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y 修学旅行ーー初めての日本

2015.09.10

 在这开宗明义的第一篇日记里，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李昀殊，来自沈阳市外国语学校。很高兴可以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并一字一句的记录下来，供大家了解我的生活。

  我现在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然而我十分地喜欢这次的远行，因为或者可以从旅行中多得些材料，在今后的日记里告诉你们些略为新奇的事情。

  9月5日我们结束了在东京为期五天的研修，挥着手与一直照顾我们的老师和小伙伴儿们说再见，并各自踏上各自的征途，开始了崭新的修学旅行，而我也前往了爱知县。

  初来乍到，还不是很熟悉这里的生活和文化差异，不过当我刚踏入“桜風寮”的第一天，就感到了宿舍阿姨的和蔼可亲。当我走入教室的一刹那，又被那如雷的掌声感动。再来日
之前，我曾无数次地担心会被冷眼相待，会孤独，会寂寞，会彷徨。让而在这里我却深深地感到了日本人民对我们中国人的友好和热情，这同时也让我在中国的父母放下了心。

  我来这里第一天上学时，会有小同学主动邀请我一起吃午饭，同时也会放慢语速，并认真地听我充满语法错误的话，也并没有嫌弃的表情。

和日漫中描绘的一样，日本的学校和中国的大相径庭，这里8：40到校，下午4：00放学，所学的内容也不是死板的数理化。放学后可以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强身健体亦或陶冶情
操。还有，他们是穿拖鞋上课，即使到了体育馆也有特定的体育服，学校的校服是西服配上裙子或西裤，那种打开水龙头可以直接喝的自来水也充满着动漫的感觉。

 时间如白驹过隙，我结束了一天的课程，我回到了宿舍，虽说很喜欢这里的生活，但人终究会有孤独寂寞之时，如果可以，我想养一只独角仙，可以让我和它聊聊天，谈一谈烦
恼。现在从窗户往外眺望，正是山雨欲来的时候（我这里可以看见山），清风四起风中夹杂着氤氲的泥土气息。天空如墨，而如墨的云隙中，万缕霞光。我紧闭双眼感受着上帝赐予
我的一切，想让它永驻在我美好的记忆中。

  我预觉着这场风雨后芳心浓郁的春光！

李昀殊的日记





无题

2015.09.21

  赶上连休，就和朋友约好了去名古屋。所以今天一大早就起了床，启程前往电车站，买好车票后就这样坐上了电车。

  一个人，自会觉得有些无聊。就拿起书打发时间。大概是列车不太平稳的缘故吧，只那么一会儿，便看得我头晕眼花。我拉开窗帘，想眺望远处的风景，顿时，这应接不暇的美景
使我赞叹：外望远山连绵不断，都淹没在朝霭里，淡到欲无，有的只浅蓝色的山峰一线。山里人家的炊烟，如同云起，车只风驰电，这一幕很快便在我的视野里消失。接连踵至的是
那碧绿无际的田野。就这样，我一直对窗整发。在这伟大的环境中，我只能默然低头，赞美万能智慧的造物主。车轮轧轧里，奔向我无限的前程。

  到站了，列车缓缓地停下，我刚踏到路面，看到久别的同学时，如同远客遇到乡人一般，激动的喊了起来。我们寒暄了几句后，便是一同逛街，途中到没发生什么稀奇的事了。

  等我回家到了丰桥站前时，看见一只鸽子在广场悠闲地散步，就跑到附近的面包店买了几个面包，慢慢地走过去喂它，当我把面包扔出去时，呼啦啦地又从四面八方飞来好多鸽
子。开始，他们是有些怕我的，后来大概是知道我不会伤害它们吧，好不容易才愿意靠近我。这一刻，我和小鸽子相处的是那么地和睦。旁边的人不动声色地看着这派和谐景象，一
切都是那么地美好。但是突然，冲过来一个男孩，打破了这份美好和宁静，他追赶鸽子玩闹，鸽子吓得都飞走了。广场顿时空荡荡的。

  我只勉强含笑，手中紧握着剩下的面包，心里却又感到哀戚与不平。这些小动物出来觅食也不容易，你一时兴起地追赶它们，是否想过，夜深了，它们回去说不定又要挨饿了。

  我小时曾为一只折足的蟋蟀流泪，为一只受伤的麻雀呜咽。我小时明白一切生命都是一般大小的，从不会有贵贱之分，我小时候未曾做过不仁爱的事情......

  天黑了，凉风席席，天上微弱的月光与路边的灯光就这样无声地相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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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氷心

2015.10.05

子供たちへ：

  今日は、「友情」について話しましょう。

 友情は人間関係の中において、最も貴重な縁である---友達とは、五倫の末（五倫とは、父子の親、君臣の義、夫婦の別、長幼の序、朋友の信を指すーー訳注）に位置している
が、その範囲は最も広く、あなたの君臣（今はリーダーや上司と言うでしょう）、父、子、兄、弟、夫、妻は、みんな同時に友達でもありうる。

 

  友達とは、国籍、年齢、性別と関係なく、同じ夢さえ抱え、似た趣味さえ持ち、感情さえわかり合い、気さえ合い、いずれも強い絆になるわけ。世の中で、どれほどの夢が実
現され、どれほど巨大な事業が創立され、どれほど偉大な芸術が生み出され、そのいずれも同じ志を有する仲間同士によるものであろう。共に努力し、互いに切磋する友達であ
る。そのような例は、東西古今の歴史にいくらでも存在しているでしょう。

 

  また、似た性格、同じ性格のしている人同士は友達になりやすいだけでなく、虚しさを満たし、悔しさを補い、心を深めてくれる人も友達である---あなた自身は率直で豪快な
性格であれば、友達の謙虚で落ち着きのある性格に感心する；あなた自身は情熱溢れて活発な性格であれば、友達の恬淡で静かな性格を気にいる；あなた自身は感傷的な性格で
あれば、友達の生き生きとした楽天的な性格を羨ましがる。それぞれ異なる性格は、琴にそれぞれ異なる弦があるのと同様に、調和を取れた合奏をすれば、天国の音楽のような
素敵な共鳴が響き渡る。

 

  友達を作るとは、一種の芸術である。

 

  情熱で活発な、人情に厚い人は、常にたくさんの友達を惹くことができるのに対して、磁石は鉄のみ、月は潮のみを惹いている。

 

  あなたは友達を重んずるなら、あなたの友達もあなたの友情を倍になって大切にする。

 

  友達から何を得られるかばかりを考えるのでなく、友達があなたから何を得られるかをも考えよう。

 

  耕耘に励むからこそ収穫がある、貢献できるからこそ得るに値する。

 

  友情は鎮静剤でありながら、興奮剤でもある。

 

  あなたを無為にする、落ち込ませる人は、あなたの友達ではない。あなたも、あなたの友達を向上させたのか、やる気を出させたのかを常に念頭に入れねばならない。

 

  友情は海の中の灯台で、砂漠の中のオアシスである。

 

  あなたの心の帆は、「理」と「欲」という、三つに分かれた川の交差点で漂い、大荒れ水面とごつごつ重なっている岩に直面した時に、あなたはあなたの友達がくれた一点の
隠蔽な霊光に頼って、照らしてもらう、導いてもらう。あなたは退屈で炎天下の中人生の旅を続けている途中、あなたの苦労、あなたの負担は、報いや支えも見当たらない時
に、あなたは友達という清楚な緑蔭の下へ赴き、悩みを洗い流す泉から湧き出る甘い水を口につける。

 

  古人が曰く：風雨の中、故人が訪れてくるのは最も得がたいことだ。---天気の風雨があるだけでなく、心にも風雨がある！

李昀殊的日记



 

  あなたの心は、無人の山、人影のない野原で迷ったことはないか？風に吹かれ雨に打たれ、行き先のわからないまま佇み、ふっとあなたの友達が、「同情」という扉を開けて
くれて、彼女の「愛」の茅葺の家へと誘ってくれて、あなたの苦労の蓑を降ろしてくれて、あなたの顔の涙と雨を拭いてくれてから、「友情」という暖かい火の前に座らせても
らう。

 

  あなたも同様に、常に同情の心の門を開けて、友愛の火を焚いて、遠くまで眺めるとよい。

 

  友情にあるのは、楽しさのみ、慰めのみ、励ましのみ、つなぎのみ。

 

  友情の中には、苦痛もあるけれども、例えば古人の詩に、別れの切なさを描くものは少なくないが、友情は永遠と消えないものだ。別れても友情は絶たない。「海内知己を存
すれば、天涯も比隣の如し」、「知己一人でも得れば、生涯遺憾なし」こういった苦痛は寂しくない、私たちはすでにその友達から友情を分けてもらい、楽しめてきたからだ！
寂しさ---心の孤独は、世界で最も恐ろしいものだ。

 

   子供さんよ、人生の道において、私たちは一人で出発してはいるけど、歩いていくうちに、だんだんと同行の仲間が増えてくるのよ。整然としたチームが築かれ、肩を並べ、
手を携えて、喜びを味わい、前方を励む。仲間がいると、峻険で険しい世間の道を乗り越え、長旅の疲れを忘れることができた。いかにしてこの世には友達という関係があるこ
とに感謝すべきだろう、そのような縁への感謝？

 

  あなたたちは私の永遠の友達であるように。もしも私はそれに値するなら、あなたたちの友達で居たい。

 

 文壇のおばあちゃん氷心の「小さな読者へ」より。非常に素晴らしい内容だったので、引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形形色色的文化

2015.10.19

  提起文化差异，只是饮食文化就大不相同。

  手，筷子，餐叉，餐刀，汤匙等等，用什么来吃饭，因食物和习惯的不同而不一样。

  在日本，吃西餐时会用餐刀，餐叉和汤匙，吃日餐的时候用筷子，这一点和中国雷同。日本人喝酱汤的时候是端起碗直接用嘴喝，当
然在吃酱汤中的菜时使用筷子。而中国喝汤时使用汤匙。日本人在吃饭时亦会用手扶着碗，我常常会忘记这一细节，只这一点，便被寄
宿家庭的小孩提醒了多次。

  虽说都叫筷子，但其形状，材质因国家或地区不同而有差别。中国的筷子较长，前端是圆的，筷身粗细变化不大所用材料除木头，竹
子，塑料外，高端一点的还会有玉和金属等。而日本的筷子前端尖而细材质多为木头或竹子，有的还涂有生漆，以增添亮色的效果。

  在日本家庭里，各自使用自己的碗筷。据说从大盘中取菜时，使用公筷被视为正规礼节。

    据调查，使用筷子的国家约占世界人口的三成，尽管同样是使用筷子的文化，却完全是各种各样。

李昀殊的日记



蝶恋花（晏殊)

2015.11.03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别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中国の宋詞を引用している－訳者注）

                   栏杆边的秋菊笼罩在烟寒之中，似含忧愁。丝织的帷幕沾着寒露，似在饮泣。明月不知晓离别的苦恼，整夜把银光斜照在屋内。

                   昨夜西风阵阵，树叶飘落，绿树凋零。我独自登上高楼，望尽天涯的尽头。想写封书信寄给远方的家人，可山长水阔不知道你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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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声甘州（柳永）

2015.11.03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

                                                                   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

                                                                   是处红衰翠减，冉冉物华休。

                                                                   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

                                                                   想家人，窗前颙望，

                                                                   误几回，天际识归舟。

                                                                   争知我，倚栏杆处，正恁凝愁？ （中国の宋詞を引用している―訳者注）

    天色已晚，暮雨潇潇，洒遍江天，一番暮雨，洗出了清冷的秋色。渐渐地秋风凄然，寒气逼人，远处山河萧瑟冷落，夕阳映照着城楼。处处都是红花凋零，绿叶枯萎，渐渐的窗
外美丽的景物也都凋落，风华不再。唯有那长江水，无声地向东流去。

    不忍心登上高楼眺望远方，故乡是那么的遥远，难以收回思乡的心。想想自己的家人，一定在窗前凝望着远方，好几次把远方驶来的船错认为归舟。你怎么会知道，我此刻正倚
着栏杆，远望家乡思念着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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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之母

2015.11.16

    宁静，美丽，处处洋溢着罗曼蒂克气息的巴黎，当地时间11月13日晚，突然发生剧烈枪击与爆炸，往日安逸的街道一夜间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的废墟。从八十人，一百
四十人，上升到百余人死亡。数百具无辜伤亡死者冰凉的尸体，躺在他们最爱的祖国大地上。-----撒旦之母，多么温柔又慈爱的名字，瞬间却化身为夷平这一切的冷血炸弹。

     我无法用文字书写出我内心的悲伤，你们遭遇的悲剧忽然成为我们最牵挂的事情。

     在那里生活的华人同胞，你们还好吗？曾与我们在一片蓝天下同呼吸的巴黎居民，你们又还好吗？

     震耳欲聋的枪炮，漫天灼热的灰尘。在这两三天，将你们豪华的市镇，深深地封闭了。无辜的市民葬身于这热尘火海中，废墟里，有你们的残骸。形状扭曲，面目狰狞，我无法
想象你们临死前的挣扎和痛苦。

     从奥德朗总统颤抖的声音中，我们感到了你们的无助。但是你们不要害怕，世界是一体的。奥巴马总统说：“罢了袭击事件与全人类为敌，美国将为法国提供一切所需要的帮
助，将不惜一切代价把恐怖分子绳之以法并追查他们的组织。”  我们与你们是并肩作战的。你们要知道，不仅政府给予你们有力的帮助，万里外的海外同胞们同样会给予你们精神
上的强大力量。有了我们的团结一心，那恐怖分子定不敢再度猖獗，光明会再度重来，一切都会过去的。

      愿你们用坚强的意志挺过这一切，你们海外的朋友为你们祈福，“愿你们一切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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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周行事

2015.11.24

    这周去寄宿家庭，又有了新的感受。我到了他们家后，先是两个孩子围着我转，我跟他们买了蛋糕和

 

点心，又一直在屋里陪他们玩来着，相处的十分融洽，也大概是混熟了的缘故吧，晚饭的时候我们唠的比之前high多了。吃晚饭后我又和他们爬到楼顶去看夜景，真是美极了。黑夜
中我们看见了闪闪发光的飞机，哈哈哈那两个孩子激动的以为是UFO呢。

 

  但遗憾的是，本来和同学订好了周一一起去玩，结果我们俩双方又把时间弄错了，她周日一早就来了。无奈只好周日离开，提前一天回宿舍了。我们一起喝了咖啡和果汁，又吃了
早饭，接着一起逛街买衣服，真的感觉挺幸福的。可回到宿舍，因为是三连休一半的同学都回家了，我的好朋友们也不例外，也就是说今天只剩下我了，有没有什么事干，挺无聊
的。正好借此机会想了想关于社团的事，自从退社后确实没什么干的了，打算也不能这样闲下去了，好不容体验的日本高中生生活，得让自己充实一下。所以打算这周在周末之前把
所有的社团参观个遍，这次要仔细斟酌，再好好做出进那个社团的打算。

 

   写到这里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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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怀念的老坛酸菜牛肉面，夏夏我爱你

2015.12.08

     这周本是考试的，自是会少了些乐趣，但考试也有考试的好处，哈哈哈那就是----半天！

    所以今天又以着一颗平常心进了班级，问候并回答了一圈“早上好”后，便坐在我应试的座位上了。翻起书，复习了起来。这时夏夏突然来了，“早上好，昀殊”。早上好：
“夏夏”  “昀殊，我妈妈前段时间去中国，给我带回来了点中国的一些吃的，诺，这个给你，我们也发现了你最近没有刚来的时候那么有精神了。从你平时和小岚谈话中也能感觉
到你有些想家了，所以你肯定特别怀念这个吧，”说着就从口袋里拿出了一盒老坛酸菜牛肉面。“哇！给我的？”  “嗯” “我自从来日本后就再也没吃过中国的泡面了，这个太让
我怀念了，谢谢你”   “诶呀我俩客气什么”   哈哈哈，两个小伙伴开心的笑了起来，笑声荡漾在整个教室，幸福洋溢在整个清晨。不知不觉，老师推门进来了。“到点儿了，我回
座了，你考试加油！”   “嗯，你也是，这个，谢谢啦。”   就这样，我又坐了下来，对着我的老坛酸菜一直傻笑。心想：这周，一定会很幸运吧！夏夏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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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版

2015.12.11

  说实话，自从来到日本，我虽没有和谁发生过矛盾，但也并没有做到积极友善的和每一个人交流。

  对于问候方面，我也只是向主动和我打招呼的人接触，因为我觉得，对方没有和我说话就是对我不友好，我自然没有必要与她们有过多的交集。但实际，并非那样。。。。

是我想错了。

  几天前，丰川老师曾来到爱知县看我，她询问了我的情况并认真的听我诉说烦恼后，对我这样说：“在日本，等级制度是很森严的，前辈没有主动向后辈 问候的习惯，但这并不代
表她们对你不友好啊。而且，不仅日本，像韩国等国家也会有这样的习惯的，甚至比日本还要严格。体验并领会到不同文化的差异，然后虚心地去学习，你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的。”   不过这些话是我几天后才静心想的，老师说的很对，我有很多需要改的地方。学习-----才是我来日本的目的。而学习又不仅仅局限在知识上。文化，素养，为人处事亦都是
需要我去学习的。

  在我认真反省之后，也用行动向身边的人证明了。首先，我真诚的向岩佐老师道了歉，因为他之前那么关心我，我却不屑一顾。没想到岩佐老师立刻原谅了我，还和我谈了中期研
修的事呢。这之后，我又去找了英语的石黑老师和今井老师，我对她们说了很多真心话：“老师，之前我有很多不对的地方，我认为即使学了英语对我来说也没有用，但是我仔细想
了，即使上了大学，我依旧是要学英语的，晚学还不如早学呢。今后我会好好努力的，不过我在国内确实不学英语，让我一下子拿满分这类的的事情也是不可能的，请您给我时间，
另外，关于之前的事情，失礼也好，不认真也好，我给您道歉，请您原谅。”  没想到两位老师的回答都是差不多的，她们说并没有讨厌我，相反认为我是一个好孩子，懂得认真悔
改，还和我说，如果觉得吃力的话，可以每天中午去办公室，给我补课。”这样回答，真够让我大吃一惊了，就算不辜负这样的回答，即使再差，我也要努力！  我还下载了英语的
视频软件，争取天天看。不过说实话，这学校和别的同学去的不太一样，光英语就开了三门课，努力的同时。。。。。我惨了呀

   不过，我也是有优点的，别的科可不是那么差，我数学还全班第一呢。我也不会骄傲的。

  最后便开始和宿舍的前辈们打招呼了，在这之前，我和同辈及高二的一部分人关系还不错，所以开始试着和其他人接触，我发现当我主动和他们打招呼时，她们也会很友好地回复
我。  虽然。。。。。。用的是简体，但是，我告诉自己，这是文化。。。我得学。

  我相信自己会变的更好的，加油。另外，我还有一句话想和李老师说：“实际第二天打电话是想和您说您的教诲我认真听了，我一定好好改正，让您操心了，不好意思”。  您别
担心，我正在努力中。。。。。。

  看我的房间漂亮不？

 

李昀殊的日记





参观新社团

2015.12.14

  总算到了清闲的一周，这之前不是补习就是考试，同学都忙得要死，根本没有时间带我参观社团。但令我感动的是本来周四去社团的朋友今天特意带我去参观了。超感动！

  生物社团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进屋就有一股怪味儿！我还看到了好多以前从来没见过的东西。脖子长长的转成一个圈的像乌龟一样的东西。一条身子很长的像蛇一样的鱼。

  我问他们平时社团除了照顾这些小动物还会干什么？他们竟然回答我，拿着网去对面的河里捞鱼乌龟什么的。说实话这个回答挺不满意的，小动物本事大自然的生灵，为何你要给
它以桎梏？

  不过总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哈哈，期待下一个社团参观。

李昀殊的日记



对不起

2015.12.18

 

oh!my  god.为什么  这个系统总是出错？抱歉抱歉，刚才把我们来日本研修时的动画给大家看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昀殊的日记



天才老师

2015.12.18

现在在mcc大家可以随便使用电脑，我想利用这次机会，用日语写一下日记。还是想说说社团的事，我想进生物社团，就跟老师说了。我的老师是真正的天才，聪明的柴田老师对我
这样说：“这次为了防止出错，昀同学可以先体验一下”。哇噢哇噢，真是个好办法啊，可以向社团的队员那样，照顾生物和小动物。真好。有天才老师在我身边，是多么值得感谢
的事情啊!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昀殊的日记



抓狂

2016.01.05

我真的是受不了了，刚刚写好的一大长篇的我的新年幸福生活，被这破平板一个黑屏全部弄没了。啊啊啊啊啊啊，这种现象之前已经发生过了，真的疯了。

李昀殊的日记



新年的幸福生活（上）

2016.01.05

我真的实在不想把同样的话说第二遍，所以我要重新写这篇日记，希望这次不要再黑屏了。

   由于我是住校生，所以过年期间学校闭馆，而我，则被安排到学校老师家里去寄宿。前四天，我在川原老师家，后三天，我在原田老师家。

   我在川原老师家里肥吃肥喝，受到了总统般的待遇，老师带我尝遍的日本特色，真的感到非常幸福。

   我到的第一天，是下午四点多，第一天的晚餐，老师是请我们到外面吃的自助餐。由于老师不仅接收了我，还同时收留了另外的日本拳法的三位成员，所以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横着走在大街上。

  而这之后，老师又不断的带我品尝了许多的日本特色，又带我去泡温泉，又带我去打保龄球。我第一次接触保龄球，所以还清楚的记得那天是极其兴奋的，每当我把所有的保龄球
都击倒时，老师就会在下面欢呼，并等待与我击掌。我还与川原老师的孩子一起玩抓娃娃机，当时的投入，和抓到娃娃时的兴奋，我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比拟。而泡温泉的时候，我
又知道了日本温泉的模样。

  老师还带我吃了烤肉，由于当时人多，所以我非常不好意思夹菜，没想到川原老师特别向着我，拼命的在给我夹，极其热情的给我点沙拉和饮料，像爸爸一样，真的。像我爸一
样。

  老师的妻子也在樱丘高中当老师，对我亦是特别的好，记得除夕的早晨，老师请了全社团的人吃荞麦面，晚上回到家我们围在一起看跨年晚会，第二天，老师又给我做新年料理，
对我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晚上又带我去参拜日本的神社，我还抽到了大吉的上签。

   过年的那几天，我真的是非常开心，由于我住校，大概是过惯了一个人的生活吧，突然让我感到了一个像家一样温暖的地方，平时内心毫无感情的我，真的被融化到不知所措，他
们就像是我的爸爸妈妈一样。但对我越是和蔼，就越会让我想家。

  我曾经问过川原老师，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老师回答“因为之前在中国，曾受到你们中国人民的热情款待，我当时就想，以后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报答中国人。”  我听后
深有感触，心想，以后即使回国，遇到需要帮助的日本人民（不仅是日本人，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也一定会尽力帮助，我也要告诉他，我在日本期间，曾受过日本人民的热情款待，
我要让这种互相帮助的美好永永远远的流传下去，不仅流传于中国与日本之间，要让这世界都充满美好，感动，与互相帮助。

   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们民间的促进中日友好的关系吧，我们不是国家总理，不是官宦世家，也没办法向外交官一样传递友好，我们只是普通的百姓。但我们会以我们的方式，一点
一点的，拼尽全力的，奉献出我们能奉献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这样做，那么中日定会成为互相辅佐的两国，两国人民友好往来，互相交流。

   忽然意识到，这，或许才是一名公派生肩负的重任吧。

李昀殊的日记







新年的幸福生活（下）

2016.01.05

   我的第二个寄宿家庭是原田老师家，原田老师的家是地地道道的农村，所以老师带我游遍山水，所以我就用照片说话喽。

李昀殊的日记





美丽的农村

2016.01.05

  全部都是原田老师美丽的故乡！

李昀殊的日记





美丽的农村2

2016.01.05

  不禁让我想到了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李昀殊的日记





水利工程

2016.01.05

   这是原田老师带我去的水利工程的大坝，中国有名的是三峡大坝，这个是什么大坝呢？

李昀殊的日记





牧场

2016.01.05

  原田老师特意开了很远的车程，带我们去了牧场。

  在牧场里，兴奋的是我看见了，之前在国内教科书上学到的，经克隆得来的多利羊一样的品种。瞅着暖暖的。

  还有牛，令人惊奇的是，那些牛本在很远的地方，和我同行的人无论怎样叫，它们都不过来，而我轻轻的唤了几声，它们竟全都过来了，旁边的姐姐一直激动的和原田老师说这事
呢。

  我和这些牛相处的非常友好，它们很喜欢我，一直在我周围转。但我发现令人心疼的是，这些牛鼻子上的铁环都是穿透它们的肉，打成的，真的很让人心疼。当时的它们一定很痛
苦。为什么要戴这种铁环呢，强迫动物戴它们不喜欢的东西不也是很残忍吗？

李昀殊的日记







都是我

2016.01.05

  都是我，看照片就知道我有多开心！

李昀殊的日记





社团

2016.01.08

    今天刚一放学，我就破逼急待的蹦蹦哒哒地跑到了生物社团。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去时比参观时少了些小生物。哪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脖子像蛇一样弯曲的乌龟不见了，去哪儿了呢？

   我还去找了铃木老师，久闻大名，据说他是一位特别有才的老师。还精通西班牙语，所以说我有些想跟着老师再额外学点西班牙语的想法。昨天晚上一个人想这事傻笑了好久呢，
都做好了什么六点起来奋斗，又去图书馆买练习册的打算，结果现实就是这么的残忍，老师今天竟然休息，真的要被气哭了。

    不过我还是趁此机会和别的老师聊了聊，也不知道是老师太厉害还是我日语太差，刚刚聊起来还没超过五句，老师就知道我是外国人了。我和那位老师聊的可hi了，他一直夸我说
话有意思，是一个很能逗人乐的小姑娘，我一直在笑，感觉和这位老师特别合得来。我们的交谈很愉快。哈哈哈

   另外，我们学校有了去爱知大学演讲发表的机会，我作为大和企业的一员，超级积极踊跃的参加了，就是在名古屋，有点远。啊啊，好期待啊

   另外，佐藤老师我们爱您。嗯～～您每次都给我们的日记留言，谢谢老师，给您赞！哈哈哈

李昀殊的日记





我再也不想写日记了！

2016.01.27

  真讨厌！我刚才写了一个多小时，足足够八百字了，里面满满的记载我今天的成就感，怎么能说没就没呢？拿手机打也是，ipad也是，动不动就卡住，然后把我辛辛苦苦打的全部
弄没！气死了气死了。

  我不打了，就用这篇破日记代替吧。

   啊啊啊啊啊啊！我刚才写的可好了！破手机，去死吧！

李昀殊的日记



没标题

2016.01.27

   上帝啊！我不甘心，不甘心我刚才打的那么好的满满的成就感就这样消失了。您告诉我，除了再重新写一遍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能让别人知道我写的有多么好，今天过的是多么光
彩？

李昀殊的日记



追加一篇

2016.01.27

  哦！我在打刚才富有成就感的那篇日记时忘了说一件事。就是明天不用上学，不用上学意味着不用上体育课，不用上体育课意味着不用跑马拉松了！！！哈哈哈哈哈哈，吼吼吼吼
吼吼

   我又忘说了，我刚才打的那篇周记名字就是《成就感》我爱它，可手机不允许我们相爱。哦～我可怜的小日记

李昀殊的日记



心态，变了

2016.02.15

  今天是情人节，同时也是我研修后回来上课的第一天。一大早进教室就收到了好多礼物，就是那种女生自己做的点心做为情人节的一种信物吧。我当然也给了大家从大阪带来的土
特产。但是当同学看见我，说：昀殊你回来啦时，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悲伤了起来，感觉现在身边的一切突然变的那么的珍贵，又感觉回国的日子就像倒计时一样的咄咄逼人。以
前总是期待时间过的快一点，好能回家，好能看见小伙伴。但是现在却期待过的慢一些，想好好珍惜我所剩不多的留学生活。可能是我最近开始学习了吧，每当努力时才后悔当初为
什么要那样的荒废时光。感觉前半年如果努力的话，或许会让我的内心充实一些。或许会更有意义。

  愿后半年好好拼搏！

李昀殊的日记



猫的报恩

2016.02.16

  今天我的东西终于到货了，里边有在日本买不到的纯正中国土特产---毛克！，我要把这些给之前对我好的那些老师们！

  另外啊、还是中国人敞亮！毛克大包那么大！嘻嘻嘻嘻

李昀殊的日记



今天八级的八级大地震

2016.02.22

      今天一大早去学校，在合唱时，听见有同学说今天晚上十点有地震，我的神经递质哇的一下全部都冲出来，整个人都处于兴奋的状态。“啊？地震？真的假的？几级啊？”我摇
着旁边同学的胳膊，她说“据说是有，好像是八级”我去，八级！简直太让人害怕了。今天本来是打算本本分分的学习来着，不过我听了这个消息根本都坐不下去了，在国内我一次
大地震体验的经历都没有，忽然来个八级的，真的是太恐怖了！就这样，上课我也没听进去讲，下课也在想这事。盼呐盼，盼呐盼，终于等到了放学，我冲出教室立马回宿舍，看见
了里奈，“诶诶，今天地震知道吗？”“地震？那个摇摇晃晃的？”“对啊对啊”“没有吧”“啊-----没有啊”“哈哈，为啥有啊”。  

     这就是我放学后问的第一个人。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做饭的阿姨了，就问她说“阿姨今天有地震吗？”“没有吧，不用担心”“啊。。。”我有点放心了，担心大地震的到来，出去买了好多肉包子，咖喱包子，
芝士包子，又买了十个黄油面包，一堆冰淇凌，来筹备食物。回来时看见了宿舍的老师，我张嘴就问“那个，老师，今天有地震吧！”“啊，地震啊，那个是谣言，假的，你不用
怕”“啊？假的？为什么啊，我从白天一直担心到现在，你们居然都说是假的”我真要哭出来了“诶？你买这么多包子干嘛呀？还有冰淇淋？”呵呵呵呵，我真是不想再提地震的事
了“哦，突然间想吃来着”。    

      诶，我担心一天的地震啊。

      不过我还是打算把冰淇淋留下来，等明天吃吧！

李昀殊的日记



高二学姐来问我题啦！

2016.02.24

  刚才有高二的姐姐来问我题了！本来我想低调一点的，但是洗完澡之后我仍就压抑不住我的兴奋。所以打算写到日记上得瑟一下。

  由于下周各年级陆续就要进行学年末考试了，所以无论是英数课，普通部，高等部的学生都开始自主复习了。今天我照常吃饭，仍旧清晰的记得，在刚要喝汤的时候，旁边高二的
姐姐叫了一声“李同学”我“啊---”了一声。“听说你很聪明，数学好像很好，我可以问你一道题吗？” 说完之后， 她的重点我倒没听见，只记得她夸我聪明。我顿时眉开眼笑，
口是心非的喊道“没有没有，我特别笨”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太恶心了，哈哈哈。“那---可以问你一道题吗？”  “啊，抱歉，我看看吧”试卷一拿来，她不会的两道题是我当年最拿
手的微积分，但是再拿手也毕竟将近一年没碰了。我说“嗯--可以让我琢磨琢磨吗？”“她同意之后我就拿到了房间，动起纸笔算了起来。”嗯----虽然没有三下五除二的就搞定，
但最后也算出来了。  我顿时跑出房间，冲到食堂。她看我那一脸喜悦的表情，就对我说“做出来了！”我“啊”了一声，开始给她讲题。将的时候还听见她同伴说“让高一的给你
讲，你丢不丢人。”虽然这话是褒是贬没听出来，但是做出题的喜悦感和成就感，到现在都没有消去。

 

李昀殊的日记



待会儿去玩！

2016.03.20

   待会要和同学出去玩！最近渐渐开花了，我们打算先去丰桥车站看完花之后再去买过节吃的年糕饼之类的东西！哈哈，就等她的来信啦！

李昀殊的日记



公园赏花其一

2016.03.16

 我不去赞赏它的美，只求能静静地嗅着她芳雅的气息，品着它薄薄的冰结，欣赏这如梦境一般的梅花。我轻轻走向一棵梅花树，抑不住心中的一丝冲动，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折
下一朵梅花，坐在大地上，细细端详。叠瓣的花瓣粉的是那么的恰到其处，粉的不庸俗，而是那种淡淡的芳香长存心中。

李昀殊的日记





公园赏花其二

2016.03.16

  依旧喂鸽子了。

李昀殊的日记





花

2016.03.20

    今天，从前辈那里收到好多花，爱花的我，高兴到不行。谢谢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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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我妈

2016.03.21

  本来是没有打算写这篇文章的，但是看了静好的文章，突然变得很羡慕她。

  她可以和她妈妈沟通的那么好，我真的是很佩服。可能是我不正常，叛逆期比别的同学长。也可能是我妈那个什么什么病（你懂的，我不敢说，怕她打我哈哈）

  总之我和我妈根本没法沟通，和她说话不超过三句，我们双方绝对喊起来，即使不喊，选择忍气吞声的我也会被气成内伤。

  我真的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我妈和别人都能处好，我呢，同学自然不用说，和我爸都能聊得来。

  感觉我们双方都挺正常的，没有任何精神性疾病，那为什么就不能像别人家的母女一样沟通呢？

    看看人家来日本，都想自己的妈妈，聊的都那么融洽，那么嗨。再瞅瞅我。。。真是智障一个，然后情商还那么低。

  但是我感觉，我妈一定是全世界对我最好的，因为直到现在我还清晰的记得，之前在这边过年期间，曾发高烧，旁边根本没人照顾我，那阵子真的特想我妈，回忆中一点我爸的踪
迹都没有。因为我妈-----才是这世界最疼我的人。

  妈你看到这里千万不要感动，因为我和你还是没法沟通。

  知道你没有什么好包，那阵子省吃俭用不说，为了给你买个日本制造的包包而跑遍了无印良品整个楼层，我同学都烦了，后来是我自己一个人从名古屋回到的风桥。

  你在微信上说这包质量真好，我不就无心地说了声"废话”嘛，你还怒了起来，刚想给你讲我为你买包而努力的奋斗史，被你这反应全气回去了。

  我又没有别的意思，又没有真说你，又没有多么对你大恭不敬的。

  因为我又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坏孩子。。。。

  你干嘛老对我喊呐，像那什么似的。

  别人家孩子都可以随便和妈妈开玩笑，人家母亲从来都不生气的。就你。。。

  一想到这里就来气，得了，写不下去了、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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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几句

2016.03.21

  刚才写日记忘说了，翻译人员，不好意思，麻烦您了。

  这周去寄宿家庭帮智子姐姐做家务了，哈哈哈，他夸我真爱干净。吼吼吼吼

   从下周起到春假结束，智子就要回家探望父母了，所以寄宿的事情可能要耽误一阵子了。

   期待下次见面的时候吧。

李昀殊的日记



我看日本人长寿原因

2016.03.21

   今天我在习得弓道的时候，突然领悟了一件事，日本人长寿的秘密------慢。

 

   比如在学习弓道的时候，大概每一个步骤都要停留5秒左右，但是我性子特别急，每次根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就要做下一个动作。其它人，就可以耐耐心心，安安分分，那样脚
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练，我真的很佩服这些人。

 

   我刚来日本的时候，感觉周围整个环境都比中国慢了很多。比如说买包子的时候，明明可以一起放进袋里的，那位售货员偏偏要一个一个的拿，弄得我不得不在旁边站着等着，说
实话我当是都被气疯了。然后等公交车的时候，车站候车的人也就只有我一个人而已，司机看我无动于衷，就应该知道我不上车，然而却还在我眼前听着，关键不止是这一辆，后面
的公交车好多都是这样的，我真是服了他们了。

  以前我的日语老师就和我们说过，动作缓慢的生物是极其长寿的，比如说小乌龟，小蜗牛之类的。

  现在我觉得，我不能长寿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双重人格，而是因为我性子急！风川老师。

李昀殊的日记



私の作文

2016.03.24

  これはこの前、国語の柴田先生に出した作文です、みんなに見せたいですから、写真を撮ら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プリントのは先生が添削のです)

 

李昀殊的日记



春休み宿題のまとめ(1)

2016.04.06

   春休みの宿題一部です.英語よく頑張りましたよ!,まあ~英語全然できなくて,よく辞書をひくと同時に、友達からの手伝いもいっぱいです!

李昀殊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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まとめ(2)

2016.04.06

  現文の一部です,現文はまさに一所懸命頑張ったのです!

李昀殊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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まとめ(3)

2016.04.06

   なあ〜鉛筆で書いた内容は全然見えませんね---残念だ

李昀殊的日记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まとめ(4)

2016.04.06

   漢文も漢文も

   ところで~~~~

   古典はまだ書いてありませんですが......後で書かない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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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題の最後です!

2016.04.06

   ははは、今度はきっと褒められる.

   ひけらか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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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週の映画

2016.04.14

   今週、コナンの映画が公開します。コナンが大好きな私にとって、いくのは言うまでもなくだ！ 

   この前、ホストファミリーと一緒に行くと約束しました。ずっと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でも、今日は友達のあやかにも誘われました。(あやかは私はコナンが好きと言うこと
知っている)  友達と一緒に行くも好きです。でももうホストファミリーと約束しましたので、断りざるを得ません。ちょっと残念ですが。。。。綺麗なあやかちゃんは始めて私
を誘います。。。

   今度チャンスが会ったら、また一緒に行こ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昀殊的日记



寄付したいです

2016.04.17

 

    熊本、九州及び地震に影響された地域のみなさん、大丈夫ですか？ 

    昨日、テレビニュースによって、三百四十ぐらいの余震も起こりました。そして、地震のみならず、火山爆発、土石流といった自然災害も次々ときました。とても大変で
す。

   せっかく築き上げた家はそのまま壊滅されました、そんな感じ-----きっとつらい。

   そんな大変な状況でも、日本に旅行しにいった中国の観光客もヘリコプターで送らせました、ここで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みんなのこと、私も心配しています。衣食にかかる基本的要求も足りない被災者を自分のごく小さい力で援助したいので、寄付方法を教えていただけま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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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大進歩！

2016.04.26

  今日は英語の成績が返しました。びっくりしたことに、今度は五十点を取りました！私にとって大進歩ですよ。この前はずっと八点とか十点だけ取れます。 

   春休みの間に努力とも関係があ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嬉しいな～～～

 

李昀殊的日记



時間

2016.05.09

  帰国までもあと二ヶ月だった、時間は本当に早いものですね！

  でもこの一年間、もったいないに過ごさなかったよ！この前組んだ目標も次々と実現してくれました！

  特に日本語、みんな(心連心のみんな)のレベルに及べないですが、前の自分に対して、もう大進歩でしたわよ！

  英語も前よりよくなりました！これらの進歩は全部交流基金のおかげです！  

   ここで、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お辞儀)

李昀殊的日记



花見の写真

2016.05.09

  これはこの前花見の時の写真です、携帯のアルバムを見直す時思い出しました。

李昀殊的日记





花見2

2016.05.09

  花が散らしてから始めて掲載する、ごめんね。

李昀殊的日记





数学、愛してる！

2016.05.09

 

   俺は数学が好きです、毎日授業を受ける時、いつもみんなと違う疑問が出せます！ははは俺は天才だ！

  今外は雨降りだ、空気に土の匂いが立ち込んでいる、風が吹いてきて、その土と若葉の混じり合った新鮮な空気を胸いっぱい吸い込んで散歩するのが最高です！

李昀殊的日记



不幸中の幸い

2016.05.14

  今日は荷物を送るべく、郵便局へ行きました。

  送るものはテキストと衣服などので、相当重たいです！

  郵便局へ行く途中はまるで万里の長城を登っているみたいだ！

  でもせっかく運んでついたあげく結局は  今日休みだ！ その時の気持ちは本当に一層死んだくらいだ！こんな猛暑な天気、せっかくついたのに-----ああああ

   でも不幸中の幸いと言っても過言ではありません、周りのコンビニは預かることを許してくださいました。どれほどいい人ことか！その代わりに、感謝の気持ちを表すため、
あのコンビニで多くのものを買いました。 

   助かりましたね！本当に。

   なんと言っても，今日はついているん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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テストお仕舞い

2016.05.20

  今日までには中間テストの全部の内容もこれで終わりました。  それと同時に、私の留学も。。。。

  なにか言うか︖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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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愛する

2016.05.20

  昔、今過ぎ去ったら挽回できません。 

  落ち葉は深く埃に薄められて。

  始めて、終結ずっと変わりません。    

  白雲外を流離う、別れ後、永遠にもう取り戻しません。  

  一人で塵世に目を向ける。

  生花がいつか散る、

  けれども、

  またいつか咲き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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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基金の先生へ

2016.06.06

  誕生日のお祝い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本当に思わなっかたです。特に浅田先生も中国語で書いてくださいました。

 写真も届いてくれました、この写真は私たち第十期の大切な思い出です。帰ってから、きっと囲んで、大切に守ります！

 もう一回感謝の話言いた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所で、私の帰国前の作文どうだった？ずっと返事してくれませんです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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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足しに行きました

2016.06.06

 クラスメート全員宇何かの川へ行き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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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は咲く

2016.06.20

真っ白（まっしろ）な雪道に 纯白的雪道
 春风香（かお）る 散着春风的香气

 

私は懐（なつ）かしいあの町を思い出す 我想起了怀念的那座城市
 

叶（かな）えたい梦もあった 曾有着想要实现的梦想
 

変わりたい自分もいた 也有着想要改变的自己
 

今はただ懐かしい 如今却只是怀念
 あの人を思い出す 思念的那个人

 

花は花は花は咲（さ）く 花啊花啊花会绽放
 

いつか生（う）まれる君に 为了不久将出生的你
 

花は花は花は咲く 花啊花啊花会绽放
 私は何（なに）を残（のこ）しただろう 我又留下了什么

 

夜空（よぞら）の向（む）こうの 夜空的另一边
 

朝の気配に 有着清晨的气息
 

谁かの思い　が见える 看到的是　谁的思念
 谁（だれ）かと结（むす）ばれてる我和谁　彼此

谁かの未来　が见える 看到的是　谁的
 悲しみのむこう侧に 在悲伤的另一边

 花は花は花は咲（さ）く 花啊花啊花会绽放
 

いつか生（う）まれる君に 为了不久将出生的你
 

花は花は花は咲く 花啊花啊花会绽放
 

私は何（なに）を残（のこ）しただろう 我又留下了什么
    この歌詞は、突然私の気持ちを歌い出し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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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れる水

2016.06.20

荷物がだんだんと減ってきて、いよいよ帰国したという感じがします。何だか悲し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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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到啦！

2016.12.24

  基金的老师们，晚上好！我是第十期的留学生李昀殊。

  从基金发送的报告书已经到了。报告书和日历都好可爱，翻开一看，联想起留学时期，真让人怀念。

  在日本的时候基金的老师们帮了我很多，现在也难忘，谢谢老师们。

  祈祷基金今后有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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