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楽しい一日

2015.09.03

今日は埼玉に来ました！　楽しみです＾　＾

赫欣桐的日记



前言

2015.09.27

      在开始写日记之前，我要说明一下。这三个礼拜我因为住在宿舍，没有Wi-Fi。所以没有写日记，我从今天开始发表日记。过去三个礼拜的日记我也会一并补上。

      但由于我的打字速度太慢，我可能一天打不了几个字。所以我决定一天至少一篇日记，一个礼拜为期将过去三个礼拜的日记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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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校不一般

2015.09.27

     光丘女子高校——光听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是一所女子高中。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女子高中，在西安我也没听说过有女子高中。所以刚听说去女子高中的时候小小的惊讶了一
下，那是怎样的学校呢，我不知道。

     直到来到了这所学校，我才发现这不仅仅是一所普通的女子高中。这所学校里到处是耶稣与圣母玛利亚的雕像，连校徽都是十字架的模样。我想这一定是一所宗教气息浓厚的学
校。如我所料，这是信仰基督教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 有与普通的学校一样地方，也有不一样的的地方。

     首先，让我介绍一下宿舍的生活吧。由于各种原因，我要先在宿舍里生活三个礼拜。这三个礼拜里，每天都有祷告。尤其重要的祷告是在礼拜四的晚上，住宿生会在宿舍隔壁的
小教堂里进行祷告。那次祷告比平时任何一次祷告要来的正式，因为是修女主持的，还有一次是有教父主持的。我不知道他们什么会有教父来主持，但那场面实在是让人难以忘怀，
而且我跪在那跪的好辛苦。一起来教堂里那一片吸气声啊，虽然是很小的声音。但实在是让人听了都觉得疼。

      我每天不仅是要在宿舍里进行一次祷告，到学校后还有一天开始上课的祷告。学校里的祷告，在祷告前要先唱首歌，那是光丘女子高中的校歌。这首歌是在很多正式场合都会被
唱起的。大家的歌声混在一起形成了美妙动听的歌声，虽然现在我还不会唱但我也被这歌声感染，情不自禁的跟着哼起来。

      我的学校不一般，不仅因为与其它学校不一样，而是因为它所营造的气氛，究竟是怎样的气氛吸引着我呢？

     请关注我接下来的日记，我将一一为大家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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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文化节

2015.09.28

      我刚到光丘女子高中，便遇上了这个学校最忙碌的季节。不知道是不是好运气。

      总之我本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决定跟上他们的脚步让自己参与其中。文化节便是这么一个能让我融入她们的机会。

      我来到光丘女子高中的第一个礼拜，就遇上了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文化节。因为刚刚来到学校，我并不知道文化节我需要做什么。似乎全班都有自己的工作，只留我一人不
知道做什么。

      对于日本的文化节，我多多少少从动漫里能了解到一点。我知道文化节的时候，每个班级都会办起一个小店。文化节的时候会有客人光顾，可能是外校的人，可能是自己学校的
人，还有可能是大人。由于我来得晚，错过文化节前面的部分。也就是决定文化节办什么样的店以及每个人的工作是什么这样的部分。虽然有遗憾，但我很感谢同学们并没有把我排
除在外，也给我分配了工作。

      文化节的前夕，我每次都留到不得不回宿舍的时候，因为我想知道文化节究竟是什么，举办它的意义在哪里？当然每次留到不得不回的时候的时候，也让我感到自己是其中的一
员。我或许是太需要安全感了吧，有时候为班里做一点点小事我都感到无比开心。那么，那些时候我们都在做什么呢？我们在装扮教室。教室里的每一个装饰品都是我们亲手制作
的，这个挂在哪里好？这个要这么做。只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小事，但我们做得很认真。

     在我们期待下文化节终于到来了。我们班开了一家面馆，只有三种面，分别是担担面、乌梅乌冬面和咖喱乌冬面。我的工作是负责搬运这些面，从一楼的厨房搬到二楼的教室里
去。虽然是很简单的工作，但也把我累的够呛，再加上我早上没吃饱，不过几趟下来我就已经没力气了。最辛苦的还在后面，由于时间到吃中午饭的缘故，我们的工作越发繁重。可
恶的是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还忙的连吃饭都顾不上。

      这个文化节我很累，但我很开心。我喜欢这种大家为了一件事而努力的团结，喜欢这种能为班里做事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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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祭－－难以言说的感动

2015.09.30

     来到光丘女子高中的第二个礼拜，我迎来了这个学校的体育祭。依旧是来得晚的原因，我没能参与体育祭的讨论。与文化祭一样，我的行程交给老师和同学们来定夺。

     我以为她们会让我坐在那给他们加油，因为我的体育并不好。然而，他们竟然让我参加比赛。我想我并不擅长体育，她们还是让我上场，是因为这个体育祭不是那么重要吗？

     重要，这个体育祭很重要。后来到体育祭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参加的这个项目是他们拿手的项目之一－－障碍接力跑。一个班有十几名学生参加，被分成俩波，一拨要闯过障碍
物，将小沙包扔进筐子里。另一波要钻进沙袋里做袋鼠跳，然后与老师会和，老师扔球学生接球，直到接住为止。我是第五个然后看着前面的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结果我很快的就
通过了。没有拖大家后腿真是太好了，最后的结果当然是我们班赢了。第一名的好成绩让我稍稍放心了一下，但迈克杰克逊的舞蹈我真的是不行了。

     我只练习了几回（因为时间的原因），这着实让我头疼。我还没有练会就叫我上场了，我肯定不行嘛。不过，再怎么不行，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场了。迈克杰克逊的舞蹈我见过
好多次了，然而这次与以往的都不同，没有领舞，这首曲子由大家一起完成，成为了团体舞。  一个年级，几百号人完美配合，当然不包括我。

      最后，我们班获得了第一名。发表了谁获胜了之后，我们班全班都很高兴。

      让我感受最深的是，结束礼的时候，大家一起手拉手合唱校歌。每个年级每个班级都连成一串边唱边笑，一时间体育场上洋溢着大家的欢声笑语。

赫欣桐的日记



没有什么比假期更值得期待的，但假期开始后～～

2015.10.01

没有什么比假期更值得期待的，但假期开始后、、、

我们要做什么呢？

在我来到日本的第三个礼拜，首度迎来了日本的第一个小长假。

我好难过，又好开心，

我难过的是没有同学陪我了，开心的是我可以好好休息顺便和中国的朋友见个面。

哈哈，我想大家都一定很羡慕我和李昀殊可以见面吧。

我们都在爱知县，而且离的也不远，同样是在宿舍无聊的很，就约出来一起去玩。

想知道我们去哪里了吗？

我想看过李昀殊同学的日记的人一定知道－－我们去了名古屋！耶✌ 

我第一次坐日本的电车，感觉好不可思议，

咕咚咕咚，就像我在中国的时候坐火车一样，不同的是

这个电车的行驶的距离比中国的火车要短。

到了名古屋站后，我就后悔了

我怎么没有问问日本的朋友名古屋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

由于第一次来到名古屋，所以完全不知道去名古屋的哪

所以，我们就在名古屋车站的周围不停的转啊转，

漫无目的，然后我说如果问问同学就好了

李昀殊就说这样漫无目的也挺好

想想也是，可还是觉得难得来名古屋一趟不好好逛逛好可惜。

而且，逛街好累，虽说逛街是女人的天性，但当我不买东西的时候、、、

我只想回家！！！

所以我在名古屋吃了拉面就回来了。

我觉得吧，出门一定要提前五连休除了那一天

我的生活简直就可以和～～（此处省略）相比，

住在宿舍的同学们都回家了，只有有部活动的人在，但她们每天都在参加部活动

没空理我，而且我和她们也不熟。

哎，这个五连休啊

是我有生以来最无聊的假期了

所以，假期是最值得期待的事，但假期来啦我们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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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生活开始了

2015.10.04

我来到光丘女子高中的第三个礼拜，终于迎来了我最期待的寄宿家庭的新生活。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的家庭成员。

我的寄宿家庭里，有爸爸妈妈，还有三个孩子。

姐姐和我是一个年级，虽然不是一个班，但是我们两个的教室里的很近，就在隔壁。

还有弟弟和妹妹，弟弟妹妹是双胞胎，虽然长得不是那么像。

妈妈是家庭主妇，做饭很好吃，爸爸是丰田公司的职员。

对了，家里还有两只小狗。

叫太郎和小花，妈妈说太郎和小花已经是老爷爷老奶奶了

尤其是太郎，太郎的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东西了

小花的毛也变白了

虽然，妈妈告诉我那是因为小花和太郎的品种不一样

不过，我看他们还是很有精神的

今天我发照片了，说明一下，我的学校不让用手机，所以我的照片可能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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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心的

2015.10.09

 生为中国的中学生，我从小经历各种考试，可谓是深受中国应试教育其害的中学生之一。

面对考试，我想除了那些学习超好的学生，没有人会喜欢吧。

所以，学习并没有那么好的我、、、、也是抗拒考试的。

面对考试有谁能说出“我想考试！”这句话？

我说出来了，来到日本之后，我似乎总会做出一些原来绝对不会做的事。

比如，吃生鸡蛋，而且是生鸡蛋拌饭，在来到日本之前只是我无法想象的。

这次也一样，我居然说出了我想考试这句话！

作为留学生的我，在考试这方面，有选择的权利。

然而我知道作为一名中国的留学生，我怎能不去参与来到日本后的第一次考试呢？

所以我首次违心的说出了我想考试，你能想像说出想做一件不是自己喜欢的事时的感受吗？

对于我来说，这就好比老鼠跑到猫的跟前说：吃掉我吧。

其实，说实话我还是有点想看看日本的考试是什么样子的。

老师说，留学生可以自己选择自己想考的科目

于是，每天我都比别人多出一些复习的时间。

我选择了数学、世界史、和物理。

数学分两门，数b和数2，我都参加了。

世界史刚好考中国史。

其实，我在中国的时候，数理化并不好，只是文科为把我的成绩提起来了。

然，在光丘女子学校我被分到理科班了，现在我只后悔我为什么不好好学理科。

这次之后，我深深的感受到我的知识是多么浅薄。

我也该努力的学习了。

但在开始学习之前，先让我去冲绳修学旅行吧，

没错，继考试完毕后，二年生就要去修学旅行了

在这个年纪里，果然除了学习之外，还要好好享受一下人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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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学旅行中遇到的人

2015.10.19

     刚刚来到光丘女子学校，就遇上了他们最忙碌的季节，文化祭、体育祭、舞蹈部的发表会、期中考试和刚刚过去的修学旅行。短短
一个半月的时间，我就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有些时候真的觉得应接不暇。不过，真的让我这些日子过得很充实，我想这些经历会永远
记在我的脑海里吧。

      我想借这次修学旅行的经历来谈谈我这段时间里的感想。

      这次修学旅行我的感触特别深，最让我影响深刻的不是修学旅行去过的地方，听到的事，而是，见到了最特别的人。与我一起来到
日本的留学生们被分散在日本各个地方，从最北边的北海道到最南边的冲绳。而这次修学旅行我来到了冲绳，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
我可以见到我的伙伴了！在冲绳留学的伙伴与我相约机场见面，即使只能见一次面，我们也觉得很值得。让我感动的是她为了见我，坐
了两个小时的车，这让我有点小愧疚。不过，当我们紧紧相拥的那一刻起，没有什么值得计较了的吧。

     我还要说说我们的导游，导游是冲绳人，三年前与我们学校开始合作，她说她最喜欢光丘女子学校的学生了，她每天都给我们唱
歌、唱的是冲绳的歌，每天教我们冲绳的方言，告诉我们冲绳受中国和美国的影响，文化里面有很多和中国、美国的文化，由此形成了
自己的文化。导游的语气里充满了自豪感，她很自豪自己是冲绳的人，每天听到我们用她教的冲绳方言对她打招呼，她会笑得非常开
心，连连夸奖我们。她每天都认真的向我们介绍冲绳的景点，我们渐渐被她的认真所感染，我们跟着她的歌声一起唱歌，跟着她的话语
去感受。我们喜欢上了这个认真的导游，临走前送给她很多东西，她哭了，她说她期待着我们的后辈再来冲绳，她说她还想一直和我们
光丘女子学校的学生当导游。

      每一次旅行都有不一样的相遇，每一次相遇都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关键在于你是否珍惜每一次相遇。希望相
遇的感动能够给我们前进的动力。

我与王逸雯的合影                                                    

这是我和同学穿着琉球的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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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礼拜天的旅游

2015.10.29

在我没想到的情况下，日本的妈妈告诉我明天要去富士山。

听完之后我不确定的又问了一遍，是去富士山吗？

我没想到那么突然的要去富士山，而且是大家一起去。

听说要去富士山我激动了起来，富士山啊！传说中的富士山啊！

我想去看看富士山好久了，一直没机会亲自去看看，只能在照片上，或是电视里见到富士山。

现在我能亲眼见到富士山，甚至是走近它，这是我没想到过的事。

终于迎来了这一天，因为开车要三个小时，所以我们早早的就起床了。

不得不说我们的运气不是那么好，刚好赶上了降温的时候，早上冷的要死。

妈妈说富士山上可能更冷，所以我们都带了一件很厚的衣服。

我们四个小孩坐后座，应该是小孩多的缘故，所以家里买的车很宽敞。

我们后座的椅子都调成了平的，然后四个人就可以躺着睡觉了。

再去富士山之前，我们先去了富士山脚下的野生动物园。

不是没去过动物园，只是没去过野生动物园。

收到野生动物园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野生动物园当然少不了坐在旅游车里看动物的项目了。

我们坐在动物园特制的旅游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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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着栏杆亲密接触动物们。

车里面大概就是这种情形。

我们还给动物喂食了，具体情况请看下图。

我们还体验了猫咪馆和兔子馆，在哪里我们可以抱抱猫咪和兔子。

兔子很可爱吧。

接下来我们就去了富士山，因为不是富士山开放的季节，所以我们没有爬上去。

不过，能遥遥的见到富士山我已经很开心了

那一天真是太开心了。





为合唱大会做准备

2015.11.05

      11月的日本，天气渐渐转凉，树木也开始换上新装。这让我感觉真正步入了秋天，西安的春秋天很短，我很难见到片片火红的树林，在日本看到了秋天的景色，让我觉得不虚此
行了。只是日本的早晨很冷，中午又很暖和，气温的变化让我咋舌。

      而在这么冷的早晨，我要早早的起床去学校练习唱歌。我们每天8点集合，就是为了12月份的学年合唱大会做准备。每个班级都要行动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共同努力，这就是所
谓的团体协作能力了吧。整个班级被分为三个部分，高音、中音、低音部。我被分到了高音部，对此，我表示有压力。在中国我有唱过卡拉OK，高音部分总被我大声的嘶吼带过，
哪里会想到认真的唱上去呢？所以最主要的是我怎么唱。而且记歌词也是对我的一大考验，我必须克服这个难题才能在发表的时候也能唱出来。

      其实我觉得那些问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的不是问题，现在我已能更上大家的歌声了。可合唱大会不是你能完整地唱出来就算赢，还要有更深层次的技巧与感情。所以我们开
始一个一个音符的练习，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不会读五线谱。哆啦咪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长弧、还有那些奇形怪状的符号是什么啊！还好同学们是温柔的，教我读五线谱，但我只知
道了哆啦咪是什么啊。还好同学们也有耐心，一字一句教我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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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之旅

2015.11.16

      来到日本一定要去京都，京都作为日本古都，是最能代表日本的城市之一。而且下回奥林匹克运动会也将在京都举行。对于京都的魅力，我想大家都知道。一个古色古香的京
都，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是在那遍山开满红叶的时候－－在那凉爽的秋天。

      在日本有春天赏樱花，秋天看红叶的习惯。住家爸爸说想带我去看看京都，尤其是秋天里树叶都变红了的时候的京都。故此，我与住家爸爸在大家忙碌没空去京都的时候，两个
人去了京都。

     刚到京都，便觉得不愧是日本古都，大街小巷都透露出属于日本的古色古香。而我生活的中国的古都－－西安，却是渐渐失去了古都的风味，很明显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中国
做的没有日本的多。在这样一个城市生活很幸福我想。

      早上的京都很安静，没有过多的车辆和行人，和住家爸爸映像中的有些不同。爸爸说他每次来到京都，路上都在堵车，而这次旅行却很顺利，我说应该是还早吧。我知道京都因
该是热闹的、繁华的。作为日本国内首屈一指的旅游城市，京都应该有着不亚于东京的热闹气氛。

      我们的第一站到达了金阁寺，9点金阁寺开始放人参观，很不巧我们早来了一个小时，四周还没有多少人。即使是金阁寺的门前，也有着与金阁寺相匹配的美景，那些红叶虽然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红，却也是很好的了。然后，9点到了，我们第一个冲进去，为了拍没有人的金阁寺。金阁寺不愧是“金”阁寺，果然是金灿灿的啊，爸爸问我看见金阁寺三个
字，有什么感觉，我当时说感觉就是金色的寺庙，其实我当时想到的是用金子做的寺庙。

      我们去了京都的好多寺庙，看了好多美丽的景色，当然还碰见了好多外国人，其中中国人最多。真是到哪都有中国人。

     到京都之后才感觉到了京都的魅力，我想如果有机会在京都上大学也不错。

     总体上说这次旅行让我很开心，尤其是和爸爸聊了很多东西，爸爸的话每每让我受益良多。

赫欣桐的日记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2015.12.05

     日本的花道，由中国隋朝传来，中国的花道原本是摆在佛堂的供花，传到日本之后，形成了今天的规模。

     现在的中国，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还有花道的存在了，我对此深表可惜。其实我也不知道中国还有花道这个文化，当时老师问我“中国有没有花道，做过插
花这件事没”的时候，我下意识地回答道中国没有花道，所以没插过花。后来察觉不对，日本很多文化都是从中国传过来的，那花道会不会也是中国传过来的呢？果然，到网上一
查，就是有中国传到日本的，而且中国也有花道。

      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这么深的文化底蕴，居然在现代化进程中流失了许多的传统文化吗？想想那些无人传承的古老文化，可能只有极少的人会的时候，
心里就在不停地惋惜。我不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究竟有多少，有一些我可能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我不知道面对外国人的疑问我该怎么回答，我深深为自己的失误感到痛惜。

     或许，我这个中国人都不知道中国文化究竟是怎样的吧。中国人都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话，谁来了解呢？也许我可以通过这一年的留学生活来了解中日之间相同文化的不同之处，
从而更深层次的了解中日两国的文化。

     来日本之前，我说我想了解日本的文化，现在我不仅想要了解日本的文化，我还想更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我希望这样可以加深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达到中日友好的目的。

赫欣桐的日记



花道的体验

2015.12.05

      星期三，我第一次参加了花道部，说来也蛮好笑的，话说我加入花道部那么久，这竟然是我第一次参加部活动。不要惊讶，不是我不去参加，而是我刚加入完，就因为快考试
了，部活动都停下来了，直到考完试才恢复部活动。不过马上又要放假了，再加上还有下周的合唱大会，还不知道下周是不是今年的最后一次呢。

     不说那么令人忧伤的话题了，我来说说我第一次部活动的体验吧。花道部不愧是插花艺术的部活动，从插花的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了心灵的宁静。最初，老师让我插花，可是我
拿到花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我说是自己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吗？老师点点了头。这让不知所措的我有了放下心来，想着自己喜欢的样子有模有样的插起花来。虽然我并不懂，但没吃
过猪肉我还见过猪跑，想着来参观花道部的时候老师给同学教的，我就运用那一点点知识，做出来一个作品。其实我挺满意的，可是老师好像不这么看。

      老师把我的花全从剑山（插花用具）里拔出，然后说，“像这种大叶子的植物，你可以稍稍侧着插点，这样就不会光见到绿色了，花要全部都能看见。”我听着老师的话语，然
后看着老师不停地修剪花叶，我感到非常的心疼，又剪掉了这么多。后来看着看着就释然了，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不舍弃那一部分怎么会有好作品呢。看着老师越来越漂
亮的作品，我觉得被舍弃的部分也是值得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作品

两天前它是这样的。。。。。。

两天后它是这样的。。。。。。。。。

赫欣桐的日记



开花了。。。



永远跟不上节奏－－不一样的体育课

2015.12.14

     我永远比别人慢半拍，从我初二那年刚接触舞蹈那时起我就知道了，但现在想想看好像说我没有节奏感更贴切一些，永远不在节奏上说的就是我，这是喝了脉动也恢复不了的
病，得治。

   好了，切入正题。

   从今天开始，光丘女子高中的高二体育课进入舞蹈课题。

～～～舞蹈～～～舞蹈～～～舞蹈～～～舞蹈～～～舞蹈～～～

所谓舞蹈课题，就是最少6人一组一起制作舞蹈并发表。

多么考验我啊！像我这种永远跟不上节奏的人，岂不是丢脸丢大发了。

不过没关系，班里的舞蹈社成员全在我们组了（虽然只有两个人），我对我们组有信心。

赫欣桐的日记



名为团结的感动

2015.12.12

      合唱大会于周五结束，结果是3年F组第一、3年A组第二、1年A组第三。我们班止步于周四的学年大会，没有名次。

      对于此，我心里稍稍有些遗憾，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合唱大会，也是最后一次参加。没有拿到名次多多少少心里会留下些遗憾，如果像体育祭一样拿到了第一名的话，我一定
不会觉得遗憾吧。可是，我们班的人数太少，再怎么努力也弥补不了人数带来的劣势。虽说人数并不是衡量合唱水平的标准，但事实上还是一定限度的影响了我们。我问同学我们输
了，你不会觉得不甘心吗？她说，没办法啊，而且有一位老师认为我们是第一就可以了。评判名次的老师有三位，有位老师认为我们班才是学年第一，但三位老师各有意见，最后我
们班还是什么都没评上。 纵使事实上我们班并没有评上名次，但我还是觉得我们班唱得最好。

      学年大会上没有名次的话，不能参加第二天的决胜大会，我也只有当观众了。我觉得当观众也是一个辛苦活，我需要听不下八遍的课题曲目。这合唱大会分课题曲目与自由曲
目，课题曲就是学校规定的曲目，自由曲是自己班里选取的歌曲。想想我们平时天天练习课题曲，还要在一天之内听不下八遍的课题曲，还不要说再开始之前我们大家一起唱了好几
遍，最后结束的时候还是以这一首歌结束。我就是再喜欢这首歌我也该烦了。

     但抛却那些遗憾，我感受到的还有感动。每个班级为了一个目标大家一起努力，一起拼搏。为了得到一个荣誉，大家互相扶持互相鼓励。最令我感动的还是那些取得成绩后，激
动的欢呼声。就连我也被感染，不自觉的露出微笑。当时我就想，这一定会是那个班级里最珍贵的回忆，当她们许多年后再聚，回想起当时的欢乐，她们也一定会再一次为之自豪。
当然，我也会在多年后与同学们再聚的时候，回想起那时，也会感叹一下。

赫欣桐的日记



日本人也经常出错的贺年卡的写法

2015.12.13

众所周知，到了新年，日本人都会写贺年卡用来表达自己祝福的心情。

 所以到了新年贺年卡便成了热销产品，邮政局也会忙的热火朝天。

但在写贺年卡的时候，有一个连日本人也经常出错的地方。

那就是恭贺新年的祝福语，祝你新年快乐。

日本人经常写成这样的形式「新年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但这样写是不对的，究竟怎样写才对呢，

正确的写法应该是这样的「新年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或者是「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这是我在日本的电视节目上看见的，

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日本贺年卡的写法应该是「新年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现在我终于知道了自己的错误，所以想和大家一起分享。

再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制作的贺卡吧。

纯手工制作。

赫欣桐的日记





写给留学生的大家

2015.12.14

在写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不同之处时，我希望大家能做了调查再写，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自己想象中的样子。

说真的，看到大家的日记，我感到非常失落，你们真的了解中国和日本吗？

一件事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很大，有很多你不了解也不知道的事，我希望伙伴们在之后能加上“我的学校”，“在我家”之类的描述性词语。不然日本人看了之后会有新的误会。而
日本虽没有中国大，但每个地区仍然存在差异。

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柿子问题，经过我亲身试验，以及多方面的调查之后发现。

其实，日本常吃的柿子与中国常吃的柿子，种类不同。日本的柿子是脆柿子，而中国的柿子是软柿子。现在中国的市场上也有卖日本的脆柿，上周我妈还吃到了。而且你们不觉得日
本这边的柿子个头比中国的大吗？

还有关于火锅锅底的问题，我们家火锅锅底是有味的好吗？你以为中国只有一种火锅吗？

我写这些并不是针对谁，而是希望大家在写日记之前事先调查一下，作为中国和日本之间友谊的桥梁，我们的言行都对日本与中国互相了解有非常大的作用。

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够负责任的写日记。

还有我能在此对我之前的错误做出修改吗？

关于奥林匹克运动会，不是在京都举行而是在东京举行，因为太像了，搞错了对不起。

赫欣桐的日记



光丘女子高中结业式

2015.12.18

      结业式在丰田使命文化会馆举行，不仅有学生参加，还有不少买票入场的大人，至于为什么一个结业式会有那么盛大的场面，那是因为这不仅仅只是校长发表讲话，学生代表发
表感言，总结一学期的收获成果啥的。而是以一部舞台剧的形式，来结束这一学期。

     超过300位学生的盛大表演，再加上独有的创新，这已经成为了一部艺术品。我想这就是光丘女子学校的魅力，“好棒的表演，完全不能想象这是一群学生的表演。”这是来自
住家妈妈的观后感言。我也觉得这已经超出了学生该有的水准，站在舞台上的人，究竟用了多长时间却排练呢？我不知道，可我知道能呈现出这样完美的舞台剧，她们付出的努力应
该是很大的，在那样忙碌的学习生活中，她们究竟挤出来多少时间，这点怕是只有她们自己明白了。

      究竟是怎样的舞台剧能赢得在场所有人较好呢，现在就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介绍吧。

－－－－－－－－－－－－－－－－我是可爱的分割线－－－－－－－－－－－－－－－－

      这部舞台剧有两幕，第一幕讲的是天地创造、亚当和夏娃、蛇的诱惑、该隐和亚伯、诺亚方舟。第二幕讲的是预言者约拿的觉醒、「ザカリアとエリザベト」（原谅我不会翻译
人名吧）、受胎告知、耶稣的诞生。

      舞台剧以舞蹈、歌唱、演绎、音乐的形式表现出来，由舞蹈部、合唱部、放送部、吹奏乐部一起合作演出，还有不少工作人员都是学生老师。

以上是具体参演人员、工具人员以及剧目表。

      光看着阵容就知道光丘女子高中是下了狠功夫的。再加上光丘女子高中的舞蹈部、合唱部美名在外，这部舞台剧也更应该具有专业水准。

原谅我只有黑白的，演绎中不让拍照，只能拿广告的照片让你们看看，感觉一下。音乐都是吹奏乐部配的，舞台上的表演也是好的没话说。嗯、、、、、好吧，这也只有你们亲自看
过之后才能感受的到了。

赫欣桐的日记





住家爸爸生日快乐

2015.12.18

昨天是住家爸爸的生日，托住家爸爸的福，我吃到了好吃的蛋糕。

只是没有准备住家爸爸的礼物，对不起。

不过住家爸爸收到了来自孩子们的礼物，住家爸爸感觉很高兴。

最后再次祝住家爸爸生日快乐，以后的每个生日都快乐。

赫欣桐的日记



第一次在日本做中国料理

2015.12.21

没有想到，第一次在日本做中国料理会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下－－住家妈妈生病了。

住家妈妈生病了，做不了家务，吃不下饭。

嗯。。。于是，我们也跟着没有饭吃。。。。

没有妈妈的我们，连吃饭也成问题了。

不过，还好我会做饭，为了让自己的晚饭不吃的那么将就，我挑起了做饭的大梁。

本来想着住家妈妈晚上会恢复的，所以也没想到要去事先买菜，

于是我只能在冰箱里寻找我会做的菜，我找到了鸡蛋、胡萝卜、豆角、火腿。

由于住家爸爸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于是住家爸爸专门跑去买了西红柿。

但我实在不知道四人份的菜要有多少，跟住家爸爸说要三个西红柿。

然后我让住家妹妹弟弟一起帮忙切胡萝卜

虽说胡萝卜切的越细越好，但因为自己吃我让他们不用那么切的那么细，自己也没切那么细。

嗯。。。但我看了他们努力的成果，我觉得我切的还是蛮细的，

我本想着半小时之内就可以吃晚饭了，没想到切胡萝卜切了那么长时间。

最后做完饭，已经快8点了，我预计7点半吃饭的。

哎，结果总是事与愿违啊。

不过看着自己的亲手做的饭菜，大家都喜欢吃，我感觉很开心。

我在切西红柿，后面某人在切胡萝卜。

虽然没有过多的中国调味料，但我依然只用了盐和酱油做出了三道菜。。

赫欣桐的日记



大家把菜都吃光了。

最后祝愿住家妈妈早日康复。



有时候整理房间能让心情变好

2015.12.30

今天我整理了我的房间，果然整齐的房间让我看着更舒服些。

其实说实话，我在中国都不整理房间的，

我是住校生，每周只回去一次，住两个晚上。

所以我的房间基本都是妈妈打扫的，嘿嘿。

当然自己打扫的时候也有，也就是在放长假的时候。

但相比妈妈帮我打扫的当然质量要差些。

但基本上我的房间都是很干净的。

现在，我在日本了，房间当然要自己整理了，如果让我不管我的房间。。。

我觉得我可能心里会不舒服，毕竟在中国的时候，我的房间被妈妈打扫的那么干净。

所以我多多少少可能受妈妈影响，想要一个整齐的房间。

看我整齐的房间漂亮吧。

赫欣桐的日记



住家姐姐从美国回来了

2015.12.30

住家姐姐从美国回来了，住家姐姐从20号就从日本出发，昨天终于回来了。

住家姐姐带了好多礼物，我也收到了，好开心。

住家姐姐去的是住家在美国的朋友家，而且，住家在美国也住过好多年

甚至，住家爸爸还在学习中文和俄语。

我想我果然是在一个国际性的家庭里生活的吧。

赫欣桐的日记



成人日

2016.01.11

今天是日本一年一度的成年日，对在这一年长成大人的小孩，给予祝福。

但日本的成人是在20岁，而中国的成人是在18岁。

对于中国人来说20岁已经成为大人两年了，所以应该懂得更多。

而对于日本人18岁还是一个孩子。

我与日本的同学谈论起成人这个问题，同学说她离成人还早，现在还是一个孩子

可我却在想马上就17岁了还有1年我就成为大人了。

成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设置成人日的意义是什么？

在中国没有成人日，但有些学校会有成人礼，成人礼在高三，面临高考的时候

成人礼举办的目的是告诉我们你们长大了，你们要自己负责自己的人生

你们要学会拼搏，不会有人再因为你是小孩就轻易原谅你。

我还没有长大，所以我并不知道长大的真正意义，

但常常听大人说起你马上就长大了，要懂事，

在我的认知里长大就意味着懂事。

那么日本人的眼里呢？我不知道，所以我在看到日本成人日的时候

更多的感慨是出于日本的成人是在20岁，比中国晚了两年

那么，等我18岁的时候我还可以说我还是个孩子吗？

赫欣桐的日记



芋煮会

2016.01.16

周四高二年级来了一次芋煮会，芋煮会、芋煮会当然和名字一样要煮什么东西了，所以我们带了食材来到学校，然后由学校老师来做，于是我们吃到了好吃的咖喱乌冬。当然芋煮会
只是一个称呼，其实不只是吃那么简单，这个活动还持续到了下午。

下午，第5节课我们来到体育场，体育场的四周贴满了画报，那些画报都是同学们自己制作的。都是同学们修学旅行回来后制作的。因为班级不同、学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大家的修
学旅行去了很多地方。回来后分成小组，制作画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评论哪张画报的设计好。评选中获胜的小组，有奖励。

而第六节课，则是学生们期待已久的问答游戏，因为人数问题，所以又被分成小组，然后小组集体移动，选择a、b、c，想选哪个就移动到哪儿。每个小组都有一个组长，组长脖子
上挂着积分表，选对的小组由老师盖章，同样，获胜了的小组有奖励。

问题有简单的、有难的。简单的基本大家都会，难的比较让人无语，因为没有人会知道，只能靠运气去猜，难的问题比如说：今天我和～～老师切了几个洋葱？你们出生的那年
1998年光丘女子学校发生了哪件大事？

再比如简单的：办公室进门～转第～张办公桌是以下哪位老师的办公桌？（我觉得这种问题都知道，光丘女子学校的学生是有多么好学啊）

问题大到国家问题，小到日常生活，奇葩的问题总能让人叹为观止。我总算知道大家为什么那么期待了。

芋煮会真是一个开心的活动啊。

赫欣桐的日记



可爱的日本同学

2016.01.16

      第三学期开始了，久未见面的同学们又再次聚集在了一起，寒假怎么样？去哪儿玩了？我带了礼物给你哦。沉默了两周的教室，再一次迎来了同学们的欢声笑语。

     令我意外的是我竟然收到了礼物，礼物并不昂贵，重要的是同学的那份心意，问我收到了什么？我收到了画着我最爱动漫的文件夹,她还借我动漫CD,我真的很开心。

     当然，最可爱的是同学拿错了，也要坚持送我礼物，借我CD。

     第一回，拿错礼物。开学第一天同学兴匆匆的跑到我身边“呐，我买了礼物给你哦。”

于是她拿出一个文件夹“好看吧，打开看看，旁边应该还有一个。”

我打开来看，只有一个。“诶，拿错了，拿错了，这是我的”一边说着一边从我手上拿回文件夹。“明天我在拿给你。”

      第二回，同学再次兴匆匆的跑到我身边拿着一个袋子，好像比上回多了一个什么东西，

“这次对了，打开看看。”我打开袋子，里面装了两个文件夹，一张专辑。文件夹是我喜欢的动漫的画，专辑是我和她都看过的一部动漫音乐CD。我感动极了，说了好多次谢谢。
但我回家打开动漫CD一看，我简直哭笑不得，因为里面是空的。

     第三回，我还她那个没装CD的盒子，她问“看懂没，看懂没”我摇头“也是哦，全是日语”我继续摇头“没关系，听不懂也没关系的。”终于等到她说话的空隙，我连忙告诉她
自己没看，因为里面是空的。同学听了之后瞪大眼睛，不可思议的模样“诶，诶，诶，”于是，她跟我说对不起，明天再借我，喃喃自语道“奇怪，那我放哪儿了？我得好好找
找。”于是第二天终于给了我专辑，另外还附着一张便签以及另外一张可能她自己喜欢的声优的歌曲专辑。

     

这就是同学给我留的便签。

在异国他乡能感受到这样的温暖，我觉得很幸福。

赫欣桐的日记





黄金周

2016.05.10

在日本最后的一个小长假，当然不能白白浪费掉了，所以我们决定外出旅行。说是外出旅行其实就是看看住家爸爸的老家——和歌山。

去和歌山的路上途径大坂，然后在大坂溜了一圈。据住家妈妈说，我们在大坂迷路了（虽然我没有感觉到），多转了几圈，不过就当锻炼身体了。

不愧是日本的黄金周，路上车多人多旅游景区人更多。最恐怖的是服务区没有停车位，转了好多圈才能找到位子，想在服务区吃个饭吧，还得擦亮眼睛看看有没有空位子。

我们几经转折才在晚上8点前到达了住家爷爷奶奶家。爷爷奶奶家有一个养鸡场很大很大，据说爷爷奶奶曾经养过几千头鸡,现在老了就承包给别人了，不过还是养了很多头的。

我早上还去取鸡蛋了

那真正是叫新鲜的鸡蛋啊，可是我没胆子吃生鸡蛋，听说很好吃。。（＊－＊）

爷爷奶奶家还有一座山，山不是很高，山上种了好多蔬菜，值得一提的是山上有电线拦着据说是为了防止野猪

赫欣桐的日记



新留学生nete

2016.05.10

      新学期开始了，最让我开心的是又有两个新的留学生来了，五个人远远要比三个人来的热闹啊，然我吃惊的是从丹麦来的留学生是中国人，（我一直当她混血来着）怪不得于她
有种说不出来的亲近感。丹麦来的留学生叫nete，nete不会说中文，原因是她从小就被带到丹麦，由丹麦的养父母带大的。中文名字好像叫文玉，不知道姓什么，名字好像也是孤
儿院取的。我觉得与nete在日本相遇简直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缘分，所以我决定教她汉语，而nete的英语很好所以她就教我英文。

     在知道nete是中国人之后我不得不感慨made in chian真的很多，到哪儿都是中国人。

赫欣桐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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