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奋雀跃的第三天

2015.09.03

正在体验日本料理的大家的笑容，很灿烂吧＞３＜来自位于内陆的四川的我，果然对海鲜不太感冒。挑战从这里开始。T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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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顔秀的日记



初めて三重県へ

2015.09.06

三重県に行くJR線にすごくいい自然の景色があり、綺麗な川、おぼろな山、緑の田畑。私は夢中になリました。現代的な建物がある一方で、自然的な雰囲気もあります。私は以
前からそのような生活を憧れています、雨が降ると、綺麗な空気が部屋に入って、草の香りを持っていってくれました、これからの11月ヶ月はずっと三重県に生活するのはい

いですね わくわくしていますよ。

李顔秀的日记



感谢被大家温柔相待

2015.09.11

感谢被大家温柔相待。

在我homesick（大概是）最严重的时期，学校的各位在我给大家添了那么多麻烦的情况下，依旧温柔相待。

秦先生和小西先生，各个科目老师和大家对我的照顾，从借我筷子，到对不知道怎么坐电车迟到的我的宽容。いろりちゃん和まなかちゃん每次陪我走到职员室，和我一起骑自行车
到车站回家指导我路线，今天欢迎会上同年级学生准备的的そうらん踊り，以及住家妈妈把我带的四川牛肉干和泡菜全都装在小盒子里，吃饭的时候放在一边说着：吃吧吃吧……对
我笑颜以待的大家，真的很感谢你们。

我并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来传递我的感情，但是已经有了家的味道。非常期待下周的文艺大会和学院祭，努力的适应，并且不给大家添麻烦。

我大概是一个情感过于丰富的人。

三重县有着别处没有的蓝天和星空。

我却怀念起了被灯光照得通红的盆地夜景。

我等待着某一天，当抬头看到这一片天空时，波澜不惊，习以为常。

 

 

李顔秀的日记



看海看山看田

2015.09.20

看海看山看田

 

  シルバーウィーク的第二天，与住家成员乘车去往淡路岛的途中，睡了一路的我被住家爸爸叫醒，睁眼抬头，窗外是一片蔚蓝的海洋。

  阳光下刺眼的白色的大桥，向下是流淌着有着aquamarine一样光泽的蓝绿色海水，向上是没什么云烟的晴空，包裹了这座毅然架在半空中的人类艺术。

  已经记不清是多久没有看见过海了。

  住家妈妈开着车从桥上飞驰而过，留给我一刹那的遐想。

  听不见海水翻腾的声音，也听不见海鸟的嘶鸣，于是那一边深深浅浅的水色留给我一刹那的安静。

  从成田机场，一路到行前研修的Monterey Hotel，一个偌大的城市里，穿行着我们这31个人。都市铸就了钢筋铁骨的建筑，也同时铸就了行色匆匆面无表情的人。一口标准普通
话正式稳重，深黑色的正装和勒住脖子束缚住了不合礼仪的行为，女子高校生厚重的妆容遮住了青春和青春痘，就像那些灯红酒绿遮住了不安定的内心和深处的压力。规矩排布的街
道，深夜却行走着满身酒气跌跌撞撞的人。

  然后再抬眼，依旧是深深浅浅蓝，不远处的风车，还有身后的满目翠色。

  依稀还想得起当时在面试的时候，询问我们最想去哪个地方。当身边的人都回答的是东京，大阪，京都，奈良那些繁华的黄金地段时，我却找了一个远离首都的北海道来安置自
己。理由很简单：因为那里自然风光好，海鲜又多又好吃。（笑）在听了别人的回答以后，又觉得有些后悔，怎么自己这么目光短浅，就知道玩和吃？

  在得知合格了的消息之后，就开始心安理得地收拾冬天的衣物准备去北海道开辟新天地了。为此还买了不少很厚的棉质腿袜。甚至还打算攒钱买一部单反，拍下传说中的薰衣草花
田、远近的牧场。

  之后我才知道，我的归属是三重。

  在之前完全不曾了解这个县，查阅了各个资料后又知道自己被分到了一个被称为是“日本的后厨房”的圣地，（感谢心连心！！）想也不想就欣然接受，为此欢心雀跃了好多天。
当真正到了三重，便开始全身心地喜欢这个地方。

  和秋田riku一起散步的时候，出门大概100m后，就是一片接着一片的田野，这个时节刚好是青黄色，再遥远一些，就是深色的烟雾缭绕的山峦。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山村吧？
（笑）看着大家都在说着去秋叶原，去百货商店，去逛街购物……然后就觉得真是有点忧伤……

  直到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一侧是农场另一侧是河流。某一天在等红灯变绿的时候恍惚间看到了拖着光亮尾巴的彗星，（我还对它许了愿）前方是粉红色的天空。（据说少女心情
好的时候，拍摄天空的时候云就是粉红色）还有就是，眼前的这一片美好的蔚蓝。

  其实我也开始喜欢这里了。

  其实从一开始见到它就喜欢上它了吧。

 

 

Ps：我这当然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啦（笑）以及感谢为我们翻译的各位哥哥姐姐，将我这样不成文的胡乱日记翻译成日语。。。辛苦啦

  

  

  

   

李顔秀的日记





京都方言

2015.09.22

关东方言正式，发音好听,不过对于住在三重的我来说，还是喜欢关西方言。方言对我来说，感觉很有趣。这次去京都，也感受到了京都方言的美。

 

五连休的时候去了京都，在车站的墙上，看到了写着「おこしやす」的海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问了老师，说是“欢迎光临”这个意义，是京都方言。

 

下车时，巴士司机说「おおきに（注：谢谢）」，老师一边笑一边用眼睛示意，告诉我说“知道吗？刚刚这个也是京都方言。虽然在大阪也使用,不过，京都的听起来更柔和。大阪
方言更活泼，速度也快。」

 

以前我看过使用京都方言的动画片,不过亲耳听到还是觉得不可思议。在这个传统的城市里被使用的语言，刚刚，从耳朵传到我这个外乡人的心里，没有焦躁不安，却传达给了我一
种平和。连休中的京都城很热闹,不过看到穿和服的人们的身姿和历史悠久的建筑物，我能想象素日里安静的京都的样子。

 

不愧是有名的的京都，连语言也这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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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自然？

2015.09.27

昨天在房间里捉住了一只蛾蝶类生物，放到塑料袋里准备进一步观察，通体白色，复眼黑色，浅绿色的翅膀上含着大小不一的椭圆形图案。在网上搜了一下，好像都不是特别符合它
的特征（不过最可能是绿尾大蚕蛾）。准备继续在专门的问答网上询问答案，这么漂亮的生物的确是不可多得。

  三重的生物真的很神奇，有很多是我在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四处乱窜，黑鼠和褐鼠寻欢作乐的城市里看不到的异常美好的动物。前些日子和弟弟一起到河边玩耍的时候就看到了在
过去我很少看到蜻蛉（俗称豆娘），最开始还把它当做一种特殊的蜻蜓，（翅膀黑色，体态纤细，通体蓝绿色）兴奋了很久。

  今天早上在浴室的窗户外，看到一小块黑色的不明物体，没带眼镜的我凑近一看，才发现是一只紧贴在玻璃上的棕色壁虎。玻璃的这边，我清晰地看见了壁虎脚掌下的吸盘。这种
生物不再仅仅是透过电脑的显示屏望着我，而是以一种意外的方式和我见了面。感觉是一次美好而又惊喜（惊吓，笑）的邂逅。

  等晚上回家，在房间里写作业的时候，抬头向阳台看去，就发现又有一位不请自来的生物紧贴在阳台玻璃门外，灰白的腹部上的细小纹路也能看得一清二楚，它用着由水生幼体时
期的鳃转化而而成的肺进行着规矩而又急促的呼吸，腹部也同时上下有规矩地起伏着，它也和今早来访的壁虎先生一样，用吸盘把自己压在玻璃上。虽说我不并不是那么喜欢青蛙
（更何况是树蛙），但是如果它安静地让我观察观察，相安无事的话我还是极度欢迎的。

  我还记得我在面试的时候十分热情地和老师们说我想要做一个亲近自然的少年，于是我来到了这里（笑）。不过我真的很喜欢这里的动物，它们在这一片没有被城市污染过的土地
上，和这里的人类和平共处。这大概也是我一直所求所想的吧。

  在动漫里看到日本的小学生们都会有外出捕捉昆虫的这么一幕，我也真的很想去尝试一下啊。（笑）

李顔秀的日记



一年一度的学园祭

2015.10.02

一年一度的学园祭

 

  动漫里关于学园祭的题材很多。只要涉及校园的动漫，一定会出现的场景就包括：家庭课做点心，学园祭，合宿，圣诞节和白色情人节……

  刚来一个月不到的我就刚好体验了这一年一度的宝贵一日。

  当然，最喜欢的是初中3年级和高中3年级的食品市场啦！炒面，炒鸡肉，popcorn，ice cream，冻苏打水，小蛋糕，饼干……对于各种各样的美食我是绝对不可错过的，吃是人生
的一大乐趣！

  自己的班级是以侦探事务所为主题，进行一场破案游戏，用黑色的塑料袋把班上装饰出可怕的气氛，还在地上画出了死者尸体的具体位置，墙上挂着通缉令，教室门口被贴上了
keep out的封条……自己也帮他们做了一些小事，感觉和大家关系更加融洽了，就连原来并不怎么说话打招呼的男孩子也开始和我寒暄，真是太棒啦。

  前辈的班级是以监狱为主题的Wally play，非常有人气，以至于人多到我没办法参加了……心里感觉好遗憾。

  但是最新奇，予我印象最深的事情还是开幕式，学生会的大家真是很努力很用心地准备了开幕式。先是从countdown开始，营造出新年的气氛，最后大家一起大喊“5，4，3，
2，1”的时候异常热情，整个会场都处在沸点边缘。接下来的节目以的打鼓游戏的方式开场，大屏幕上有左，右两个部分，当红色的小人出现在左边的横线上时，左侧的同学就拍
手。出现在右边的横线上时，右侧的同学就跺脚。当全校这么多人一起参与，演奏一首歌曲的时候，异常壮观。学生会真的准备得很充分，idea也很有新意。在这里特别想感谢他们
为这次学园祭所做的一切。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棒的开幕式。热情也在一瞬间被点燃，所有的孩子们都开始欢呼这一年仅有一次庆典。

  其实自己是个被认为很喜欢安静很喜欢一个人呆在角落的人（笑），但是和大家在一起准备，参与，真的是一种很幸福的体验，照顾我的秦先生总和我说：在这一年里一定要做一
些只能在日本做的事情。

  大概这就是一种只能在日本才能感受的体验吧。

李顔秀的日记



细节（1）

2015.10.11

 

  很早之前就知道日本是一个很重视细节的国家，一些生活中的小事物，却便利了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的市民们。在一些你注意不到的地方，做出一些让人感动的小小的改变，仅仅
是这样就能够温暖人心了。

1).公交车上的换取零钱的机器。

在国内的没有带定期卷，又忘记换零钱就进入公交车的情况真的很令人尴尬。想要和身边的人换取零钱，又觉得略微不好意思打扰；直接投入较大面额的金额，又觉得很浪费。这样
两难的境地，的确是进退都觉得很困扰。

然而在这里的公交车上，有专门换取零钱的机器，只需要提前到下车门处把钱换好，就轻松地解决了以上问题。

 

2).食品包装袋上标明的垃圾种类

日本的垃圾分类有多么详细是在国内的时候都有所耳闻的，然而垃圾到底的分法，对于一个并不了解它的组成成分的普通人来说，准确的分类也需要一定的相关知识。大概为了减少
不必要的麻烦，方便大家分类，很多食品包装袋上都会写下垃圾的种类（比如装小零食的桶上就印有“纸”的标记），让垃圾分类不再那么麻烦。

 

3).田间小路变宽的弯道

田间的小路往往很窄，仅比一车通行的宽度略宽，勉强能同时通过2两车，这个时候就需要互相的谦让了。大概是为了防止危险事故发生，每到转弯的时候，道路就会宽一些，一方
的车稍稍在这较宽的弯道处停下，驾驶员往往互相点头微笑以表感谢。让这样一条纤细的小道能够安全尽其应有职能。

 

  就是这样一些温暖人心的细节，令人不得不佩服的细节。

李顔秀的日记



细节（2）

2015.10.23

 

  看到大家说希望把这个文章系列化，然后就仔细想了想，决定尽我所能为大家了解日本提供一个小小的渠道。我只能从我的身边找到一些小细节，若是过于片面，也希望大家能谅
解。

 

1).方便食品包装袋的提示

每次处理方便食品的时候，可能最常用的加热方式就是微波炉（microwave）了，具体加热的时间根据直觉判断选择时间，就可能出现加热不彻底或者过热的情况。在这里，根据观
察，很多方便食品都详细写了加热的时间，具体方法，甚至连不同的功率下时间不同都清楚地记录在包装上，贴心如此。

 

2).收银台出口处放置物品的台面

在国内的超市购物，结账后，大部分购入的各种各样的商品都是直接在收银台处自己装入口袋里以便于携带的，但如果购买的东西零碎而又繁多，就会在收银台处滞留很久，妨碍到
其他的客人。大概是因为这样，日本的大多数超市在收银台对面都会专门设置一块台面让大家清理，装放物品，还会提供一些口袋，甚至冰块（这一点特别贴心，买了一些容易融
化，在气温高的情况下易坏的食物的时候就可以取一些冰块保鲜）。

 

本期完结(≧▽≦)

李顔秀的日记



美食鉴赏(๑•̀ㅂ•́)و✧

2015.10.30

 

去了日本，我一定要吃○○○！常常听到这样的话  。

那么，这一次我也根据自己的经验，给大家推荐下食物中的绝品。(๑•̀ㅁ•́๑)✧

  

 

这次介绍奈良名产---柿叶寿司

「啖柿听钟声 晚照法隆寺」

走在湿润的街道上，听到远处传来钟声，柿叶悄然飘下…

只有这座比京都还要古老的城市，才能表达出这样的意境。

柿子，金鱼，奈良腌菜…我认为这些是奈良的象征。这其中用柿子叶做成的奈良名产“柿叶寿司”也包含了奈良的美。

因为用柿叶包着，所以叶子的味道也渗透进寿司当中。翠绿色的叶子和白色大米的组合很有艺术的气息，柚子的黄色，鲑鱼的红色，不禁让人眼前浮现出秋日的情景。

精美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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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道

2015.12.02

因为一部叫做Love live的动漫，我开始了练习弓道。（因为主人公海未酱练习弓道，所以我一直想练来着！)

弓道确实看起来很帅。然而，如果想要射好，练习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在观看的时候必须要正坐，有时候正坐一个小时，站起来时，腿都麻得不能动！

开始练习弓道，快三个月了。因此，我的胳膊也变得结实起来…不太像女孩子，被人说变成运动型的了〜(运动型不也挺好的吗？～)

今天穿着正式的弓道服，在弓道场练习了，不过做得不好。 我打算今后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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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

2015.12.06

我是一个理科生。在国内沉浸在“刷题”（做很多很多练习题）的世界里，只知道练习册还剩多少页，看不清楚前方的路。

我没有想过自己到底需要什么。自己想成为什么。直到海德格尔从那本教科书里闯进我的世界。

作为实存主义的经典代表者。他告诉我人的存在应该是「死への存在」。没有人能代替我们死亡，这是一个人必然的终结点。

而有多少世人在过着他人的生活。将自己的视线从死亡移开，忘却了时间的流逝，和终将到来的最期，漫无目的地生活呢。

不知道自己真的想要做什么的我，大概也是这个世界内，虫豸一般碌碌无为的「Das man」的一人吧。

思考再思考，我一定要和其他人走一样的路吗？

レヴィナス所提出的「イリア」，又向我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当自己所认知的自我世界消无之时，「イリア」却依旧以常态存在着。

“那所谓的我们是否真的是存在着的呢？”

我坐在电车上，呆然思考着这些问题。很难体会レヴィナス在失去自己所有的亲友以后，饱受精神上的痛苦时的心境。痛苦莫过于否认自己的存在吧？

然后这些发想，于我，大概是很难得到一个完美的答复吧。那就只好勤勤恳恳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以一个存在者的身份，立足于天地间。或许当自己的世界终结之时所谓「イリア」
将如同我不曾来过一般继续地「存在」。那么我所能掌控的也就只有我的认知世界，和我该如何实用我珍贵的财富——时间。

不再过别人的生活，不再追随别人的步伐。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感谢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思考自己的生活，即使依旧不能将前方的路看清，我却至少知道了一个大致的
方向。

嘛，青春是一个开始。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或许是异常重要的事吧。

 

 

李顔秀的日记



细节（3）

2016.02.01

时隔一个月才写一篇日记，深感抱歉

所以现在就继续连载吧。

1)根据交通实际情况设置红绿灯

在人流量相对较大，学生上学通路上的红绿灯一般都是采用人车分离式红绿灯，比如说，东西向车道绿灯时，南北向车道和所有人行道的信号皆为红灯。车道皆为红灯时，人行道皆
为绿灯。

在固定时段有人通行的马路上则会设有行人按钮式红绿灯，在行人需要通行时，按压按钮，等人行道的绿灯亮起。

在事故多发的交差点，会设有不断闪烁的黄灯警示。

根据特定的情况设置红绿灯，保障了行人和驾驶人员的安全，也为交通的通畅提供了保障。

2)学校体育馆外的饮水机

其实并不是大家印象中的那种一个水桶在上，需要自带水杯的那一类饮水机。

脚下有踏板，下压即可出水，出水口旁边也有水按压的开关，水的喷射方向是斜上方，既可以只接喝，也能接在水杯里，重要的是，

水很凉，解暑很方便。

不过人多的时候要排队哦。

李顔秀的日记



关于媒体所应（也必应）承担的责任

2016.02.17

关于媒体所应（也必应）承担的责任

  感谢中间研修时，阿南所长给我的启发，我深受其用，深思多日，如茅塞顿开，又如桃花源一瞥，故此欲做此文，以畅叙心中所感。

  媒体，作为传播信息的渠道，看似只是起过渡的作用，作为一个介质，向大众传递信息。却在生活中，提现出了它折射（屈折），过滤的另一面。

  每个国家所处立场的不同，以致国家媒体报道所记叙事物的详略，轻重，也有所偏差。个人认为这与国家是否manage（甚至control）这个媒体部门没有直接的关系。作为直接效
益，宣传，是它与生俱来的特质。无论有意或是无意，它都具有着“有色眼镜（spectacle）”的属性。

  而对于不同的国家，它的屈折率也大有不同，有很多的因素，会改变这个spectacle的屈折率（折射率），如文化背景，思考方式，舆论导向等，导致大众的视点也发生转化。这么
就直接地表现在了对于同一件事件，不同国家的媒体所写出的报道就往往各有倾重的对象，甚至有忽略不予以任何描述的部分。这并不是一个主观可变的因素，而是一个国家，从它
的教育开始，就给这些民众们所带上的眼镜。

  例如，近日日本演艺圈大画笔墨点缀的「女芸能人ベッキー禁断の恋」，强调了女艺人ベッキー对于作为第三者的问题，浓墨重彩地进行了渲染。

而同时，在美国的报纸上，却出现了对日本媒体如此评价，甚至诋毁一个女性，却对事件的男主人公宽容的态度大肆批判。女权主义者们对日本媒体行径以及舆论的严声斥责。

  于是，键盘侠们开始了激烈的议论。

  单是异国演艺界的一件事件，就足见媒体对众人视野开阔程度的影响。而这些影响的由来，往往不是单方面的“眼镜”的问题。没有一个国家的媒体，只会一味灌输思想而不被揭
穿真相。

  当然重点，也在于群众这个社会的信任程度，而我认为发展的速度和这个群众的信任度并不是成完全的线性关系，质疑也是进步的源头。而质疑的动力，在于这个个人对社会的关
心度的总和

  当一个国家的群众对于媒体总体信任度中等时，一个媒体所需要做的，就是倾听民众的意见，对自己所言持有高度的责任，以求一个良好的社会评价，以改进自我。

  当一个媒体具有较高的信任度时，它所需要做的，就是对这些群众负责，不是用片面的角度，狭隘的视野，限制社会思想的范围，以民主自诩而无形地压制各位的思想。

  一个良好的媒体，不应该是一个加固人们思想的工具，也不应该时一个限制人们思维的虚伪的囚笼，在这个愈发国际化的地球村，作为媒体，是否应该带着自己的世界性的视野，
以及道德心，尽自己的职责，不挑拨是非，不偏激，不过于偏见，以一个诚恳的态度，面对这些想要了解真相，想要了解世界群众们。

 

李顔秀的日记



我是鱼

2016.03.03

我是鱼

我是鱼

尚无名字

从河口　逆流

向上游　向上游

来到神山的

祓除之地

我以此身

于条条岔路分错的谷底

遇见那柔美的容颜

是否可称之为一见钟情呢

绝无从可知的

走在修罗道上

飘浮一生

每一日皆起始于

那一眼

(哇呀　现在才知道不是太迟了嘛)

 

 

(拜读了宫泽贤治老师的《无声恸哭》，就想仿写一篇。不过到底写到一半就下不下去了。最近没怎么写日记，所以就发上来了。大家可能不会喜欢，抱歉了啊。)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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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让我再见见你（一）

2016.03.05

  骑着自行车，蛇行在三重的田间小路里。直到闻到一阵熟悉的来自豆瓣酱的川菜的辛辣，我才想起了你们。

  只有在我过得很好很适应的时候，我才能想起这两个人。

  从漂出各式各样洗发水香味、拉上厚重的深蓝色窗帘便不见天日、泡面的残骸被深掩在垃圾桶里的、那个我熬夜点灯复习的寝室的牢笼里，我逃了出来。

  我大概就是那么一只鸟，从温床里跳出，以为自己找到了新天地摆脱了束缚，却最终发现又背扔进了一个装满了各式各样动物的笼子。

  然后我又逃了出来。

  我回到了你们怀中。

  然后又毫不犹豫地离开。

  说着要找自己的碧海蓝天。

  坐着火车离开自己的家乡，他送我到了火车上，厚重的狗熊用来偷吃蜂蜜一样的小手，把箱子推给我，本以为可以看见你的恋恋不舍，可是你没有。

  像小时候不听话的我硬是要去不远处的秋千，和地球引力进行一次小抗争。你揍了我一顿。（孩子却总是记得这些回忆）

  那时候，我觉得你是不知道，我对天空有多么向往。

  很长一段时间，深刻地把这些当做束缚，然后才知道，自己也陷入了Romeo Julia定理（当人收到阻力，反而决心会更加坚韧）

  在我说要离开之后，我以为你会像小时候一样，把紧紧地拉住我，或者极力反对。对上你的视线，我等待着你用象征着权威的口吻对我说些什么。

  我只看见了平静。

  “想去的话就去吧，爸爸支持你”

  其实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但其实，”你顿了一下，转折的口吻顿时让我刚才的欣喜一下子摇摇欲坠。

  “我不想你去。”

  这次你不再像是那个以毋庸置疑的语气说所有事的顽固的おやじ了。

  我看见那个温室的门开始松动，不愿意也却无法改变地，沉重地接受一些必将来临的东西，：它终于有气力开始真正地为自己所渴望的天空行动了。

  火车车窗外，我看见了你的脸。那个皱紧眉头。还有那个有些矮小，略微发福的身材。

  眼眶发酸，像是乳酸揉进了眼眶。泪腺在刺激下，涌出一些水汽。

  我期待着在隔着玻璃窗的你的眼睛里，也寻找到同样的东西。

  可是我看见的依旧是那个，深皱起的眉头，就像当年任性贪玩的我要去不远处的秋千时，你马上就要怒火冲天的表情。

  这次你却放开了双手。

  火车嗡鸣，它开始移动了。

  你没有目送我离开，而是先行一步走出了站台。

  我猜你选择让我去向远方。

  是因为知道我这只薄情的鸟儿也依旧有一天会回来。

  以一个让人惊喜的方式。

  你终于选择了放手。

李顔秀的日记



  让我成长。



圣诞节音乐会的时候！

2016.03.05

突然在智能手机里找到了这张照片ｗｗｗ

在去年的圣诞节音乐会上

和同班的好朋友们跳了LoveLive！的《snow halation》＋《十二月的袋鼠》～

服装是网购的，觉得纯白的有点单调，大家就自己动手改造，用百元店买的东西装饰打造成新潮的服装～

不过，对没什么运动神经的我来说，那次跳舞实在是个挑战！（不过果然还是很不好意思呢）＞＜

不过觉得大家的动手能力实在是太厉害了！！不愧是日本JK的女子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顔秀的日记



细节（4）

2016.03.13

细节（4）

期末考试结束啦～有点小开心\(//∇//)\

虽说成绩还是很糟糕(；一_一)

 

好啦切入正题。

 

1）.巴士停车时，稍微降低的一侧。

巴士一般底盘都会比较高，看着上了年纪的老人上车的时候，都会觉得很不方便。

然后某一次，突然注意到巴士停车以后，车门的这一侧下降了一点。整个车体略微倾斜，上车时抬腿的高度也稍微低一些了。

是不是顿时觉得好贴心(#ﾟДﾟ)

 

2）.电车上座位下的暖气

冬天的时候，对于我这种来自南方的妹子，最最不能忍的就是裙子。

在零度左右的气温下，穿裙子的时候感觉膝盖都要冻僵了。（比我住得更加北边的同学们辛苦了！）

然后上了电车以后，找到一个座位。就感觉脚下暖暖的……

当时内心里就感动得嗷嗷的（翻译组的哥哥姐姐们对不住了⊙▽⊙）

这种贴心的设计简直是造福了多少冬天穿裙子的女孩子们！

 

 

本期细节系列的文风是不是变化有点大(≧▽≦)

在此感谢翻译组的哥哥姐姐！

李顔秀的日记



论女子力的重要性

2016.03.17

论女子力的重要性

 

如果你是一个女子力高得惊人的人，那么你一定会在这里如鱼得水。

 

然而我不是。

 

上个月Valentine的时候，给同班同学和部活的朋友前辈，以及同一学年的好朋友们都做了巧克力。

从构想做什么，到去食品店买材料，怎么topping，用什么recipe，巧克力的融化和凝固，细节的处理……这些都需要好多技能来支撑。

不过，还好有住家妈妈教我怎么做。不然我大概就哭晕在厨房了。

感觉自己真的特别努力地做了68人份的巧克力……然后特别开心地去学校，想要分给大家……然后收到其他好朋友们做的友チョコ。就觉得自己的作品十分寒酸。女孩子们的搭配能
力，以及创造能力，已经不得不让我哭晕在教室了。

 

 

不过这件事我就让它这么过去了。

 

（此处应该「ありのままで」bgm）

 

然后这个月的ホワイトデー，当我已经把3月14是什么日子忘的干干净净的时候（早上稍微起晚了……所以就什么都忘了），有一个同班的同学（男同学）突然走到我座位边给我一
盒巧克力然后说：“谢谢你上次的Valentine巧克力，很好吃。”的时候

我被惊吓到了。

我没有想到，我所送的很寒酸的巧克力，也能被称赞，还收到了回礼。

回家以后，拆封，感觉包装的很精细。然后最后发现，内层装的好像是手工制作的蛋糕。

最最重要的是，它还很好吃。

为什么男孩子女子力也会这么高。

 

在这样一个国度，没有女子力的人，大概就是寸步难行吧。这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了！（笑）

后辈们如果你们提前看到了这篇文章，请你们赶紧动手学起来～如何让自己的女子力up,up,up！

李顔秀的日记





一直一直好下去

2016.03.24

新的高二的分班通知到了。

5年级A班的表中，我没看到你的名字。

找了很多次，姓“山本”的只有一个叫千加的同学。

马上就要到樱花的季节了，我却又感受到了冬天的寒冷。

总觉得，好孤单。

 

”虽然不在一个班,不过还可以在学校讲话呀！”你主动在LINE上给我发了信息。

那一瞬间，我想起了许多事。

因为座号挨着，所以说话的机会很多。

我喜欢这样的你，关于模拟考试答题卡的填写方法，考试范围，不管被我问多少遍，总是热情地教给我。

这么温柔的女孩子，在打篮球时却又变成了超级帅哥。

一说起三代目的名字，兴奋到不行的你又变成了超级少女…

”谢谢你从去年秋天开始，一直以来的关照！”想发LINE来着。

但觉得有点像离别时说的话，就没发。

然后发了另外一句

”我们要一直一直好下去！”

一起加油吧！makochimu！大学里再相见！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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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欲是大敌！

2016.03.24

说了好多次”我要减肥！”，可是…

去学校时，路过便利店，本来只打算买个喝的，但是很多时候被零食诱惑，就一同买了…

中间研修时，在中心，用体重计称过一次体重，看到那个数字，都死过一回了。

在中国时就听说过日本的零食很好吃」。可是，与”百闻不如一见”一样，真的是”百闻不如一尝”啊。

真的好吃得让你停不住嘴。

输给食欲的我，要怎么做才好呢？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顔秀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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