a gift

That is why it’s called the present 

沈隽吉的日记



明日は健康検査

2016.04.19

そう、明日は身体検査、よくわかんないけど、先生が参加する必要が有ると言ったですけど、やっぱ面白くないし、行きたくないわ、まいい。

今日はこれでそれじやおやすみ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沈隽吉的日记



体检也不过如此

2016.04.20

     吓死我了还以为体检要抽血量血压什么的，没想到就是脱个衣服听个心跳就结束了吓死我了。

     然后就是自己上心连心电视好可怕，我。。。

沈隽吉的日记



久しぶりの日記

2016.04.23

で、今日新しい映画を見ました。あのズートピア、めっちゃ面白かったです。やっぱり、僕はふわふわの物に対して全然抵抗力がないですね。

でも最近、茶道の腕はだんだん上達していますがでも右足の踵ちょっときついですね。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沈隽吉的日记



体育祭的准备

2016.04.27

     意外的得知我其实赶得上参加体育祭整个人都好了，然而我们的颜色是紫色我都不知道他们要用什么歌来配舞了，不过还是很高兴赶得上。

沈隽吉的日记



ようやく見た

2016.05.01

终于见到了，这种传说中的车，就是电视剧里经常出现的街头拉票的车，不过上面好小，真不知道那些政员是怎么站上去的，不过今天没带相机看人品明天吧。

沈隽吉的日记



憋了两天

2016.05.05

     对，没错憋了两天没写日记来个大的，放连休假，去了箱根又去涩谷看了芭蕾泡了温泉。

这是小田原城的天守阁，就是因为连休，人海人海啊。

还有猴子

然后就是去了涩谷看了芭蕾，托老师的福，有了免费的票，在这里要谢谢老师。

沈隽吉的日记



生物作业

2016.05.06

这是一个动物细胞，可是我怎么看都是个蛋糕，钦佩自己的画风。

沈隽吉的日记



奇妙なスイカの食べ方

2016.05.07

今年の初スイカはきのうでした。で、日本人が塩をかけてスイカを食べるのはマジで驚きました、茘枝は醤油をかけて食べると同じぐらいでも案外美味しかったです。

沈隽吉的日记



神奇的体验

2016.05.09

     今天，因为一系列的原因把便当盒，落在了回送的列车上，本来以为找不到了，问了住家爸爸和车站的人之后居然找到了，真是神奇的体验。

沈隽吉的日记



再一次

2016.05.11

     没错，第二次吐槽日本的天气，这个前天冷的要盖厚被子才能睡，今天差点热死在电车上，一直觉得日本的上班族很厉害，大夏天还有人穿西装。

沈隽吉的日记



现在才发现数学是真爱

2016.05.12

     以前，想想数学就头疼，最近，以为生物背不熟，物理上过了，化学听不懂，总之只能考考数学放松身心。

沈隽吉的日记



队友的礼物

2016.05.15

对，我的队友上次去看电影的时候，帮我带了个礼物，

有没有觉得很厉害，虽然没上色。

沈隽吉的日记



好久

2016.05.21

     不知道是说久好还是不久好，但是时间就是那么流逝着，今天寄了包裹，转眼间就到了这种时候了。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是。。。

沈隽吉的日记



为了白吃饭

2016.05.24

 昨天为了中午吃饱饭，于是就去参加了一个什么神奈川的介绍PR于是，我就吃饱了饭。

沈隽吉的日记



明天考试

2016.05.29

     明天是临走前最后一次考试，虽然完全不想考，但是还是要考的，不过老师说我考完试还有课题，我的内心是崩溃的。

沈隽吉的日记



考试考完了

2016.06.05

     虽然说有点晚但不得不说，考试考完了。还是很高兴的，然后就是接下一个月怎么玩怎么吃怎么买的事情了，啊哈哈哈哈哈。

沈隽吉的日记



我好像上新闻了（晚了2周）

2016.06.10

上次参加的城市介绍活动，于是上了新闻。

沈隽吉的日记



忙

2016.06.18

 忙啊，最近忙啊。体育祭，加上临走的准备和老师的课题，我真是。。。

 不过仔细想想，一年也没消停，眨眼一年就过了，也轮到我们给下一届写感想和注意点的时候了。

 真可怕。

沈隽吉的日记



体育祭

2016.06.26

周五体育祭，为什么今天发呢是因为拔了河之后左右手肌肉痛然后就今天发了，但是总的说玩的很高兴，虽然比分是最后一名。

沈隽吉的日记



666

2016.06.30

     就在3天前，我们班的一个出国留学的同学回来了，说是去了挪威，回来的时候带的土特产是巧克力，挪威产巧克力，我觉得有点神奇。

沈隽吉的日记



最后一次

2016.07.07

     马上要结束了，心中有点纠结，我到底是悲还是喜我也不知道，但是我。。。

沈隽吉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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