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めまして

2015.09.03

初めまして、今日は日本に来た第三日になりました、とてもうれしかったです！

劉氷森的日记



随笔（9.6）

2015.09.09

嘛。。终于有wifi了，感谢国际センター的kurt老师

 

到京都27个小时了，来到了一个超级大的学生宿舍的感觉不知道该怎么说，大家都还好吧，一层的大家都有打招呼，看见了也会互相问好，尤其是棒球部的大家都很亲切，还没有
决定好参加哪个部，加油吧，已经被橄榄球和棒球部叫去见学了，可是有些担忧呢。

今天在宿舍收拾了一下东西，下午一个人挑战了jr坐到了京都又坐了回来，吃了碗面，还不错除了有点累。

晚上跟橄榄球部的几个人聊了好久的天，感觉还不错~有点听不懂大家的聊天，感觉他们聊天的时候只能跟着笑，不过平时说话的时候大家都会刻意得放缓语速，やさしいなあ～今
天认识了一个IB课程的刚从上海回来的男孩纸，超级赞b(￣▽￣)d热情的帮我找公交线路找了好久，可惜是IB的呢tut（果真这辈子都跟国际课程有缘？）还跟一个大连的前辈打了招
呼，可是他只顾着陪女盆友了。。。

明天就是去学校的第一天，有点紧张，不，应该是非常紧张tut嘛就这么上吧。。。室友大好人为了领我去车站决定明天早起b(￣▽￣)d明天不用一个人走咯www

嘛，大家貌似有着各种各样的文句，但是都会克服的，互相成为彼此的支撑，前进咯。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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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9.7）

2015.09.09

嘛，今天可是传说中的初日~
 早上跟着舍友坐巴士去了学校，嘛困到爆在车上睡着了。。。到学校以后果真非常的立派，，果真要在学校迷路的节奏。今天要见老师见校长逛图书馆逛超市测日语测英语去食堂去

政府登记在留卡开户口量校服见同学，看着都累，实际更累。

先去的老师办公室，做了已经给宿舍的人做过几十遍的自我介绍，然后竟然还被夸名字帅气，哪里有帅气啊发现不能www，然后校长室，嘛，一个操着关西腔的美国人比我还高然
后我们用日语聊的很愉快还被劝以后大学来立命馆就是这样，图书馆感觉不错，管理员超级萌。。。日语的老师人超好想老宫了tut，然后食堂，woc吃的好棒之类的就是有点小贵
tut然后坐公交车去市役所办在留登记，嘛日本的窗口都是站着的，然后觉得电脑化程度还是蛮低的，银行也是，办卡时间比在中国长了好几倍，但是服务态度很好，也算是一种异
文化？办完就回学校了。。。嘛，在巴士上又睡了一次，回去以后先跟巴西的留学生聊了会天，然后量校服，两周后才能拿到，伐开心。。。去见同学，大家还挺热情的感觉，右边
全是舞蹈部的，让我参加什么的是什么鬼( ▼-▼ )，然后Mr.Edsall的英语测试，聊的很开心，但是阅读好难，最后果真是上级www。

回来的时候坐错车了，本来应该是JR黄桀坐成了JR京阪駅，害得我又走了二十分钟，超级不爽这里的公交车半个小时一班，一个小时一班，果真人少啊www觉得大家渐渐热情起来
了，嘛，也渐渐适应了这的生活，接下来，请多多指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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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新的开始

2015.09.10

嘛，来宇治快一周了，一切仿佛渐渐好了起来，当然也少不了部活！！！

很庆幸自己因为头发放弃野球选择了剑道，剑道部的大家都很和蔼，前辈也好同级也好，平时在校园里碰到也会被热情的打招呼，这并不是我选剑道的唯一理由。

这几天一直在剑道部见学学到了好多，从大家出剑道教室的一句失礼します，到有人动作慢了也要做完一整躺，无时无刻不背剑道精神所感染，昨天收到了来宇治最珍贵的礼物，一
把属于自己的竹刀，不禁更期待过几天穿上剑道服的样子，虽然训练很累，虽然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我会坚持的

问同行的菲利普对剑道怎么看，问了数次只有一个答案面白い入りたい，嘛，我也很期待哦，这是来宇治后又一个新的开始，现在想想，这一年，会蜕变很多吧，期待着，展望着，

大家一起加油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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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校的周六

2015.09.13

本来想昨天发的，结果忘了

嘛，私立就是私立，周六还有课TUT   不过可以去体验茶道，就忍了。。。。

没错，今天可是有两节课是茶道，我，菲利普，还有一堆中学一年的小孩子（按菲利普的话就是赤ちゃん）一起上茶道。

原以为的茶道的主要是品茶，然而我们却叠了一个小时的手绢，跟中学生一比自己智商好高真是好开心，不过自然也体会到了茶道中藏的那份美。

茶道还有一点让人体会颇深，那就是所有人冲的茶，都是给别人喝的，泡茶，不是为了自己喝茶，这，或许也是种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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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去负能量

2015.09.16

入剑道已经好几天了，最近抱怨的最多的就是「部活は大変疲れた！」确实他们的运动量远远比国内的大，更何况我们这个堪比体校的地方。本以为剑道是个还算轻松的运动，可运
动量着实不小，每天部活完都浑身酸痛，胳膊都抬不起来

可是虽然脚疼手疼胳膊疼，但每天部活结束，却神清气爽，有种别样的感觉。。。仿佛一天中各种各样的负能量，无论困难也好苦楚也好，都随着竹刀的一次次挥砍，随着汗水的挥
洒而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对明天的期待。

 

晚安，好梦，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这是一篇9.15的文章，然而网卡到我昨天传了三遍没传上来，也是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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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silver week

2015.09.19

一周终于结束，不知不觉来宇治已经两周了，渐渐习惯每天七点按掉闹钟，七点半打着招呼去等巴士，中午像战斗一样在四十五分钟的午休时间里吃饭休息，晚上部活玩精疲力尽的
和菲利普一起坐巴士到京阪，走回宿舍，顺便路过罗森买点水和零食。。。。。。正以为这一年，或许就这么有序安稳的过下来了的时候，放假了!!!

明天要和学校的前辈去漫展，周二和梁方舟还有她寄宿家庭去祇園和八坂神社，嘛嘛，多么充实的假期！假期完了，便是属于立宇治的学园祭——興風祭，生活变得越来越精彩丰富
了，接下来的十个月，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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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的一天

2015.09.23

今天一大早，梁妹子现在的住家的福田さん就把我接走了，在车上，就开始憧憬接下来的一天 ，在路上，只是我跟梁方舟在聊天，觉得还有些忐忑，不知道福田さん是不是是个有
些冷淡的人，结果到了家里，却发现完全不是，她先是给我看了第八期生的几个人的照片，又跟我说了好多之前的留学生怎么样怎么样，大家聊得很开心，过了一会，来了一位中国
的哥哥，他是福田さん朋友的老公的下属，今天来陪我们这两个后辈一起玩。后来福田さん的朋友也来了，还带了好吃的蛋糕！！我们就一起聊天，大家都很热情，也很开心。午饭
是福田さん做的三明治，真的不知道比罗森的三明治好吃多少倍！！！

吃过午饭，我，梁方舟还有那个哥哥就出发去玩了，先去的伏见稻荷大社，表示一个没有密集恐惧症的人都有点受不了了，还发现了一个日本文化中心的柱子，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233。接下来便是今天的重点——锦市场，开始狂吃模式，各种尝鲜各种满足，虽然快被四条的游人挤成沫。

然后便坐车回去，晚上福田さん作了超级好吃的关东煮，还有个意式芝士焗菜，还有好吃的饭，可是怎奈何肚子已经被填饱了TUT，超级心酸。吃完饭，大家聊了会天，福田さん才
开车把我送回宿舍，还邀请我周天去远足，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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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風祭最棒

2015.09.28

为期三天的文化祭终于结束了！！！

三天来看着教室一点点变得好看，纸箱子，气球，在大家的手底下都有着这样那样的变化，周五放学的时候，仍然不敢想象那个教室是我们做出来的，觉得大家一起努力的感觉真的
很棒！

周六就是文化祭的重头戏，不管是二年生三年生的食品摊，各种乐队的展示，还是我们一年生的各种游戏，都正式面向大家了。每个人能邀请三个人，所以我提前联系了大阪的梁方
舟和奈良的邵偲莹。

周六因为期待早早地就起床，到学校以后还有种不真实感，然后和同学做了最后的准备，由于我是十二点半开始看班，所以等开始后就开始看大家精心准备的东西，高二高三因为有
贩卖所以大部分都是展示的，那个200:1的立宇治模型就是李前辈班的/鼓掌鼓掌鼓掌。当然一年生自然就是玩玩玩，各种游戏玩的不亦乐乎。还有野外舞台，看着同班的舞蹈社的在
前面跳舞认识的学长唱歌的帅气模样真的很high！！！！还有各种美味的吃的！！！拉拉队最后的表演！！！真的让我体会到了一种不一样的校园。

 

接下来，继续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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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前的日记。。（神户之行）

2015.10.07

上个周日，和福田さん，孙哥，大阪的梁方舟一起去了神户爬山！虽然之前天气预报一直说有雨，可是或许是因为我们太幸运的原因，一整天不仅没有下雨，还有一个大大的太阳
（这明明是不幸）。

从一开始，福田さん就告诉我和梁方舟是去远足的，于是并不是很担心，本以为就是走走路，看看风景，一起吃个野餐，谁知道竟然是爬山！爬山也罢了，一座山没完，我们至少一
连翻了三四个山头，到山下的时候，我，梁方舟都累得气喘吁吁。不过不得不提的是，这次是和福田さん的中学同学一起去的，和一群爷爷奶奶辈的人去爬山，体力却和他们差不
多，真的有些惭愧呢。话说也感觉到了他们的元气满满的感觉，觉得好不可思议呢，同时也变得更加干劲十足了呢！

P.s.中午吃的福田さん为我们准备的三明治，真的超好吃！！！大家一起还吃了月饼，虽然不是晚上，但觉得这个中秋节没有那么遗憾了也。  

 

抱歉，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发现这篇日记写好了缺忘记发了，还好才过了十天(已经很久了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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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再见，十月你好

2015.10.07

恍然发现已经许久没有写日记了，本来十月一号就想写一篇的，奈何一直在做周五要用的ppt和准备稿子，就拖拖拖拖到了现在，不过国庆假期还没过嘛，也不算很晚www。

就像题目一样，真的在不知不觉中，一个月就这么结束了，渐渐的，也适应了这朝九晚五的生活，一切似乎变得那么理所当然。晚上回来后背背单词，看一下邮件，玩会电脑，聊聊
天。平淡才是幸福，就这样，也挺满足的。

不过并不是这么平淡，泰国的，澳大利亚的留学生也来了一段时间了，每天跟不同国家的人打交道也挺有意思的。上周五宿舍里举办了party，和大家一起畅聊，一起体验三年生前辈
的鬼屋，觉得宿舍生活也没有那么不堪，周六接着又和留学生们去了伏见稻荷大社，吃了上次没吃的焼き鳥、吃了好吃到爆的鳗鱼饭，觉得幸福就是这么简单。后天要给大家介绍中
国，做了一周的ppt和稿子终于面世了，有些紧张，有些期待。

这周有点小感冒部活请了假，好几天没去有点想呢，夕阳的余晖这会正好从门口射进来，亮亮的，心里，也是满满的。

九月再见，十月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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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试(1)

2015.10.20

怎么躲怎么躲期中考试还是来了，没错，今天就是期中考试的第一天，考了现社和英语表现（writing），果真是难！到！爆！了！为什
么现社会有小作文！！！还是三篇！！！考完了以后的成绩估计自然是不忍直视，但还是有些开心的，今天的现社卷子有好多自己竟然
会（追求好低啊www），但是最起码说明没有白复习，没有白上课嘛~不知道为什么考了有史以来最烂的一次考试心情却异常的好，大
概是因为明天放假? 

接下来这一周都是考试，考完试，就又是一个新的开始www不免有一些期待呢。

明天，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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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试（2）

2015.10.23

期中考试终于考完了，虽然大部分都不怎么样（笑）。今天考完试开了文理分科的说明会，突然觉得目标清晰起来了。不管考得怎么样，通过这次考试，学习到很多东西，也发现了
自己很多疏漏的地方，以后要更加努力了啊！

第二学期还有差不多整整两个月，接下来的两个月，会更加繁忙更加充实的吧，不管是学习还是部活还是周末，真的是很期待呢。（笑）

P.S.下周末有剑道的比赛，虽然是应援，但还是超级的兴奋与迫不及待呢，就这样，一步步的走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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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所！同志社！！西阵！！！

2015.11.01

早上刚起床，听梁方舟说今天御所一般公开，便匆匆约定好，定了一天的行程。

御所——即为天皇京都的寝宫，最初是作为皇帝的第二宫殿，从平安时代皇朝从奈良迁都至京都开始，到明治维新，天皇重新掌权改都城为东京结束，这里，见证了将近三百年的战
乱与纷争。

许是因为他数次被焚毁，又或许因为它见证了幕府时代的复杂局势，同样是皇家园林，比起中国的皇室庭院，少了几分雄伟霸气，也没有那么的规模宏大，却多了几分肃穆，淡雅之
感。御所里的各个庭室上的壁画，无论是樱鹤虎，还是内室的岳阳之境兰亭之形，让人不觉有想起紫式部笔下那个风谲云诡的平安王朝。御所正院里有人在演练蹴鞠，虽说习得是平
安的官服，却恍惚间想起了宋代“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鞠疏狂”的盛况，风云变幻，均已成史料上的一副壁画，或一篇记述，蹴鞠虽在，甚至如今的足球更是饱受欢迎，可早
已物是人非。

走马观花的转完御所，吃完饭，发现才一点多，本说去八阪神社，却嫌路途不便，恍然察觉今出川便是同志社大学的校区所在，翻查地图，竟然就在地铁站旁。踱步进校园，欧式的
红砖在各式的绿植中间，尽管是周日，这座140年历史的大学校园里却十分静谧，也只有在如此环境下才能尽心做学问吧。

不敢逗留过久打扰了这片宁静，稍稍驻足，便已足矣。一天已经收获颇丰，无比满足了。时候尚早，便去了西阵织会馆，欣赏了盛名已久的西阵织，让原本对和服了解甚少的我，也
沉醉于手工技人的技艺之高超。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不觉更期待下周文化日的大阪城之旅。又是一月，又是一个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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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

2015.11.12

今天去了立命馆大学的衣笠校区见学。

大家一开始先听了文学部的介绍，文学部的部长老师一上来就说了一串中文把我吓了一跳（笑）。然后，大家上了一节关于媒体的课，期间还跟大学生一起交流了许多，虽然一个多
小时听得昏昏欲睡，但还是觉得收获不少。

中午的时候跟同学一起去找人采访，一开始其实挺害羞的不敢找，采访过一个以后就完全豁出去了，不过出乎意料的大学生们都很和善，非常配合我们，有一个学姐不停地看表但仍
然有说有笑的完成了采访。

回来的时候在三条换乘电车，等车的时候有一个中国人抓住了我同学问路，机智的我发现了他的身份还成功帮他解决了问题，却被问是东北的么（伤心），看来有必要加强普通话的
学习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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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2015.11.22

恍惚间，秋意已浓，甚至于冬天的脚步都要逼近。终于盼到三天假期，便迫不及待的约好了去岚山。

一大早便在京都站出发，许是因为假期，游人异常的多，也因此，遗憾的与盼望多时的小火车失之交臂。只是匆匆的转了转法轮寺和天龙寺，又去竹林小径徜徉了片刻罢了。却仍旧
被这风姿所迷，感慨于自然的奇妙。又再于游人的交谈，匆忙的寻路中窥到了自己的成长。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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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1）

2015.12.04

（这已经是第三遍投稿了，我深深的佩服宿舍的网络）

期末考试就这么来了，虽然考完试还有一个月的课程，但仍旧要感慨时间过得好快。

今天是考试的第一天，考生物和现代社会两门，这也是我最苦手的两门，虽然和预计的一样错了一堆，但仍然发现好多自己复习到了或者上课听的记住了，也算是好多惊喜。也发现
了自己还是有所进步的，也算是没有白学。

考试还有三天，希望能够继续努力!

劉氷森的日记



期末考试（2）

2015.12.11

 

 周二考试结束了，这两天成绩渐渐出来了，英语和数学都拿到了top，生物也是前三，成绩有些出乎意料呢(笑)

周一的时候还去了大久保小学，留学生们两个一组给小学生们介绍自己的国家，比起高中生，还是小学生更可爱呢。

转眼已经三个月了，明天澳大利亚的四个留学生就要回国了，心情有些郁闷，然而今天晚上的圣诞节party却吃的非常开心。wyw跟着来比赛的同学来了京都，匆匆的见了一面，聊
了很多。不知道为何有些逻辑混乱，可能是宿舍里太热的缘故吧。最近迷上了看书，觉得就这样下去也挺好的，不是么。  

  

劉氷森的日记



学校活动ーー电影欣赏和游戏时间！

2015.12.15

第二学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今天不上课，欣赏电影和玩儿游戏！

上午，一年级的全体在大礼堂集合，看了关于广岛核爆的电影。内容是讲经历过核爆的人还有他们孩子的，好感动。上周日正好是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日，也是国家公祭日，希望从今
以后一定要和平下去。

中午十二点半开始玩儿游戏！玩儿了〇✖和“全员逃走中”还有借物赛跑3种游戏。虽然累了，不过好开心。特别是借物赛跑，不同班的四个人分到一组，虽然都不认识对方，不过
通过游戏过程，大家很快熟悉起来，觉得那气氛真是太好了。

一天很快就过去了。不过马上就要放寒假了，好期待！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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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户光之祭（神户 Luminarie）

2015.12.15

上个周末和梁同学还有福田一起去看光之祭了。虽说是纪念阪神大地震的展览，却有圣诞的气氛呢。

星期天是最后一天，所以人很多。不过提前30分钟左右就开始亮起灯了。我们是从四点半左右开始看的，不过还是完全黑下来之后更漂亮。一边看灯展一边吃着鸡蛋煎饼还有苹果
糖还有章鱼小丸子，很开心。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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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休み

2015.12.15

来週の火曜は終業式なんです。つまり、天皇の日から、冬休みが始まります！中国と違って、こっちの冬休みは思いより短いです。

でも十五日の冬休みには、予定はもういっぱいになります。笑笑

来週の火曜の午後から福田さんの家にホームステイの生活が始まります！楽しみですね。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

劉氷森的日记



15.12.20

2015.12.20

转眼一学期就这么快过完了。

时间真是有魔力的东西呢，总是不经意间带走些什么，又塞给你些什么。三个月前的自己的模样，已经不再那么清晰了，不经意间回首时，觉得那一切就像是定格了一样，又或者像
一盘磁带的A面，只不过，从走出那架飞机起，我们的那盘磁带，就被翻到了B面。

习惯了在一个叫做三室户的寺庙的附近的一幢宿舍的218里过着自己的生活，觉得自己已经彻彻底底成为了这里的一员，虽然会经常想起几千公里外还有个叫104的宿舍，还有座楼
的802，那儿，叫家。

记得去年大概也就差不多这个时候吧，学校的商店里已经开始卖圣诞节的苹果了，十块还是十五一个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自己还在周记本里吐槽为什么没有人去纪念孔子的诞辰。

再往前一年的今天，正好是冬至，也是周五，记得也是从那年开始，不知道为何莫名开始喜欢上了素馅的饺子，家里，也再没包过几次肉饺子。

现在呢，舍友已经开始轻轻的打鼾，空调给力的吹着，刚刚下去接水被莫名道了句晚安，耳机里单曲循环着Eason的新歌，电脑屏幕上的光标一闪一闪，码字的我，嘴里却哼个不
停。明天最后一天，后天结业式。

从某本书里看到的一段话：

“什么都有期限么?凤梨罐头有期限

护照visa有期限 浦发信用卡有期限

全脂牛奶有期限

连密封在蓝色铝盒里的pepsi也有

那快乐有么 悲伤有么”

突然觉得到期了，未必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它往往会带来一个无人能预料的新的什么，就像随机循环的歌曲，听之前，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首是什么。

劉氷森的日记



结业式～冬至～寒假

2015.12.22

第二学期终于结束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举行了结业式。级部主任跟平时一样絮絮叨叨地讲了一个小时。IM课程的同学们明年一月开始就要去新西兰啊澳大利亚啊等地方，今天是
最后一天，有点失落。来到日本，我终于懂得了“一期一会”（注：“一期一会”为茶道用语，指一生只有一次的缘分，在一定的期限内对某事，物，人只有一次相遇，遇见的机
会）的意思，但我并不想懂 。

晚上晚饭一结束，福田桑来接送我，寄宿家庭的生活终于开始了。（笑笑）福田桑，谢谢你～

今天是冬至，在中国有吃饺子的习惯，还有俗语说“不吃饺子的话，耳朵会皴裂”。大家都吃饺子了吗？不过，在日本，冬至的时候有吃南瓜，洗柚子浴的习惯，大家也试试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劉氷森的日记



圣诞party！！

2015.12.24

昨天是天皇节，所以全国都在放假，于是昨天便开了个party提前庆祝圣诞节，福田还有她的朋友还有梁方舟，我，以及一个已经工作的中国的哥哥一起吃吃吃一下午，外面虽然在

下雨，但心里却十分温暖

劉氷森的日记





今后也请努力，开心

2015.12.28

今年的剑道到今天（终于）结束了。笑笑）最后一次，用社团内的比赛代替了往常的练习。因此，我只是参观，今天成了我到现在为止最轻松的一天。  

比赛结束后，大家一起聊天，一起打扫，为明年要去新西兰留学的真理惠同学和千明同学（之前的日记中写过）举行了欢送会。大家一起吃零食，拍照，送给他们事先准备好的礼
物。因为大家一直都在笑，所以完全没有离别的气氛。（笑）不过，我想起了很多。剑道部的大家帮助我很多，托大家的福，我从什么都不会，到现在进步很大，过得十分开心。

今后的一年中，还会碰到很多新的事情，新的人吧。我很期待经历过这些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今后，千明同学，真理惠同学，我，还有大家一定会努力，好好享受每一
天。

期待再见的那一天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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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开始

2016.01.06

今天从福田家回到了宿舍，也意味着两周多的寒假结束了，从明天开始，又要朝五晚九的开始学校生活了。

真的十分的不舍，在福田さん家里收到了很多照顾，也感到了家的氛围，可是，一切还是要继续的，不是么。

今天早上理了发，然后就一直断断续续的收拾这东西，时间却不给面子的过得飞快，匆匆忙忙的就到了晚饭，晚上吃的很丰盛，福田还专门给我炒了蔬菜（谢谢啦），最后的晚餐并
没有太多的话语，只是总觉得心里不是很开心。

吃完饭，就匆匆的赶回了宿舍，收拾了收拾东西，开始写这篇日记。转眼间，还有六个月，接下来的日子，又会是怎么样呢。期待，憧憬，却又有些彷徨。

（关于寒假的日记也会这两天渐渐补上）

劉氷森的日记



2016.1.5

2016.01.06

好早开始就盼望着这一天，因为今天有个八期生的前辈要来福田家。还是个学霸大大www

中午和梁方舟还有八期生的刘洪波碰了面，一起去吃了MOS，然后便开始了一下午的取经。说实话刚碰到大大的时候还是蛮压力山大的，场面也有些尴尬。但是后来渐渐熟络起来
了以后，却真心感慨良多。

问了大大许多关于两年前他们在日本时候的事情，发现大家都是一样的，都会有那么些并不是特别开心的时候，都会遇到挫折，但却莫名的收获了许多信心。然后也问了许多关于回
国后的生活关于留考的事情，才恍然发觉自己与学霸差的其实只有努力而已。

接下来也要更加努力才好啊。

晚饭一起吃了咖喱火锅，然后被大大的礼儀正しい惊到了，才发觉原来这些小细节也能体现一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果真自己还要更加努力更加拼才好啊。

不管怎样，有了个目标也挺好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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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6

2016.01.17

今天和剑道部的前辈还有phllipe（巴西的留学生）一起出去浪浪浪了！

上午大家约好了在高之原的AEON见面，见了面之后，先是一起学了会习（和国内一样一样的233）然后就逛逛逛 ，之前前辈还贴心的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买的东西，我说想买个
包（只是随口一回答而已啦），结果前辈拉着我专门去了好几个卖包的店子里，虽然最后也没有买。大家还一起去了书店，我在书店里发现了《全职高手》（中国目前最流行的网络
小说之一，作者是人气网络小说作家蝴蝶蓝）的日文译本。前辈问我看什么日语的书么，我回答说是村上春树的，他们吓了一跳告诉我说日本人都很难看懂。（看来我看的一知半解
也很正常啦），还说要给我推荐几本“正常的”书来看，于是在书店逗留了好久，最后前辈说下周给我带来。（好幸福www）

中午草草吃了饭，下午一起去看！电！影！看的是之前天天（这名字真的不是在恶意卖萌么）在朋友圈（类似于LINE的 TIME LINE）推荐过的orange，男主很帅，然后故事比想象
中的感人。讲述了女主和男二收到了来自十年后自己的信，一起帮助妈妈刚刚去世的新来的转校生男主，防止他自杀的故事。友情和所谓的青春的爱情相交差，真的是让人暖暖的。
（虽然十分想吐槽男二明明喜欢女主还就这么把她让给了男主，所以说男二真正爱的是男主么）而且而且而且，这部剧真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日语半吊子的人去看，语言简单，方言
什么的也基本没有，简直比n考题的听力还易懂有没有。反正我是全能听懂，作为一个只要是日语就没有字幕的地方，简直是大福利。

絮絮叨叨说了好多没用的，还有之前说的补日记我一定会补的！！！请原谅我的拖延症嘤嘤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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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晦日

2016.01.25

拖了一个月的一篇日记···因为刚开学一堆事再加上各种发表和课题，实在是抱歉。

觉得寒假里其实真的是吃吃吃吃完的，而大晦日那一天就是吃的最猛的。因为之前福田有预警说晚上要熬夜，于是乎大概十点多才起床，然后，我们就出发，在车站和梁同学碰了头
以后一起去超市。在超市买了晚上吃的天妇罗大虾，还有寿司，虽然还不到午饭的点，却已经莫名的期待晚上。

回去以后就是吃吃吃，然后继续吃吃吃，聊了一会天，觉得那样的日子，真的不能再舒服www。然后，然后去看了电影！！！没错，就是starwars！！！作为一个（伪）星战迷，
虽然是一部没有字幕的日语配音的美国电影，依旧很幸福。

出来了以后发现刚刚下了场雨，有些冷，空气却不错，心情也一样不错。回去后吃了荞麦面吃了寿司，就开始看红白！！！看到了好多喜欢的组合，arashi，SMAP。。。还有千本
樱和AKB“50”的催泪场面，第一次从电视上看红白，看的很开心，也很嗨！

劉氷森的日记



写在三学期的结尾

2016.02.23

今天是考试的一日目，中午和朋友去ゼリア吃完饭听他说一年就这么过去了，又有些恍惚。

我的又一次高中一年级也将要画上一段句号了。看来我果真不是个好学生呢，高一就读了一年半www每一次写日记都要吐槽一遍时间很快的我又要来一次振り返り了呢真是抱歉。

三学期虽然刚开学就在不停地给他们吐槽说刚来就要准备考试了，但实际上觉得自己做了好多的事情。加了书道部，从此以后迎来了两个部活轮着上的日子，比起一二学期感觉自己
也有了进步，去了中间研修见了宝贝们，情人节第一次收到那么多巧克力(笑)......不过确实好像没上几节课就这么结束了（对不起老师们）。

前天顶着课题完不成的风险去买了留考报名表，过一阵子准备去买能力考的报名表，春假的时候想去看灯，过一个月想去奈良看樱花，六月份的时候可能还要苦逼的参加初段审
查......接下来不到五个月，细细一想还自己给自己找了不少事做。

昨天正好元宵节，复习完看到国内的朋友发来的祝福，聊了几句觉得有种物是人非的荒谬之感，如今的自己，也和半年之前有了不少的差别吧（比如说满脸的痘）。回国前刚好满十
七岁，到时候得自己，又会是自己想成为的那个样子么？

亲爱的不二啊，你说他是不是也是这样，孑然一人却又拥有着整个世界的爱，成为了一个自己没有想象到的人，却活得那般舒适自在。我也想那般的潇洒啊~

最后喂自己一勺鸡汤，然后滚去补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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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2016.02.25

作为个起名渣你来打我啊

考试三日目顺利结束，明天还有最后的两场奋斗。

来了以后也考了好几次试了，看着试卷一次比一次会做的多，还是挺开心的。

昨天做了一套变态值爆表的题，让他们做都只对了一道我只想吐槽他还是N1难度么。

然后今天放学等车的时候碰到剑道老师聊了聊蛮开心，结果要上车了他告诉我明天别忘去部活orz还有为啥同样是じゃがりこ的期间限定一个超好吃一个超难吃。

明天如果部活完没那么累的话去平等院吃抹茶冰淇淋好了（估计又要作的肚子疼）

 

有的时候想尽一切办法留住身边的人，却总有几个从指缝中漏掉然后就那么远去了。觉得只有自己还在原地，而他们已经又在路上了；可其实是我们在上个路口的时候不小心走散
了。

明天有数1，意味着我还有几十道ニュースコープ，想早睡的心愿注定完成不了了。

劉氷森的日记



君が世界を変えていく

2016.02.29

最近大家都高产似那啥......害的我不得不多打点字

君が世界を変えていく是之前藤本送的书，虽然挺薄的，但一次一点一次一点点的啃，第一次看日英对照，有种莫名的感觉。（我想要中日对照的QAQ）

池田大作先生的书，内容不多，也不繁杂，语言没那么华丽，但却再说着一个看似老生常谈的话题——和平。池田先生写了关于战争关于恐怖主义的一些认识，以及宗教与和平的关
系。

每一篇不长，偶尔会穿插着几个小故事。读起来也没有看到topic的时候感觉的可能会有的无聊，自然也就读了下去。偶尔遇到不认识的词看看英语注释，也挺有趣的。

书的最后引用了一段在日外国人的话，说因为我爱日本这个国家，所以我希望他能被世界所信赖，能够被他的邻国所尊敬，如果它继续无视人权和史实，把邻国的忠告当作耳边风的
话，会被任何一个国家看不起，甚至忽视。也正是因为我担心有一天这会变成事实，所以我把他说了出来。

觉得这句话，这么朴实，却说出了好多人的想法。

君が世界を変えていく，让我们来改变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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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毕业

2016.03.06

提到毕业，总是携着些复杂的感情。悲伤，怀念，却又有着那么一点点希望。

中国的毕业季，是五六月份，伴随着各种大型考试的毕业，离别与最后的誓师。回首看看，总发现曾经觉得会铭记一辈子的三年或是多久的回忆，变得模糊而又支离破碎，曾经说好
要一辈子的人们，也在此刻说了再见。初夏的骄阳，炽热的烘烤着，毕业的人儿，已然唱起了骊歌。

这儿的毕业季，在初春，樱花还没有开的季节，却已然要说再见。没有参加毕业典礼，却跟宿舍的前辈道了别。告别的时候有人在哭，自己却没有太特别的感触吧。跟关系好的前辈
说了加油，也收到了他们的祝福。等到陆陆续续搬了出去，食堂也空了些的时候，莫名的有些空虚，失落。

前年的毕业季，也属于我们，那个时候，哭得稀里哗啦，那个暑假，也玩的飞起。

去年的毕业季，当时的高三的各种恶行，搞得并无好感，只记得那么几个相熟的大神，有的进了那几个top，继续被膜拜，有几个失手，也再无音讯。

今年的毕业季，认识的前辈有的成了浪人，有的开始了旅行，有的终于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

明年，如果没有意外，我就要毕业了，支离破碎的高中，也就该画上了句号，那个时候的我，又是什么样子。

劉氷森的日记



3.10

2016.03.10

看了段视频，于是决定睡觉前上来补篇日记。

中间研修已经是一个月前的事情了，马上放假，在日本一年，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

这一周一直没课，只是去半天部活而已。所以过得蛮清闲的，天天睡到日上三竿，莫名的希望一直这样下去（懒死算了你）

周六一个人跑到城里去配眼镜，四条的人一如既往的多，一如既往的能碰到几个中国游客，天气却暖和了起来，虽然樱花未开，可鸭川已因春风荡漾着微波。

周天去看爽朗的和舞表演，莫名的看到了一种成长，半年前的我们，渐渐的蜕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可能会有失去的东西，可能跟国内的学霸们一比，我们连渣都不是，却总的还是有
些收获的，

周一，去了心斋桥，然后在大家一起吃大阪烧的店的对面吃了一顿意面，却逛不出一个月前的感觉，买了些东西，走的累成狗，也就回来了。

在这周，一共就干了这么三件小事，微不足道，有些惭愧，要说还有一件事的话，就是明天要去球技大会，有些期待。

晚安

劉氷森的日记



又是一周

2016.03.18

如果说之前要多懒散有多懒散的话，这周就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看着大家一个个陆续迎来假期我无语哽咽

这一周与其说是上课 不如说是升高二的衔接 可明明比上课内容还多

坐在大教室里六十几个人一起开始快节奏的学习 莫名的恍惚与时空错乱感

一个人发呆就容易想多 想多了就容易着急...... 于是现在又陷入了焦虑中 开始各种规划各种慌张orz（以往事实表明过一段又会回归原样）

今天想着收拾春假的行李，结果把冬天的衣服塞了塞就放弃了 不知道怎么整理 莫名的慌张感和挫败感

中午本来说要去试水宿舍门口的那家意大利餐厅 结果有史以来第一次满席 于是找到了一家たこ焼き

店长是和日剧里一样一个白发白胡子关西腔的老爷爷

作为唯一的一桌客人 他说因为我们是高中生给我们加了量（温暖的感觉~）

600块吃了一个平时两倍大的大阪烧 心情也变的很好 和他们感叹说 真的是日本らしい呢

下周大扫除 毕业式 作文的颁奖典礼 然后就跟1-7说再见了 再怎么装作不在意还是有了些羁绊呢 淡淡的伤感

劉氷森的日记



3.31

2016.03.31

趁着还能翻译（应该吧）更一篇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包括但不仅限于春假） 刚放假 就该开学了 别的地方如何不知道 京都的樱花已经满开了呢 每次在诸如清水寺
啊之类的地方 身边挤过的都是国人 总会没有实感 

如今的樱花树 真的是一片片粉红的海洋 白色的可能还没开 或者本身就只有那几棵 

有部动漫 叫秒速五厘米 这是樱花飘落的速度 可那天在醍醐寺 看樱花一瓣瓣被雨水打下 那时 怎能还有秒速五厘米一般 淡淡的哀愁情感

calendar上又有一个事情被划了去 明天 则又要翻到新的一页 这下子 真的只剩三个多月了呢 前两天开始收拾冬天的衣服 准备打包船运
回去 在床底的橱子里 找到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笑不知当时的自己怎么想的 带了些没用的东西来

有时候觉得生活还是挺好的 今天坐巴士 赶着去上课 下车的时候一个老奶奶停住示意我先走 还有昨天在罗森 给能力考交钱 忘记注册的
时候输的究竟是小黑砖还是住家亦或是网卡的号码  店员一遍又一遍的帮我试 不厌其烦 

可一个人的时候 还是会孤独 还是会无助 还是会想找一堆人来开心的闹啊玩啊跳啊

（又是前言不搭后语 能忍着读到最后 真是辛苦了 以及感谢对我的语言表达能力的宽容）

昨天来玩的两个小朋友 让我想起了我妹妹 真是怀念那段时光啊

你好 晚安

劉氷森的日记



好久不见

2016.05.05

看了下貌似这学期还没有写过日记 有些不好意思 GW结束了 还是来写点什么

今天是2016年5月5号 Days Matter上的倒数一个个触目惊心

45天后留考 59天后n考 69天后研修以及72天后回国

第一天来到宇治的情形还历历在目 转眼间就已经要走了 却出乎意料的 有些不舍

在这里遇到了太多太多的人和事 有不少负能量 可却收到了那么多的善意

新学期分到了新的班级 是个很棒的地方 认识了新的朋友 也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GW前去合宿 只有一泊 但却突然间有了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五天后侯天妍来 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吧

还有两个月 一切都好

劉氷森的日记



5.14

2016.05.14

-你问【絆】究竟是什么 我说不出所以然 只好笑笑-

天渐渐热起来了 去年这个时候 打完了逐日杯 混过了演讲比赛 似乎正每个中午为了面试在外教办公室磨着 昨天把夏天的短袖翻出来 心连心的衣服已经被压得都是皱折 在东京的那一
周 也只记得去买了牛丼 防灾馆 还有国会 

忘了是周三还是周二 はっすー前辈送给我了一个挂饰 叠的很漂亮 还栓了一只纸鹤 回宿舍看了她写的字条 才意识到 果真快要say bye了

以前总觉得每个人都会过的完全不同 自然也不怎么信前辈们的各种经验 觉得听听就好 没必要喝下去 可是每个人却又是相似的  都说三个月就会适应 十二月的时候确实已经习惯了一
切 都说要走的时候跟大家的关系最好 确实 如今一点也不想离开

猴哥来了京都 每天早上等班车 白天在学校碰到 晚上食堂见面 都蛮开心的 有种有组织的感觉w

5月25号貌似一级审查 最近却根本没有去部活 感觉会死

劉氷森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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