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めまして

2015.09.03

今日は初めて書きますが、頑張り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劉昕恬的日记



光看标题是无法理解日记内容的哟

2015.09.06

2015年9月6日   星期日   雨

    今天是来到住家的第二天。昨天因为快晚上了才到，又整理了行李，和父母聊了天什么的，真正闲下来已经到睡觉的时候了，所以也就没有写日记。今天就将昨天的份一起补出
来吧！

    父母真的都是很温柔的人啊，母亲因为怕我刚来不习惯，所以都尽量用中文跟我讲家里的情况，而父亲也是非常和蔼，也很热心，虽然退休在家，却经常去做志愿活动。

    我家所在的长野是一个不大的城市，周围没有什么高楼大厦，家家户户也几乎都是独门独栋的，住楼房的我现在还没有见到。这跟我家乡很不同，我的家乡洛阳几乎都是楼房，
可能是因为人多吧，所以平常生活节奏也挺快的。而长野看起来则不同，生活节奏没有那么快，人们也都很安逸。

    今天下午母亲带我去了附近卖生活用品的商场给我买便当袋子还有拖鞋，母亲还告诉我说日本人在新到了一个地方长期生活的时候都会先去拜访一下周围的邻居，如果不打招呼
就住进去的话是很失礼的。所以我们还买了明天拜访邻居用的点心。

    明天将会是很忙的一天，早上起来要去市政府办理我的在留手续，还要去银行开户。接下来就要去学校啦。我心里还是很紧张的，第一次和老师同学见面一定要留下一个好印
象，而且在学校是纯日语环境，我得努力提高我的日语水平才行。

    那今天就先这样啦，接下来还要准备一下明天的东西，而且妈妈说要给我做她们家乡内蒙古的传统菜当晚餐，嗯，很期待

    那么晚安，明天见（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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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的时候笑一个就好啦笑一个

2015.09.07

2015年9月7日  星期一 雨

    今天是上学的第一天！

    早上妈妈带我去办完各种手续之后又去拜访了当地日中交流中心的老师们。妈妈说当初就是他们介绍给她这个项目的。老师们都很和蔼，还给了我昆剧演出的门票和讲中国的杂
志，真是太感谢啦！

    那之后我们就去了学校。

    这里的学校跟中国的还真是不一样啊。首先我感受到的就是进门要拖鞋，然后在学校里面都要穿拖鞋上课。刚开始会有点不习惯，不过慢慢就会好的。

    我到班里以后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把我带的礼物中国结送给了大家。大家都非常的友好，要请我一起吃午饭，给我讲学校的情况，在我听不懂的时候还耐心的给我讲……

    可是，下午上课的时候真正的困难就来了——

    首先是地理课，好像先讲的是地质的成分，我听不懂；然后讲板块运动，我还是听不懂；直到后来我连讲的是什么都不知道了。下来是古典文学。听到这个名字我的心就凉了半
截，我连现代日语都没学好呢就开始学古文了？果不其然，我是一个字也听不懂，整节课下来就只有老师翻译的部分听懂了。

    我顿觉人生无望。不过同学们课后告诉我，他们也听不懂……多半是安慰我的，但我心里还是轻松许多。毕竟刚刚开始，不习惯是正常的。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笑一个，然后再向前
走。

    下周居然就是考试了，我现在是笑不出来了，学习去……

    那么晚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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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朋友的人生就像没有放芥末的寿司一样

2015.09.09

2015年9月9日  星期三  雨转晴

    今天来写一下我的新朋友们吧。

    还没有去学校的时候，我是有点害怕的。害怕没有人愿意理我，害怕交不到朋友。所以上讲台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别提有多紧张了。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大家都非常的亲切，刚
去的那天中午就邀请我一起吃便当。大家都笑眯眯的问问题，或是给我讲学校的情况。而且丝毫不介意我说话慢，而是耐心的听着，说话的时候还会放慢速度让我能听懂。

    我觉得这样会给大家添麻烦，于是我今天就跟一起回家的樱子说了我的顾虑。当她却说大家非常乐意为我解释这些问题，还说日语上有什么不会的地方尽管问，我听了实在很感
动。

    有了同学们的帮助和照顾，我的学校生活才能如此顺利地进行。真是非常感谢大家。能跟你们成为朋友实在是幸运。

    希望在今后的一年里我能与更多的人成为朋友，并且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今天就这样了，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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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如两个，一人不如两人

2015.09.11

2015年9月10日  星期四  晴转雨

（这是昨天写的，因为太晚了所以没发）

    首先祝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

    今天我体验了在日本的第一节体育课。因为到了下午天就开始阴了，所以决定在体育馆上。

    这节课的主要内容是两两对打乒乓球。做完准备活动后大家就纷纷找到了自己的搭档以及对手摩拳擦掌地准备开始一场“厮杀”了。我在很小的时候打过乒乓球，但这么多年没
有碰，肯定生疏了许多。

    我心里很紧张。看着对面发过来的球，我咽了口唾沫，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去——啊！接住了！但没想到力气使大了，直接出界。虽然搭档安慰我说没关系，可我心里果然还是过
意不去。接下来一定好好打。

    在我和搭档的共同努力下，第一回合完败。

    下一回合双方换位置。我们这次配合明显熟练很多，有了前一次的失败经验，少了很多技术上的失误。于是，在我们的齐心协力下，终于扳回一局。我们开心地击掌，汗水洒在
地上被灯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从这次比赛中我发现，日本人有很强的团队合作意识。即使我的失误很多，朋友也丝毫不会嫌弃我拖后腿，反而安慰我鼓励我。我们一起配合，一起进步，最终取得胜利。虽然
失败也很多，但在与朋友合作中得到的喜悦与我们之间越来越深的羁绊，是自己一个人成功多少次都换不来的。

    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团队合作精神，与大家一起进步。

    那么大家晚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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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要保持适当的速度

2015.09.13

2015年9月13日  星期日  晴

    今天一觉睡到了8点。起来以后跟爸爸聊了会儿天，吃完饭就已经快十一点了。

  &; 下午爸爸说要带我去附近的公园散步。我早就想去附近转转，很高兴的答应了。

    一路上爸爸给我nbsp讲这附近的情况，讲他以前坐错车的趣事，不一会儿就走到了公园。这里风景很好，有一个很大的山坡。旁边的小路上有人牵着狗散步，草地上有一家人在
野餐，更多的是一家三口趁着星期天出来散心。草坪上孩子们在奔跑，微风吹着树叶飒飒的响。我深吸一口气，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爸爸告诉我说这里战国时代是个战场。好像是山形县和新泻县的武士们在这里战斗，这场战斗持续了几十年。附近还有一座纪念铜像。我们走过去一看，那铜像栩栩如生地描绘
着武士们的战斗场面，让我感受到这里的历史气息。有好多人慕名而来到这里参拜照相。真是很有名呢。

    期间爸爸跟一个卖水果的奶奶聊了会儿天，让我见识到了日本人是如何砍价的。不过爸爸的水平还真是蛮高的，不仅500买到了四个大梨，奶奶还另外白送了两个大苹果，佩服佩

服

    这次散步很有趣，而且公园离家很近，我决定有时间就过来散散步，放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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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合宿就是要体验过才知道它的魅力

2015.09.26

2015年9月21日   星期一   晴

    到今天为期三天的英语合宿就算结束了。我们都拿到了结业证书，纷纷与老师们合影留念。没想到短短三天我们就舍不得分开，回想这三天跟老师们一起学习一起散步一起练习
英语，心中的不舍就更浓了。

    第一天我们认识了各自的老师。我们的Mathew老师是第一次来长野，刚跟我们见面时就表达了对长野的喜爱。而在后来的提问环节中我们也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比如他来自苏
格兰；他的妻子是日本人，有一个九个月大的儿子；他以前是学美术的，平时喜欢摄影，还给我们展示了他给儿子拍的有趣的照片。在他幽默的讲述中我们渐渐的都不那么紧张了，
开始主动开口用英文跟老师交谈。

   

    因为Mathew老师摄影技术很好，所以第一天下午专门有一节课是教我们如何拍出有意思的照片。老师拿了各种道具，为我们做了示范。开始之后同学们就各自组合开始照相了。

    下面是我跟同学们合作照的照片。

那天下午真是开心，同学们也都因为合作而变得亲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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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是游湖。冈谷市有名的諏訪湖就在我们住的宾馆附近。游湖时还有任务——观察周围的昆虫、动物、交通工具等，并用英语记录。我跟朋友们就在风景如画的湖边一边散
步一边观察记录。

    途中有个小型的儿童乐园，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滑梯。我跃跃欲试，但觉得都是小孩子不太好意思。朋友美利佳就鼓励我说这也是来日本的回忆啊。于是我们就一起跟小孩子们做
了一次滑梯，不得不说真的是很有趣的回忆。

    最后我们在湖边的草地上一起吃便当。微风拂面舒服极了，我们一起聊天谈理想，不想结束的感觉

    第三天有个演讲比赛，每人准备两分钟左右的演讲稿谈谈自己的理想工作。前一天晚上我们都非常努力的准备着，老师们也是很用心的为我们解决各种问题。这种大家一起努力
的感觉真是好极了。

    在第二天的演讲中我被选入了最后的比赛，但是遗憾落败。但是我并没有伤心，就像老师们说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冠军，都付出了努力并且收获了许多，我们应该为自己感到骄
傲。

    这次英语合宿是我来日本的一个难忘的回忆，跟同学们一起努力一起进步的日子将会一直激励我努力前进。谢谢大家

    晚安。



昆剧在不瞌睡的时候看还是挺有趣的

2015.09.26

2015年9月22日  星期二   晴  

    我刚来长野时和妈妈一起去拜访日中交流中心的老师，他送了我一张昆剧演出的票，我今天跟妈妈一起去看了。

    人还真是不少呢，尽管我们特意提前去了一个小时，门口却已经开始大排长龙，最后抢到了一个不错的位置还是不错的

    戏剧我在中国也没有看过，真正好好欣赏戏剧的这还是第一次。今天演的故事是著名的《牡丹亭》，在看了简介后我了解到这是一个唯美的爱情故事。就期待着演员们的精彩表
演。

    可能是因为时间不对，下午一点半，他们在唱的时候我一直不停地在瞌睡，说话的时候我才是比较清醒的。不过我强忍睡意好好听，到底是国家一级演员，唱功是没得说。我才
发现戏剧艺术的魅力。

    这次来观看的基本上都是日本人，我惊讶于昆剧的普及度和影响力。中华文化的魅力真是挺大的。

    我决定以后一定要多多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并好好宣传，让它发扬光大。

    演出的时候不能拍照，只能趁着结束前赶快拍两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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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运动公园不运动还想干什么

2015.09.26

2015年9月23日  星期三   晴

    今天是silver week的最后一天，爸爸说要带我去当年长野冬奥会开幕式的地方看看。

    在路上爸爸给我讲那个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运动公园，叫做南长野运动公园。而最巧的是，长野冬奥会跟我的生日是在同一年，，我觉得这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

    开幕式会场现在已经变成了棒球场。不能进去，我们就在外面看了看。不过旁边的草坪和广场上倒是很有看头。下午这个地方很热闹，有学生们打篮球，小孩子们玩儿游戏，人
在野餐……一副温馨和谐的景象。

    不过毕竟是个运动公园，名副其实。能看到好多人在做运动。有人在草地上跑步打篮球，有人在网球场打网球，还时不时能听见击打棒球的声音。虽然是个炎热的午后，但是人
们的热情都丝毫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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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画能洗涤心灵

2015.09.26

2015年9月24日  星期四   晴

    我来这个学校来的很是时候，，第二周就要期中考试，所以各项社团活动都没有进行。而更让我失望的是我本来想加入的话剧社已经解散了。。

    据说是三年级的前辈们毕业以后话剧社就剩两个人了，没有活动，就等于自动解散了。

    我只好另外找。朋友樱子说她在的美术社还不错，让我可以去见学，正好我对画画也挺有兴趣，就答应了。考试后上学的第一天我就跟着她来到了美术社。

    到这里我首先体会到的是社团里严谨的前后辈关系，我专门询问过樱子，她说跟二年级的前辈们和老师一定要说敬语。于是我也学着她的样子跟前辈们和老师问好，并介绍自
己。

    而今天我并没有接触到画笔。。在画画之前要先自己钉画布。于是我们整个晚上都在忙着翘钉子和钉钉子。是挺有趣的，我不禁发出了学美术的女生果然都是女汉子的感叹。前

辈们也都很厉害。画画技术没得说，大家也都会坐在一起讨论同学们的新作品。听着他们各自的想法，我深感自己是个菜鸟 ，不过我还是会努力的

    期待明天的活动，，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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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让我在日本的生日过得如此温暖

2015.10.06

2015年9月28日   星期一   晴

    今天是我十七岁的生日，也是我远离父母和家乡在日本过得第一个生日。

    因为今天星期一，所以爸爸妈妈在昨天晚上就带我去了附近的寿司店为我提前庆祝。吃了一顿非常美味的寿司大餐，我非常感动，爸爸妈妈对我这么好，让我在异国他乡也完全
感受不到孤独。

    第二天早上刚进教室，同学们就齐声跟我问好并祝我生日快乐。我真是又惊喜又感动，没想到他们竟然都记得，而且还给我准备了礼物 感动哭

    今天一天心里都是暖暖的，回到家发现交流中心的老师们寄的信也到了。但是还多了一封很大的，我很好奇，拆开一看，竟然是老师们的生日礼物！我简直高兴的合不拢嘴，把

老师们写的贺卡读了一遍又一遍，心里是满满的感动。里面还附上了来日欢迎会上大家的合照，又是很感动，谢谢老师们如此用心的帮我准备礼物！

    晚上吃饭的时候妈妈还给我准备了蛋糕 吃到嘴里，甜到心里

    谢谢大家，让我度过了一个如此温暖的生日，爱你们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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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是接连不断的选择题，是时候考虑未来了

2015.10.06

2015年10月2日  星期五  晴

    虽然我们现在还是一年级，但是大家似乎都已经有了自己的理想。

    每天的午饭时间我们都会讨论一下各自的梦想，或者将来的打算。大家心里都很有数，清楚的知道自己将来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在上次英语合宿的演讲比赛中大家已
经简单的阐述过自己的理想，而这次的进路研修是真正帮助我们决定好自己的未来的一次活动。

    为期三天的进路研修今天结束。第一天全部的一年生都去了体育馆，我们一起听了一场振奋人心的讲座。听完后大家的眼眶都红红的，都暗自下定了决心要实现梦想。

    第二天是学习大学入试中比较难的一项，写小论文。听了专业老师的讲解之后，大家似乎都跃跃欲试，等到自己写的时间时都专心致志地在奋笔疾书。而因为我实在是看不太懂

材料 所以只能写最初级的命题作文。。我真的尽力了，不管结果怎样，重在参与嘛

    第二天下午，全年级的同学们全部打乱分成小组，合作用自己搜集来的新闻材料剪贴成一张大新闻。在有趣的自我介绍环节后，我认识了三位新朋友。大家都很努力，体育馆内
也很热闹，我们组不甘落后，大家也都出谋划策，努力把报纸办得更好。

    第三天是到自己感兴趣的企业和大学见学旅行。因为我什么都不懂。。所以就听老师的意见选择了三号路线——CAINZ公司和高崎经济大学。我发现成功的企业一定有他们别具
一格的企业文化，每位员工都能够感受到自己在公司的重要位置，这样才能团结起来把公司发展的更好。我们都被这种企业文化打动了，甚至都在说想来这里工作，，这里的工作化

境也非常的赏心悦目

    这个公司真是很厉害，广告都是自己创意自己拍，，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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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长见识，开阔了眼界，大家也都更加确定自己未来的路要怎么走了。

    我们马上就要升入二年级了，也要面临文理分科，人生就是一个接一个不断的选择题，不过只要脚踏实地的走稳每一步，选项其实不重要，梦想一定可以实现，祝大家都能通过

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一起加油吧 Fighting！

    晚安



谢谢大家

2015.11.10

2015年11月8日 星期天  雨转晴

    今天是搬新家的日子，我早早的收拾好了东西，等待佐藤老师来接我一起去新的寄宿家庭。我内心充满期待的同时也非常的紧张和不安，新家会是什么样子的呢？爸爸妈妈又是
怎么样的呢？未知的新生活也让我充满期待。

    早上的时候天空还飘着小雨，但是等到出发的时候已经放晴了，佐藤老师说这是老天在保佑我，听了以后莫名的安心了许多，，谢谢老天爷啦

    一路上佐藤老师跟我聊了许多关于新的家庭的事情，让我不那么紧张。真是感谢老师跟我讲了这么多，让我提前有了心理准备，真的没有那么紧张了。

    听老师说说爸爸喜欢中国，正在学习中文，还跟妈妈一起去过中国的好多地方，而且非常期待能跟我交流。我听了以后也很期待。真正见到了之后，发现爸爸妈妈都非常的亲
切，一点紧张感都没有了，并且还跟我聊了许多，问了我为什么要来日本等等。爸爸妈妈还给我介绍了已经结婚的哥哥和姐姐，他们都马上要有孩子了，而且这个星期五还要来家
里，真是非常期待~

    这两天也跟爸爸交流了关于中文的事情，爸爸非常努力，每一句话都认真的练习，这种认真的精神我非常佩服，我也会尽量帮助爸爸学习中文。。

    谢谢交流中心的老师们为我的事情担心！谢谢佐藤老师帮助我搬家！谢谢爸爸妈妈愿意接受我并且对我这么好！我也会尽我所能做好所有的事情来表达我对你们的感激之情

    晚安咯

劉昕恬的日记



就算是下雨也影响不了休息日的好心情

2015.11.15

2015年11月14日 星期六 雨

    来新家的第一个休息日，我早就已经非常期待了。忙碌了一个星期终于能好好的放松一下了。

     昨天晚上跟姐姐见了面，聊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我觉得姐姐好酷啊，而且对我很好，很开心 姐姐还怀着小宝宝，而爸爸妈妈说我想要买冬天的大衣的时候，，姐姐竟然说要带

我去，真是非常感动。

    于是第二天中午，全家一起去吃了荞麦面，信州荞麦面真是名不虚传，，好吃 接下来姐姐就带我去了买衣服的店。姐姐选得店真不错，里面的衣服又好看又便宜，于是我很快
就决定了要买哪件大衣，连姐姐都说好快啊，，然后我们又在店里转了一会儿，选了一条围巾和一件毛衣。

    进试衣间试毛衣的时候我没有拖鞋，，店员提醒了我们，但我不知道什么意思，还是姐姐把我叫出来，我才知道原来进试衣间还要拖鞋，这跟中国不太一样，所以我没有注意

到，，不好意思

    衣服买完了，我们又去了上田市非常有名的购物中心。前一段有一个哆啦A梦展就在这里举行，没有赶上好遗憾

   在这里姐姐带我吃了クレーブ，在中国从来没有吃过，真好吃，谢谢姐姐啦。

   今天的晚饭还是我喜欢吃的烤肉，跟爸爸妈妈又聊了许多开心的事情，真是太好了。

    在难得的休息日虽然一直下着雨，但是爸爸妈妈和姐姐对我像家人一样温暖，所以即使是在异国他乡也丝毫感受不到雨天的寒冷，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一天真是太开心了，晚安

劉昕恬的日记



第一次看演唱会当然要看级别高一点的

2015.11.29

2015年11月20日 星期五 晴

    老早爸爸妈妈就跟我说20号有他们都很喜欢的歌手高桥真梨子小姐的演唱会，邀请我一起去看。我从来没看过演唱会，在中国一直没有机会。我还真的很想亲眼见见明星，感受
一下演唱会上的氛围。

    我们的计划是在车站见面，然后一起去吃中国料理。听爸爸妈妈说这家料理很正宗，是一位上海阿姨开的，爸爸妈妈还经常跟阿姨聊天。这次我来爸爸妈妈想带我去跟阿姨认识
一下。我也非常期待能跟阿姨聊天。

    结果很不巧，我们去的那天阿姨正好回上海有事。虽然有些遗憾，不过爸爸妈妈说以后还有机会。我一想也是，于是就专心于好吃的料理

    味道果然很正宗啊，尤其是麻婆豆腐，真的跟我在中国吃的一模一样，，太好吃了所以忘了拍照，，不好意思  但是我拍了拉面，这是我第一次吃日本拉面。爸爸推荐的，名叫
“39拉面”，因为它390块。这名字还真是简洁又直观，而且面的味道也很好，便宜又实惠。

    说演唱会来着怎么扯了半天吃的。。好吧下面进入正题==

    我们吃饱喝足浩浩荡荡踏上了前往演唱会的路。路上很多同行的人，爸爸妈妈说这些人都是去看演唱会的，我吓了一跳，人气好高啊。在来之前我也稍稍做了一下功课，跟同学

一起谷歌了一下高桥真梨子小姐，是个很有名的歌唱家，但是粉丝的年龄段跟我们不太相符。。怪不得同学们都不知道 但是我还是很期待的。大明星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到的时候离开演还有一段时间，里外都早已大排长龙。要不是规定座位可能真会站着看。我们找到座位坐下来，因为演出时不能照相，所以我就趁着开演前照了两张，，

    一场演唱会下来，我不但没有觉得没意思，反而意犹未尽。真不愧是大明星，演唱会的专业程度令我佩服。歌曲的设计，舞台灯光的效果，还有乐队的配合都非常棒。全场观众
的热情都被带动起来，大家跟着一起唱一起跳，氛围好极了。

    我因为不是很熟悉，基本上都是很淡定的坐在那里（……），但是你们要相信我的内心绝对是很澎湃的

    第一次演唱会的经历非常有趣。虽然每个人听说我要去看高桥真梨子小姐的演唱会后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震惊和不解……我觉得可能是高桥真梨子小姐的级别太高，而第一次就来
这么“高难度”的以后可咋办（笑）。

      今天非常感谢爸爸妈妈带我来看演唱会，在临近考试的时候能够偶尔放松一下真的很好，谢谢啦！！

    晚安

劉昕恬的日记





连休就要有个连休的样子

2015.11.29

2015年11月21日 星期六……星期六啊！！  晴

    今天星期六，，，学校要补课！！这怎么有种在中国的感觉 虽然佐藤老师跟我说过长野的学习是出了名的认真，可是，，这可是连休啊

    不过还好只有半天，我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地回到家，惊喜的发现今天的午饭居然是お好み焼き！！看到好吃的瞬间心情好的不得了。大阪烧我只在电视剧上看过，在电脑

前看着主角们吃，别提多馋了。。妈妈居然会自己做，真是佩服

    看我在一旁跃跃欲试，妈妈就问我要不要试试。我有点没信心，但还是接过了铲子。小心翼翼地铲起，翻，哎呀，失败。。再翻，还失败，又翻，又失败。。不过在我的不懈努
力下，终于成功了！！

    我动作太慢，妈妈这个“专业人员”就接了手，让我坐下吃。因为是第一次不知道怎么吃，爸爸就教我说是放什么调料都可以，放多少也自己决定，很随意。。妈妈又跟我解释
说它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按照自己的喜好吃才好吃。

    我恍然大悟，以前就觉得这名字挺奇怪的，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挺有意思。

    结果当然是好吃得不得了！好吃得让我把补课的事情全忘了。。。

    晚上的时候哥哥和嫂子来了。嫂子跟我年龄最相近，我们聊了很多，很开心。而晚饭是寿司，材料都摆在桌子上，需要自己动手做，喜欢什么就卷什么。嗯，又有趣又好吃

    晚饭快结束的时候又来了一位客人，是哥哥的表，，哥还是表弟不太清楚，非常有趣的人，一家人坐在一起聊了非常多，不知不觉就很晚了。气氛很热闹，就跟真正的家人坐在
一起聊天一样。大家跟我说在正月的时候会有一个“螃蟹派对”，到时候人更多，更热闹。虽然有点紧张，但还是非常期待！！

    放假真好，我爱连休

    晚安

劉昕恬的日记





朋友来长野要当好东道主

2015.11.29

2015年11月22日  星期日  晴

    今天静冈的孔明熙同学要来找我玩儿！！我非常兴奋，好久没有见到同伴了，不知道大家都过得怎么样，也有太多话想说，于是我们这一周都在商量着去哪里玩儿，虽然也没什
么结果。。

    她的住家父母要来长野参加婚礼，但因为她不是亲戚，不能参加。我听了佐藤老师的话以后立刻就同意了。

    我先到了宾馆接她，然后我们就大大的拥抱了一个。真的是太久没见了。

    我们一路走，一路聊，看到好玩儿的地方就进去看看。我们聊了各自的生活，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又聊了共同的兴趣，动漫等等。。可能是太久没有这么痛快的说中文了，我
们一路话就没断过。

    我也带她去了长野有名的善光寺，离我的学校很近，我每天都会从这里走。

    景致没看多少，话说了挺多。到最后要回家了，非常不舍 下次见面又是几个月后了。大家只身来到日本，算是同甘共苦吧，本来挺困难的异国生活，有了大家的陪伴少了许多

孤单，我们都是战友，一起并肩作战，战胜生活遇到的困难，虽然我们人不在一起，但是我们的心却时刻相连，心连心

     谢谢孔明熙同学能陪我度过如此愉快的一天~非常期待二月份的中间研修，期待跟大家见面！！

    晚安

劉昕恬的日记



花火大会除了人有点多其他的跟动漫里一样诶

2015.11.29

2015年11月23日  星期一  晴

    我以前不知道冬季也有花火大会。动漫里演的都是夏季花火大会，不知道冬季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爸爸妈妈说今天可能会有雨，下雨的话就不能去了。不过我的运气太好，今天居然没有下雨！！真是天助我也

    下了电车我们买了饭团准备等会儿看的时候吃。出了车站已经可以感受到热闹的气氛了，虽然离场地还有一段距离，但是路上已经走满了人，而且明显都是去看花火大会的。

    我注意到路边还贴了标识，还有专门的人维持秩序，竟然还看到了专门的公交车，真是兴师动众啊，这次的大会一定很有看头。

    到了场地，我们找了个地方。妈妈说她来占着位置，爸爸带我去下面的小吃摊儿转转。人真的好多，我们买了章鱼小丸子什么的就赶紧回来了。坐下一边吃一边等着烟花开始。

    烟花真的好漂亮，这么大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还好我没有看得太呆忘了照相。。

题目说的不对，这可比动漫里的好看多了。

    大家都被这眼前的美景吸引，忍不住声声赞叹。其中还出现了好多新型烟花，最有趣的是专门为小孩子们设计的“妖怪烟花”。看着一张张可爱的妖怪的脸，就连大人们也笑
了。

    冬季的花火大会一点也不比夏季的差，现实中的花火大会也一点都不比动漫里的差。

    谢谢爸爸妈妈带我来看花火大会！！下次要参加夏季的看看！！

   晚安

劉昕恬的日记



见到堺雅人啦！！

2016.01.17

2016年1月17日  星期日  晴

    今天真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居然见到了我的偶像堺雅人！！

    堺雅人最近新拍的电视剧《真田丸》的故事背景是在长野县的上田市，而我正好能来到这个地方生活，真的是很幸运。其实以前在上田有许多活动他都来了，但我都没能见到。
今天的事情说实在的本来并不知道堺雅人要来，只是上午跟爸爸妈妈一起去了亲戚家里拜访，结果在交谈中偶然得知了今天上田公园的《真田丸》会馆开幕，而且堺雅人作为嘉宾会
出席！

    但是当时已经快结束了，肯定不能进去看。于是爸爸妈妈就带我去了上田公园，说是远远的看一眼也好。等了半天，也没见到人影。但是我们听到会馆后面有骚动的声音，我们
就赶紧跑过去，果然是堺雅人出来了！但是已经坐进了车里，车上窗帘也拉着，尽管挤到了前面还是什么都没看见。我有点失望，但是妈妈说他有可能会直接去上田站坐新干线回
去，我顿时重燃了希望。我们一路跑回车上就朝着上田站浩浩荡荡地进发。

    离车站还有一个路口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路边停着的车可不就是刚才堺雅人坐的车？！因为我刚才拍了照片，车牌号记得很清楚，我们赶紧下车看，但是车上没有人，周围也没
什么动静。于是我们就去上田站看了看，车站里也没有人。这时候爸爸说有可能是中途去了什么地方，现在也没有合适的车次，而且那车里还有司机在等。我们就想着回去问问司机
看能不能知道什么。

    但是司机叔叔很高冷，问了两遍才回了我们一个不能说的手势。妈妈一看就明白了说这是肯定在里面，否则不会这么神秘。我恍然大悟。这个时候发现车是停在一个宾馆门前
的，难道这就是堺雅人住的宾馆？我们就在路边等。过了几分钟，有一个好像是负责人的人出来了，跟我们点头微笑了一下，在车上放了行李又进去了，没能问成。又过了一会儿另
一个人出来了，我们觉得他像是堺雅人的经纪人。他出来后就站在车前等，妈妈带着我过去跟他搭话，本以为问不出什么，但是经纪人先生却很大方的告诉了我们这就是堺雅人的
车，而且他等会儿就会出来！

    我听到这里已经非常激动了，拿着手机就准备拍照。但是经纪人说最好不要拍照，我连忙说好，把手机收了起来。妈妈又跟他聊了一会儿，说我是从中国来的，非常喜欢堺雅
人，能见到真的是太好了。虽然不能拍照握手，能近距离见一面已经很开心了。

    又过了一会儿，刚才那个人出来了，而他后面走出来的就是堺雅人！！我有点像在做梦，不敢上前，但是堺雅人注意到了我，经纪人便跟他介绍说我是从中国来的，堺雅人于是

主动要跟我握手，我吓了一跳赶紧把手伸出去，，真是不想再洗手了

    他本人非常温柔，听经纪人介绍完以后主动跟我说话，还用中文跟我说了“谢谢”，让我加油。我当时有点语无伦次，只记得一个劲儿地鞠躬和道谢，但最后没忘记表达我对他
的支持。

    见面时间很短暂，但是这种“一对一”式的会面真的就像在做梦，正好周围一个人都没有，真的是太幸运了。堺雅人上车以后还在跟我招手，我跟他招手的力度大得差点跳起
来。。一直到车走很远了我们还是很兴奋，真没想到能收到这么好的“新年礼物”！！

    回家的路上还不忘给跟我们说了这个消息的姐姐打了电话道谢，，事情就是这么凑巧，缘分啊！！

    照片没拍成很遗憾，但是堺雅人笑眯眯地跟我说话的样子我已经深深印在脑海里啦！！大家就只能看看雅人叔的车啦哈哈哈

劉昕恬的日记





“谢谢你们这三个月的照顾！”“以后请多多关照！”

2016.01.31

2016年1月31日  星期日  晴

    今天是搬新家的日子。是同班同学汉娜的家，在接到通知后我们就早早的开始做准备。

    转眼间三个月的寄宿家庭生活就结束了。中间虽然有困难，但是还是快乐的时候多。爸爸妈妈对待我真的如同亲生女儿一样，心中的感激多到言语无法表达。我真的不知道该如
何报答这份恩情，以后有时间有机会来日本我一定要去看他们。希望爸爸妈妈也注意身体，我们约定好了我要带爸爸妈妈去洛阳看看呢！

    昨晚大家为我开了欢送会，一起吃了烤肉。哥哥姐姐也来送我，我真的非常感动。妈妈还为我准备了蛋糕！特别好吃，谢谢妈妈！大家都像亲人那样照顾我，让我在异国他乡一
点都感觉不到寒冷和孤独。

    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月，爸爸妈妈却尽可能的带我经历了好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们一起打保龄球、看烟火、做章鱼小丸子等等，在这期间又过了我在日本的第一个新年，非常开心。这里就如同我的第二个家一般让我感到温暖。真的谢谢爸爸妈妈！临走的时
候爸爸妈妈竟然还为我准备了礼物！我心里更加过意不去，心想要怎么回报才好。爸爸给我的是一本非常珍贵的相册，里面记录了我们这三个月的生活，每一张都是爸爸亲自照下
来，挑选后装订好的，每一页都写满了回忆，这真是最珍贵的礼物！

    妈妈送给我的则是她的一封信，里面写了我们许多的回忆，也写了妈妈对我的希望，每一笔每一划都能感受到妈妈的温暖，也是非常珍贵的礼物，我一定会好好保存！谢谢妈
妈，我也一定会努力的！请你们也要照顾好身体！

劉昕恬的日记



    分别总是特别难受，我几乎泣不成声。爸爸妈妈也都非常舍不得，我们说了好长时间的话，但是这三个月的回忆是说不完的，我们都记在了心里。我们约定了再次相见，我也非

常期待，真的谢谢爸爸妈妈这三个月来的照顾！保重好身体，我们一定会再次相见的！！

 

    新住家是同班同学汉娜的家，家里是寺庙，还开了保育園。来之前就听人说家里大得不得了，来了一看果然名不虚传。家里还有爷爷奶奶，很热闹。今天大家一起吃了晚饭，说
是我的欢迎会。大家都非常亲切，我来之前的紧张不安都打消了。爷爷奶奶也非常亲切，爷爷说他以前去过中国，我们聊了天，很开心。

    保育園就在家的附近，妈妈还带我去参观了。据说是刚刚搬到这里，一切都非常新，很干净漂亮，孩子们一定会在这里过得很舒适。

    妈妈之前也去美国住过寄宿家庭，可以说是我的前辈。我相信新的生活也一定会很美好，接下来的日子请多关照！！



猿さん~~~

2016.03.16

2016年3月5日  星期六  晴

 

今天妈妈带我们去了长野著名的猴子温泉！我也不知道真正的名字是什么。。

我们穿过了一条泥泞的小路，，因为前一天刚下过雨，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我还是头一次如此近距离的接触猴子，所以心情非常激动，话不多说，上图吧~~

劉昕恬的日记



哈哈，猴子真是一刻都静不下来，萌物啊~~



心灵的沟通超越了年龄的差距

2016.03.16

2015年3月13日  星期日  晴

    背景是学校有中文的第二外国语选修，我刚来的时候去上过一次课，跟同学们交流了中文的学习方法以及发音练习，这让我结识了与同学们一起上课的两位老奶奶。

    她们都住在学校附近，因为对中文有兴趣所以特意每星期到学校来跟同学们一起学习中文。我只去过那一次，但是后来我们在走廊上相遇的时候老奶奶们总是很热情的跟我打招
呼，我也十分高兴。

    有一天中平老师突然跟我说老奶奶们想约我一起出去吃饭，顺便交流一下。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机会，也可以帮助老奶奶们学习中文。我们约
定了时间，吃饭的地点由老奶奶们决定。

    我们见面的气氛很融洽，聊了许多，中国与日本的差异，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想要友好往来的心情等等，我才发现交流是不分年龄差距的，我们想要交流的心情是一样的。

    我们去的餐馆很特别，在山腰上，从下面看很吓人，但是进到餐馆里才发现风景优美，天气好的话能将远处的美景尽收眼底。其中一位老奶奶跟这里的老板是朋友，所以能够预
约到了一个风景非常好的座位。

    饭菜当然也非常美味啦，好景配好菜。

    之后我们去了其中一位老奶奶的家，就在不远处，也是在山上，奶奶每天回家都要爬一段很陡的坡，正因为如此奶奶的身体才这么好，而更令我吃惊的是奶奶的母亲还健在，块
一百岁了，眼不花耳不聋的，还能爬山，最喜欢看韩剧，真是佩服啊。

    我给两位奶奶带了中国的茶叶和点心，她们都很高兴，也请我吃了点心，还送了我奶奶亲手做的人偶，很适合当作礼物送给朋友们，日本味很足。

劉昕恬的日记



    奶奶们都说我们能遇见是很不可思议的缘分，之前根本没想到能够如此近距离的交流。说之前每次在学校见到我，我都笑眯眯的跟她们打招呼，让她们觉得很温暖，才有了一起
出来吃饭交流的想法，还夸我说我非常开朗，能让周围的人感受到温暖，我会说其实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吗？哈哈哈哈，真是谢谢奶奶们了。

    这次交流很愉快，老实说我也没想到的，但事实证明只要沟通了心灵，任何东西都不能成为交流的阻碍。

    最后送上善光寺的白梅，开始以为是樱花的，奶奶们跟我说这是梅花，，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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