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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03

昨天晚上跟朋友聊到很晚，早上很困。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梁方舟的日记



大阪第1天

2015.09.05

今天从东京来到了大阪！

我的寄宿家庭在大阪市内，离学校很近，所以我想不会迷路的。家里虽然有点小，不过很整洁。晚饭是日本的爸爸妈妈带我在外边吃的拉面。吃完晚饭，我们沿着街道散步回家。因
为聊了很多，所以我也不紧张了。妈妈打来视频电话，在电话里向日本的爸爸妈妈问了好。今天也累了，打算等一下洗个澡就差不多睡觉了。

大家也要加油哦（≧∇≦）

那就晚安啦～～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梁方舟的日记



9.10 代休

2015.09.10

今天是代休，跟寄宿家庭的妈妈一起去改了在留卡上的地址，办了银行卡。中午在外面吃了盖饭，嗯顺便吃到了鲷鱼烧，比想象中好吃\(//∇//)\

昨天英语老师告诉我每周一和周五有英语单词检测，然后给了我一本单词书让同学告诉我该从哪开始背。简直惊呆我了，居然背单词书！四年没碰过的英语，重头来过吧！ 然后同
学们其实还都挺好相处的，昨天跟几个女生一起吃了饭，聊了很多话题，准备跟她们去社团参观参观。 教古典的老师是光头，有点帅，跟同学们关系很好的样子(￣▽￣) 总之比之前
适应一些了，会继续加油的～

PS：回复评论在哪儿，没找到诶www

梁方舟的日记



一周结束了

2015.09.12

收到了爸妈寄来的行李，发现有一盒茶叶，是妈妈放进来的。

这边一切都很好，寄宿家庭的爸爸妈妈很亲切，同学也很好。但是喝到茶还是忍不住有点想家。

已经计划了明天坐地铁出去玩，下周也要开始社团活动，忙活起来就会好的吧。加油！

梁方舟的日记



出去玩的一天

2015.09.13

今天上午9点出门，下午3点多才回到家，就是在外面吃吃吃玩玩玩了（≧∇≦）

上午去了中崎町，遛了很多条街，吃到了日式点心，不过就是很多文艺范儿的咖啡店都还没开门，有点可惜了，下次下午再去吧。

中午到大阪港，随便吃了点东西准备去看鸣人纪念展，结果居然要排两个小时才能进馆。据说大阪人都没什么耐心，但是为了鸣人能排上两个小时，足以说明火影忍者的影响力啊。

回来的时候顺便去了梅田的阪急百货。去了就发现，这地方好棒啊！10层有很多和风的杂货和文具，还有手工艺品！让我住在这儿吧www\(//∇//)\

嗯今天一天玩得很开心了，虽然是一个人。

希望能在11月份之前实现和朋友出去玩儿的愿望ｖ（＾＿＾ｖ）♪

梁方舟的日记





第一次社团活动

2015.09.14

今天参加了第一次社团活动，特别特别累，腿和腰都在疼。日本高中生的体质真是名不虚传。

但是开心的是，社团结束后和同学一起坐了电车。虽然不是离得很近，但是一路上还是聊了很多。“和朋友一起回家”的目标算是达到了吗（≧∇≦）

明天社团休息真是帮了大忙，不过周三周四都是体能训练……………如果我还好的话，周四晚上会再来写日记的=_=

不过不管怎么说，我这一年不会换社团的，别的不说，锻炼意志力也是一种学习嘛～

梁方舟的日记



周五啦

2015.09.18

今天放学回家的路上顺手买了点心，果断是抹茶味的 虽然有点贵但是真的很好吃\(//∇//)\

嗯然后社团的事嘛，退了羽毛球决定要进茶道部。虽然得跟心爱的羽毛球说再见，但是还是这样比较值得。

昨天跟学校的留学生们一起开了个见面会，居然有一个男生跟我同一天生日，还有一个女生比我晚一天。能在异乡遇到这样的朋友真的是缘分，希望我们能成为好朋友^_^

明天开始是五连休，因为寄宿家庭的关系，要去离京都更近的城市借住。最爱的京都啊（≧∇≦）！！我这几天一定会不留遗憾地玩儿的哈哈哈

期待～

梁方舟的日记



连休

2015.09.23

因为寄宿家庭的原因，五连休在京都京田边市度过的。在日本，京都是我最喜欢的城市没有之一。所以真的是特别开心能去京
都过假期。

到京都的第一天，和借住家庭的阿姨去了京都博物馆和锦市场，正好都是我想去的地方。
第二天正式开始玩儿，提前问清了巴士和电车的坐法，拿着地图就出发了。去了作为大政奉还的舞台的二条城和新选组最初的
屯所壬生寺周边。对于幕末脑残粉来说，简直是满足感爆棚。
第三天去了清水寺和灵山历史馆。清水寺附近都是坡路，上上下下的，比前一天累多了。不过拍到了好照片，吃到了好吃了，
最重要的是去到了幕末粉必去的灵山历史馆，真是去多少次都不嫌多的地方啊\(//∇//)\
第四天，借住家庭认识的一个在日本工作的中国大哥哥有空过来玩儿，顺便就邀请了在京都的刘冰森一起，去伏见稻荷大社和
衹园附近。
终于来到了很多动漫里都出现过的伏见稻荷，比想象中壮观很多。红色的鸟居有新有旧，周围的树很高，叶子几乎挡住了阳
光。从伏见稻荷大社出来，本来是要去衹园的，可是不知道怎么，在锦市场吃吃吃的，就没时间去了(・Д・)ノ不过锦市场里的
东西都好好吃o(｀ω´ )o怪不得人这么多。晚上回到家，以及没什么胃口再吃晚饭了=_=大家就一边聊天一边吃，聊得开心吃得也
开心～～～
正好周日是中秋节，大家就约好一起去神户爬爬山野野餐，就当庆祝中秋了。
今天没有再出去玩儿。上午在屋子休息休息，看看电视，中午吃过饭就开始学习。下午太阳不热了之后又去周围转了转，就大
概结束了这几天的行程。
连休能去京都过真的是太好了，认识了这么好的阿姨、前辈和邻居，真的特别开心。

梁方舟的日记





这几天考试hhh

2015.10.07

前几天过生日收到了心连心各位老师寄来的贺卡，还和同一天生日的留学生开了生日会，这几天就念念书复习复习笔记，和大家一起考后期期末考试，还和同学约好考完试出去玩，
还都挺日常的。

等周末再更一下这一个月注意到的小事吧。

梁方舟的日记



周记……想不出起什么题目

2015.10.18

周二的茶道部活动，茶道的老师来了。整套茶道的做法真是很复杂，沏茶的人喝茶的人都有各种各样的规矩。正座也很累，可能是因为我肉太多，跪久了膝盖就一直疼www……特别
想问茶道老师，为什么日本的茶道一定要跪着，为什么不用轻松一点的姿势喝茶，可是没敢问出口………周五活动的时候我把自己的碧螺春带给大家喝。没有盖碗和茶杯，只能用日
本的大茶碗代替，不过好在大家都很喜欢碧螺春的香味。

这几天班里换了座位，原先没搭过话的同学，现在也能聊天了。对于我喜欢古典课的事，她们都好吃惊的样子www……不过既然来了日本，至少要学好在国内没法学到的东西嘛～～
～

还有学校的留学生日语教室的事，我觉得参加一下还是挺好的，还有了和更多的人交流的机会。之前心连心来夕阳丘的前辈都没有参加日语教室，不过我觉得以后的同学可以试一
试，大概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梁方舟的日记



想不出标题的第二篇

2015.10.26

昨天和寄宿家庭一起去了奈良东大寺和奈良公园。15米高的大佛还是第一次见，东大寺也比想象中高大很多。不知道乐山大佛看起来是什么感觉……奈良市的地图被鹿吃掉了一大块
儿，裤子也被舔了，可是即使是这样，也觉得它们很可爱。

晚上尝试了自制章鱼烧。章鱼烧是大阪最有代表性的小吃。平时看到的章鱼烧圆圆的特别诱人，但是自己做出来的确实很丑哈哈哈～一直觉得，拉面屋寿司店或者随处可见的路边摊
里的小哥都特别帅…感觉比家门口早点铺摊煎饼果子的大叔有激情多了哈哈哈o(｀ω´ )o

有时候几天的假期之后头一天上课的时候就会收到同学带来的土特产，今天也是。听她们说去了哪哪哪玩儿，忽然觉得不好意思。我也去过一些地方了，还没给她们带过小礼物=_=

同学们马上就要去修学旅行了，对于我去不了这件事，她们各种同情，都说要给我带好吃的，一下子觉得有点幸福www

前几天班主任还给了我两张彩纸，是专门用来折纸鹤的。不太记得纸鹤的折法，还是旁边的同学教给我的。两只纸鹤放在一起，忽然就有种美好的感觉～～～

这样加了糖的日子，请继续下去～～～

梁方舟的日记



书法&同传梦

2015.11.06

到了后期，书法课开始学写日文假名。之前写汉字的时候，因为小时候练过一点三脚猫的功夫（可能是一脚或者两脚也说不定），在学校也学过，所以比较简单，但是假名完全没有
接触过。

一开始听老师讲解，说临摹日文假名要先知道内容是什么，哪几部分是同一个假名，还要知道什么是形连什么是意连。我当时就觉得很简单啊，假名不都是从中文汉字演变来的嘛，
而且中文也有连笔字也有草书，假名还不是一样。

真正写起来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

最明显的感觉就是笔很软。不知道日本的毛笔有没有狼毫、兼毫，不过因为假名的笔画没有顿笔、藏锋这样的笔法，所以用软软的毛笔倒是正合适。可是这么软的笔很不好控制力
度，假名的笔画又细，经常写着写着就习惯性的顿笔。而且我从第一次拿笔开始就一直是悬腕，又很久没有练字，有时候手腕会颤。这样写出来的假名我都不忍心看，就只能从基本
线开始反复地练，不知道写废了多少纸。（好心疼我的钱包T_T）我又是没耐心的人，很多次都想把宣纸团吧团吧顺窗户扔出去，可是教室里同学都安静地写字，我又不能有什么动
作，只能忍下来。

一两次课过去，基本线倒是能写几笔，可是假名还是写不好。不过想想也是，中国的书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能练好的，更何况是在每周才一次课的学校学写外国字，更不能着急。

今天的书法课，总算写了几句还看得过去的和歌，心里平衡多了。（附上基本线和费死劲写出来的和歌）

心情一好，对手头的翻译也不那么着急上火了。去台湾修学旅行的事上了当地的报纸，老师让我翻译成日语，下周结束前交。虽然之前也翻译过大段的内容，不过也都只是说明书、
漫画之类的东西，还从来没有翻译过正式的报纸新闻。昨天晚上熬了会儿夜，查字典，上网搜索，耗了很长时间译了第一稿，可是读起来自己这关都过不了，急得简直要砸电脑。

幸亏今天写了点能让自己满意的假名，才知道自己不是啥都做不好，只要一点点来就行。多读读日本的报纸，感受一下新闻的风格再翻译会好一些吧。

其实虽然着急，但是翻译的时候也很开心，努力做着这样的事，就好像能触碰到闪闪发光的梦想。

请记得那句，筑梦踏实。

梁方舟的日记





你的城市下雨了吗（假装自己很文艺）

2015.11.26

这是昨天的事

一放学走出教学楼发现下雨了的一瞬间，特别庆幸自己穿了一件帽衫。戴上帽子往外走才发现，雨下得比想象中大。还在想着“回去得想办法接热水泡泡脚，要不会感冒的”，突然
就被路边开帽子店的大叔叫住。

“拿把伞走吧。”

我一下没反应过来，大叔又重复了一遍我才确定是要借伞给我。拿了伞，道了谢，撑开伞走了好一段路，心里还是诚惶诚恐。

在一个没有心灵依靠的城市，明明下定决心尽量全靠自己照顾好自己，却在这样的时刻感受到了不需要理由的温暖，除了诚惶诚恐和感动，也找不出别的形容词了。

还有，很希望这样的事也能常发生在自己的国家。

 

你的城市下雨了吗。有没有人借伞给你呢。

梁方舟的日记



再一次从头开始

2015.12.08

好久没用日语写日记了～日记本身也是好久没写了(。-_-。)

考试前的数学课上，分组做了课题学习。我当时就想“哦〜原来大家一起学习是这样子的”。在中国，这样的学习真的很少见。

上课时做的练习因为在中国也做过类似的，所以对数字不敏感的我也解开了。旁边的女生看起来好像解不开这道题的样子，我很犹豫，想着“在日本，这种情况下如果自己讲给她
听，会不会被嫌弃呢”。

之后是我讲给她听的，还是她来问的，因为过了一周，所以记不清楚了，可是教完之后，她的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

这句话就是“再一次从头开始”。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自己很少做总结和复习。害怕重新从头开始做。

我突然想起“名侦探柯南”里也有类似的对白。那时候我还不懂「最初からやり直す」（注：重新从头来做）这句话的意思，也不知道“筑梦踏实”这一座右铭的具体做法。

“再一次从头开始”，这正是“踏实”的做法。今后，我想改变“做到了就继续，做不到就跳过”这样的自己，做到与否，我要重新再复习一遍。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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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是怎么学古文的0.0

2015.12.08

啊……用日文写果然比较烧脑……而且写着写着就跟自己之前想的不太一样，自然而然就带出了一点日漫风=_=不过觉得烧脑就证明达到练习的目的了～

特纠结的一件事就是，手机网页没发保存ID和密码，电脑又要每次等开机，作为懒癌患者晚期的我，目前的解决方式就只能一次多写点儿了……

【吐槽完毕……

其实很想和同期生的各位学霸请教请教，你们都是怎么学古文的………在学校不好意思缠着老师同学让他们从一到十地讲，网上搜到的讲解又不很系统，全日语的语法书什么的看起
来又不方便，所以有没有什么正确的古文学习法之类的东西吗……毕竟一点一点死磕效率比较低……

【以上是来自学渣的提问……

【等等，这篇日记画风不太对啊，确定不要写点有意义的东西吗这样太不走心了……

【走心的内容再另起一篇好了……

梁方舟的日记



插花是一种情怀

2015.12.08

上上周的周末，去参加了大阪国际交流中心的插花体验课，第一次试着自己做了插花。之前一直觉得，插花是一种特别高冷的艺术，像我这种没什么艺术细胞的人，肯定做不来。但
是去体验了一回，一边听老师讲解，一边做，最后也总算看得过去。课上老师说的最多的就是，不用拘泥于形式，除了剪枝叶时要注意的地方之外，按自己的喜好来就好。这句话一
下子就改变了我对插花的印象。

虽然我依然觉得，要更深入学习插花的话，肯定还有更多的道理在里面，但是现在已经不觉得插花高不可攀了，反而觉得这是一件只要心怀喜欢就能做的事。那天正好是妈妈的生
日，心里想着祝福的话做的插花正好可以拍了照片发给妈妈。

所以其实只是入门的话，还谈不到有没有天赋，只要有自己的小情怀，心怀美好，跟着感觉走就好了。想再深入浅出地了解了解插花，没准会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梁方舟的日记



美しい学校の景色を分かち合いましょう

2015.12.10

放課後、小雨に遇いました～初めてじっくりと入口の花壇を見ました～

梁方舟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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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党前田

2015.12.11

茶道のお稽古が終わってから、みんなで甘いものを食べに行きました〜ぜんざい、団子、蕨餅、紅茶〜〜〜

美味しかった〜美味しかった〜美味しかった〜大事なことは三回言います(笑)

試験、食べもの、アイドルなど、いろいろ話しました。化粧のことも少し勉強になりました(=´∀｀)

平日の放課後、友達と遊びに行くのはこれで初めてなので、みんなにありがとうo(｀ω´ )o

梁方舟的日记





神户光之祭（神户 Luminarie）

2015.12.15

12月13号是神户光之祭的最后一天，福田带我和刘同学去看了光之祭。

举行光之祭是为了向在阪神大地震中逝去的人们寄托哀思。真的非常漂亮。好感谢福田o(｀ω´ )o

PS:12月13号在中国是国家公祭日，希望以后也不会有战争和灾难＞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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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2015.12.26

最近的事要从何说起呢。

22号，茶道部互相交换了礼物，大家一起吃了蛋糕。跟茶道部的朋友可以相处地很好，为什么在班里交到好朋友这么难呢(-｡-......心里这么想着，放学后跟同学在车站集合，一起坐
电车。这个女孩学号在我前面一个，下车车站在我后面一个，平时常常一起聊天，与其说她可爱不如说她有点酷。还是跟这个女孩脾气相投o(｀ω´ )o不过她好像很热衷于社团活
动，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感兴趣的呢〜我想跟她聊更多\(//∇//)\【我变得有点奇怪了......

23号的事情刘同学已经写过了，我就不写了。不过，我还想多讲一句，那天，大家一起吃东西一起聊天，我感到想家人一样。

24号是结业式吗，傍晚去御堂筋（注：大阪街道名）和中之島（注：大阪地名）看了彩灯。日本的圣诞节以24号为主。彩灯非常漂亮，很开心。（附上照片）

昨天在微信上写了“对我好心的人都是圣诞老人”，为什么没有人问我是什么意思呢？(-｡-;【像个孩子(¬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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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1日

2016.01.01

昨天去看了4D的星球大战，然后在福田さん那儿吃的晚饭。我第一次看4D，真的是好厉害的临场感。一开始有4D的恐怖片的电影预告，刘同学问我“下次看不看这个？”，绝对不
要 (￣^￣)ゞ晚饭是寿司和除夕荞麦面，很好吃。电视上出现“幸福的黄色按钮”，只要按黄色按钮，铃铛就会摇动。我按了好多次，真的有点儿幸福的感觉呢。我(笑)o(｀ω´ )o看
了红白的Lovelive！之后回来后，又和大家一起看了一会儿电视。Ikumi有酒窝，好可爱〜〜

今天早上吃了日式年糕和草莓大福（大福是日式和果子的一种，用糯米制成，内包红豆等馅儿。——译注），去了会馆回来后又一直在吃。在中国有句诗是“每逢佳节倍思亲”，而
今天我是该说“每逢佳节胖三斤”吧（笑）

(照片是别人送的鰤鱼和年节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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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了前辈

2016.01.05

马上就要睡觉了，姑且只写下今天的事情。

今天在福田さん那儿见到了第8期生的刘洪波同学。他跟我说了很多在日本的事情，大学的事情还有文化的不同，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想“至今为止的4个月来，大家的心情基
本都是一样的。”知道了自己不是孤独一个人，总觉得有点儿安心了。知道了前辈们都很优秀、很有礼貌又很为人着想，我想“我也要努力”。

所谓努力，不是从明天开始，而是应该从今天就开始的。说起来倒是简单，可是不长期坚持下去也是不行的呢 (･_･;

我想今后要有效安排时间！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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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人食”

2016.01.07

刷着沪江看到一篇关于大学食堂餐桌加隔板的文章。里面说，在多人用的餐桌上加上隔板形成的“单人座位”逐渐增加。主要是因为学校食堂是可以看出学生在学校人际关系的地
方，所以不少一个人吃饭的学生经常感到压力，“尽量快吃完然后回教室念书”，“在便利店随便买点儿”，或者“因为会被认为很孤独所以尽量坐在角落”的人比较多。为了解决
学生需要，提高利用率，于是设计出了带隔板的餐桌。

看到这突然想起来之前好像听说过日本人“一人食”的现象很多，就搜了一下相关的调查。正好看到最近有这样一组数据（见图片）。之前以为日本人一个人吃饭的现象比较多是因
为喜欢一个人，如果这组数据准确的话，貌似不完全是这样，大部分人还是想和大家在一起的。

在国内的时候，因为是小语种班，同学全都是初一开始就在一起，从来没分开过，所以我们班可以说是全年级最欢乐最团结的班，完全不会有中午吃饭没人陪之类的事。到这边来，
跟同学凑在一起吃了一段时间的午饭之后，就觉得自己这样算怎么回事，不经常能插得上话，还占着别人的座位，后来就渐渐不和她们一起吃饭了，也算是体验了一把“一人食”的
滋味。

之前有天和刘冰森在吉野家吃饭。当时是因为走了一天很累，又不知道该吃什么好，所以进了一家在车站里的吉野家打发晚饭。那家店的座位都是一排一排的，没有面对面的餐桌，
很局促，一看就知道是专门给“一人食”的食客准备的。那顿饭吃得很仓促，胃口填满了但是心里特别空，一点也没有那种安心的感觉。现在想想，当时吉野家里那些穿西装提着公
文包的人，还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中国有本书就叫《一人食》，还有在其基础上改编的纪录片，传递出一个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一个人也要活得精致温暖。

当然，能和大家在一起才是最美好的。

学校同学那里嘛，还是尽早找个契机和她们坐回一起吧(・ω・)ノ

PS：顺便，只用几张照片就单发一篇日记的同学还真是狡猾(´･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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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了好多茶

2016.01.15

今天喝茶喝了个饱。

上午是留学生的茶话会，下午是茶道部的初釜（新年第一次茶会——译注）。享用了花瓣饼和浓茶，非常开心www没照成花瓣饼的照片，是放了牛蒡、白萝卜和味噌的馅，很好
吃。浓茶非常苦（不过觉得没有听人说的那么苦），据说喝了之后好像就能集中精力学习了，所以以前的人经常喝www又据说浓茶太苦了难以下咽，后来才有了淡一些的茶。

连续的正坐让我的腿几乎没有知觉了，有一会儿都站不起来。现在是觉得“实在受不了啦。”不过下次社团活动肯定还是会高高兴兴去参加的www

PS：我知道我胖了，所以不要说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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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猜拳”

2016.01.16

每次茶道部的最后，如果点心有剩余，一般都会用猜拳的方式决定谁吃。于是我就学到了日文中“石头剪刀布”的说法www

「最初はぐう、じゃんけんほい。」直译过来就是，先出石头，石头剪刀布。据说一开始只有后半句的石头剪刀布，但是因为某收视率极高的节目里，为了节奏不乱，加上了一句
“先出石头”，后来就变成了全国性的说法。（不过关东地区说的是「じゃんけんぽい」，不知道其他地区是不是还有些出入。）如果平手了，第二回合会说「あいこでしょう」。
如果接下来连续平手的话，就会简化成「しょう」。

国内普通话的说法就是“石头剪刀布”，但是各省市地区几乎完全不一样。（见下图）虽然籍贯是辽宁，但其实我是实实在在的天津土著。天津人的说法，叫“锛铰裹”
（bēn·jiǎo·guǒ）。上网搜了一下才知道这三个字原来这么写，从小一直以为是“笨敲鼓”，大概是跟天津方言的发音特点有关。“锛”就是石头，“铰”是剪刀，“裹”是布，具
体为什么有两种说法，就不再多解释了。

因为天津方言本身就短促直白，所以第一次在茶道部石头剪刀布的时候完全不适应这么柔和的节奏，弄得大家重新开始了好几次www印象里小时候大家猜拳，即使是一帮小女生，
也都是个个喊着“笨敲鼓”，跺着脚的豪放的场景www

每次茶道部结束，还会用「王様じゃんけん」来决定谁负责洗抹布。上一次洗抹布的人当国王，可以随意出手，输给国王的人再进行下一轮猜拳直到一个人最输。总之是一种人多的
时候用的，效率比较高的猜拳。第一次玩的时候还感叹了一下，这个办法还挺聪明的www

国内类似的玩法叫“黑白黑”，手心为白，手背为黑。出手的时候说“呵哩下”（hē·lī·xià）（这句话没有搜到标准的汉字所以不知道对不对，也不知道其他省市是不是这么说），
出手背的人少时“黑下”，出手心的人继续直到一个人最输，手心同理。（噢对了没准可以把这个方法介绍给社团同学们，下次决定谁洗抹布的时候看看好不好用～～）

日本机器人技术发达，有一种猜拳机器人，能分析人的动作，反应也比人类快，能保证100%的胜算。

汉代就出现的“石头剪刀布”，到了现在变化出这么多说法和形式，各国语言不同节奏也不同，还是挺好玩的www

PS：这样想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就去查查资料的模式我觉得还不错～～～

（资料源于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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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周五

2016.01.24

这周有点忙WWW到着说吧

周五上午的保健课是我们组的课题发表。题目是《医疗制度与组成》。从一开始就很想说，为什么日本的高中会研究这种课题，不知道是不是比较偏激，我觉得这对于不想学医的同
学来说挺浪费时间的。。。当然什么知识都知道一点是好，但是完全没必要花这么多时间。。（跑题跑好远hhh）发表的时候有点紧张，但是比周四的英语演讲好多了（这个事一会
儿再说），全程大家都在念稿，感觉效果有点差，所以最后一段又轮到我的时候，我决定一边指着屏幕一边讲。。。结果。。。指完屏幕再回来找刚才念到哪了就找不着了，卡了好
几秒。。。事实证明，不作死就不会死hhh不过整体还是不错的~~~

然后下午数学微积分基本计算考试，先不说微积分在国内不属于高中知识，就我这差到不行的数学能力和耐心，真的没想到能全对。。。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从来没有过数学卷子能
全对的。因为写完卷子当场就对答案，对完一半发现还没有错，就开始心跳得厉害，越到后面越期待能全对，全对完之后激动得简直想哭哈哈哈~~~

下午社团活动，给毕业的高三学姐们拍毕业视频，全程的笑点只有茶道部的同学才能懂，好好笑hhh社团结束之后去给学姐买礼物，和社长聊了一路吃的。社长也是二年级，最喜欢
跟我聊吃的，问我这个菜名用中文怎么说，那种水果怎么说hhh她还问过我第一个学会的日语单词是什么，我告诉她，是“工藤新一”，给她逗得不行，再次感叹一下日本妹子笑点
好低啊~~

1月22号是咖喱日，据说是因为1982年1月22号日本的学校营养师协会规定当天的伙食为咖喱，全国中小学都供应咖喱，所以今天大家都会吃咖喱来纪念。回家一看，晚饭真的是咖
喱乌东~~想不太明白为什么营养师协会可以决定全国的伙食，虽然我挺喜欢咖喱h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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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

2016.01.24

刚才那篇还没写完手一抖就发出去了。。。正好也不是周五的事了干脆再写一篇算了。。。

周四全年级英语演讲比赛，各班一个代表+三个留学生，虽然留学生不计入名次但是还是好紧张。毕竟小学毕业以后就没有好好学过英语，连演讲稿都是让在美国留学的哥哥帮忙翻
译的，但是日本同学一直在学，另外两个留学生也是英语世界来的，唯一有把握的发音也会在他俩的比较下显得不明显。。。想起来初一的时候，全年级配音比赛，我们班不知道谁
的决定，总之就是四个小语种都要配狮子王。用日语配英文电影本来就特别勉强，再加上紧张，手抖得看不清稿，我那段简直惨不忍睹（默默同情一下自己。。。）反正总之就是在
台上的时候尽量保持了自己声音稳定，也不记得自己紧张没有，下来之后同学们除了夸我发音好，就是说“你手一直在抖，我都看见了（笑）”。。。什么时候能上台不紧张
啊。。。

然后这周决定了要进书道部，正好跟茶道没有重合，自己也想好好练一下书法，社长和负责的老师也特亲切~~~嗯可以重新拾起书法了好开心~~~

之前每次一到寒暑假都会想拾起因为小时候不懂事而放弃的这些事，但是总是练不了多久就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打断（其实主要是自己懒）。这次还剩下半年，想把书法好好练一练，
至少这半年要坚持下来~~

这一年的时间打不了羽毛球，其实心里也是很难受。记得初一，右手骨裂，有两个多月没有打球，急得偷偷哭过。之前一直觉得自己会在小外的文学社待够四年，但是现在改变想法
了，回去之后还是安安心心去羽毛球队吧，毕竟羽毛球也是唯一从小坚持到现在的事www

虽然严重跑题，但是还想感叹一句“能坚持一件事是很厉害的”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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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心www

2016.01.28

上周开始又加入了书道部～因为和茶道完全不冲突所以没提前跟交流中心的老师打招呼hhh

今天完成了第一个作品，也是第一次做的篆刻～

妈妈有个朋友精于篆刻，有好几次妈妈都问我要不要学，都被我拒绝了。我其实是特别没有耐心的人，小时候做木质航模，经常等不及打磨好就急着要粘，结果就总是飞不好。

来这边一开始选课的时候，要求从书法绘画和音乐里选一样，当时其实是因为我不喜欢画画还五音不全所以才选的书法。现在觉得还真是幸运www

一周前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刻章。校字，草稿，描描画画很多遍。我从来没想过我会为了一个几平方厘米的小图样花上将近一个小时，毕竟是第一次，总想要开个好头。然后把草
稿拓到石料上之后就可以开刻了。在书道教室，黄色但不温暖的阳光洒进来，暖炉升起热乎乎的气流，指尖飞着白色的粉末，好像时间都静止了。

今天刻好之后拿给老师看，本来觉得自己已经够用心，可以一遍通过了吧。结果老师只说了一句，“嗯，大概刻了一下哈。”一瞬间愣了一下，“几个意思？我刻的很用心了啊，哪
里不好啊”，现在想想，当时虽然只是一闪念，但是如果写出来的话，大概就是这么想的。

老师用我的章印了一次，笔画粗细不均匀，有好几处刻伤，自己也看了一眼，可不是得反工嘛。拿了废纸、印台和砂纸，磨磨刻刻又是一个多小时。好像之前的我很少听别人劝，什
么“你这样不太好吧”、“你再试试这样做”之类的话，从来就入不了耳，脾气倔得跟驴一样，这次大概是真的想好好刻一枚属于自己的章，想好好学，才这么听劝吧。

最后总算80分过关。虽然还是有点小不甘心，但是第一次嘛，以后还有进步空间。前几天跟妈妈说，我在学篆刻，而且我好像还挺喜欢，想回国之后跟那位阿姨继续学，估计我老
妈应该也挺开心的www

老师说，刻章和学习、体育运动都是一样的，进步从来不是循序渐进，而是很长一段时间的反复努力之后才会有质的变化。量变到质变，很简单的道理，长到17岁才彻底认同。大
概是终于踏下心来认认真真做一件事了，虽然是很简单的事，虽然没做到最好。

希望自己将来遇到不顺心的事，或者在烦躁的时候可以想起来刻第一枚印章的感觉——石料和刀柄都是冷的，只有刀尖好像无比灼热，横竖蜿蜒。希望自己将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都可以心平气和，脚踏实地。

PS：刻个章就想这么多也是矫情，不过刻章这个事，回国之后肯定是要继续学的～那个阿姨可喜欢我了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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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和小花朵

2016.02.17

周一的时候住家爸爸跟我说，大阪城的梅花现在可好看了，就怕周末再去就不好看了。于是我就掐着周三没社团，回家的时候顺路去了一趟。

今天阳光很漂亮，云很多很厚，镶着金边，超好看。傍晚的阳光洒在大阪城的绿色飞檐上，安静得好像时间都静止了。

玫红，浅粉，淡白，这些小花与其说漂亮，不如说可爱更合适。走在梅园里，着实发了一阵呆www其实有时候发呆真的挺舒服的，视线可及的东西都变得模糊，晕成一幕美好的背
景，自己就想想现在想想未来，或者什么都不想，就觉得这样的日子很普通又很特别。过去的半年自己想过很多，但是最终还是觉得，要把这里的日子过得和以前不一样，要学更多
国内学不到的东西，去更多国内去不到的地方才够值得。

有时候一个人出门也很舒服，想走就走想停就停。听很多人对我的第一印象都是认真和不好接触………其实…才不是www我超级爱笑的www今天也是对着这些小花就莫名其妙的笑，
就是开心嘛～～～

还有今天的天空真的很好看，是那种有些小忧伤，让人想要坐下来思考事情的好看。初中有一阵喜欢买一种笔记本，B5，很薄，硬卡封皮上印着一片蓝天，很非主流的样子。当时
也最喜欢拍那样的照片，后来知道大家都管那样的片子叫“糖水片”，但是自己还是对糖水片有特殊的感情。印象里第一次在电影里看到那样的场景是在岩井俊二的《关于莉莉周的
一切》，也是初中的时候吧。这部片子看了很多遍才看懂，后来就不再愿意看岩井俊二的电影了，连同王家卫的也戒掉了……人还是开心一点比较好……今天的天像极了那些青春电
影里的场景……我觉得我还是更适合看一些搞笑的电视剧吧hhh

梅花开过之后是桃花，桃花再开过，春天就来了，最能代表日本的樱花就要开了。

希望到时候会是个阳光灿烂，没有厚厚的云的好天气。期待一个洒满阳光和小花朵的春天www

梁方舟的日记





拉网小调

2016.02.25

刚才，初中的日语老师从国内发消息问我，还有没有当年练ソーラン節的舞蹈的时候用过的视频。当时外教只在课堂上教我们跳，我们也没想过要拷贝视频，后来外教换了，现在的
初一小朋友就没有资源了。所以就只好在这边的网站上找视频再把网址发过去。

看着视频居然就不由自主地跟着挥起胳膊hhh……也想起了当时练ソーラン節的事………

初二冬天开始学的ソーラン節，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喜欢这个旋律。那年在学校跟同学一起表演过两次，一次是年级元旦联欢，一次是日本語スピーチコンテスト的华北赛区的余兴
节目hhh都不是什么太正式的场合，不过每次都特别兴奋，当时一起上台的同学都说我一听见ソーラン節的音乐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记得当时元旦联欢每个班只允许报两三个节目，我们班又都是多才多艺的同学，自己一心想在全年级面前展示一下日语班独一无二的才艺，不管不顾地挤掉了同班同学一个排练了一
个多月的相声节目………（当然后知后觉给人家道了歉）……

第二次是正经场合要求我们上台表演，这下我就更来劲了hhh……初夏的季节，每天中午仅有的45分钟休息时间，几乎要用掉40分钟来排练，剩下的5分钟要跑回教室迅速解决午
餐，这样一直练了半个多月吧，多亏班里其他同学一直帮忙买饭才能赶上下午的课。那阵子同学们天天腰酸腿疼hhh会有人抱怨，不过大家该出力该走心的一点都不差。真正上台的
成员，动作幅度，站位，队形变化，结束的pose，作为课代表可以说管了很多不属于自己管辖范围的事，当时一门心思全都扑在ソーラン節上，现在想想还真是谢谢好闺蜜的帮
忙，感谢同学们没生我气，感谢老师的信任hhh hhh

正式上台那天天气不错，我们换好了衣服，站在报告厅外面练了最后一遍www然后表演过程很顺利，喊号的声音很响亮，最担心的结束pose实际上也很成功，听到来场的外籍老师
评委的表扬，整个人特别开心～～～一直被别的老师说，日语班太散漫，太任性。那天终于让在场的人都看到了，我们也是团结的，是想做就可以做到的！自豪感久久不能平复啊
hhh hhh

不知道ソーラン節在日本人心里是什么概念，但是我一听到这首曲子，就会想起来幼稚我们对着镜子一遍遍练习的样子www现在肯定不会再冲动地去挤掉别人的节目，但是对ソー
ラン節的莫名的感情会一直在的www希望这届的学弟学妹也可以喜欢上这支舞www

PS：发几张当时表演的照片吧www（我是来自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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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情人节日记

2016.02.27

现在才说情人节的事情虽然太晚了，但毕竟难得，还是想说www

14号那天去了福田さん那儿做巧克力和曲奇了。柴原さん也在，帮着教我怎么做。把巧克力化开后，放入各种棉花糖之类的材料搅拌，然后倒进模具，就做好一种了。然后还烧了
曲奇写上字，做了杯子蛋糕。第一次自己做甜点，多亏柴原さん才顺利做好了www最后柴原さん还给了我食谱。

本来我觉得不用那么多，星期一只带了一半去学校，结果不够分......本来还想着要是有多的就送给茶道部的后辈来着...日本的情人节居然这么热闹，我真没想到(笑......还有朋友送的也
有好多。连运动型的女生也做得十分好，有点受打击了(笑......

回到家后，住家爸爸妈妈也送我巧克力了。

(附照片)

梁方舟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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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登台

2016.03.07

从10月开始每月会去练一次日本舞蹈，昨天终于第一次登上了舞台

第一次穿着华丽的和服登上舞台，化妆也是第一次，因为害怕会失败，挺紧张的。不过在后台，在我后面上台的姐姐给了我好多鼓励，音乐响起的时候马上就把紧张忘掉了。能把自
己努力过的成功展示给大家看，我觉得挺好的。

福田さん还有老师，谢谢你们。斎木老师也来看了真是太好了。本来我想跳舞的时候要露出笑容，结果跟紧张一起给忘掉了，对不起啊www

回国之前我想再学一首（《梅花开了吗》）。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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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业式——如歌的行板，如歌的日子

2016.03.22

结业式，高二结束了。

如果是国内的高二结束，我可能会无比关心自己的分数和年级排名，然后下决心在暑假里拼命地追赶自己和尖子生之间的差距。虽然我不觉得学历社会在中国国情之下有什么不好，
但是可以提前经历“间隔年”，也是一种自我修养。而在日本的高二结束的这个时候，我已经安排好了整个春假，也非常期待高三和夏天来到之后的日检考试。因为高三可以说是一
个新的开始。终于如愿可以进入文科班，可以认识更多同学，可以多少找回点儿学习的节奏，可以见证自己做了很多坚持11个月的事。另外一方面，一想到还剩下不到四个月的日
子，觉得时间真的是一不留神就过去了，又觉得马上就要回国了，要怎么做才能让自己的这段“旅程”圆满。J.TEST，茶道部，书道部，日本舞蹈，还有学校的课程…虽然没有特别
大的问题，但是也远远不够优秀……和几个同期生计划了一点小课题，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型，所以具体情况先保密，希望这个成果可以在最后能让自己圆满吧～

这几天要给自己时间做做自我反馈。希望自己春假可以过得充实健康，希望高三可以稍微忙碌一些，对自己严格一些，把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坚持到最后，希望可以交更多的朋友，而
且回国之后也能保持联系，希望自己可以更自信更能吃苦更严于律己，但是其实一直开心也很重要。

前一阵期末复习的某一天，督促我们，学校发了一张信纸，让我们给未来的自己写一封信，我写给了7月份的自己。具体内容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是结尾有这么一段：“今天阳光很
好，我把它送给未来的你，希望你能一直开心，能觉得这一年很值得。也要相信自己，毕竟所有经过，都是得到。要记得，筑梦踏实。”

PS：照片：家庭课手工围裙&集体活动课后&家庭课散寿司、蛋羹&期末考试前一天大家一起玩躲避球&今天学校里的小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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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利！安利！安利！

2016.03.24

最近发现一档节目，叫《世界青年说》，十个不同国家的朋友在一起进行有主题的free talk或者辩论。主题大多都是关于各国文化，主要目的就在于消除文化误会，增进相互感情。
我觉得这个节目超级好啊！强烈安利啊！YouTube上可以看！超有意思！

梁方舟的日记



不正经聊电影的影评

2016.03.24

和住家爸爸去看了「ちはやふる」，之前完全不知道剧情所以还有点懒得去，结果发现其实还是挺意思的，现在还挺期待下一部，也是打脸。虽然这电影有无数槽点，典型的日剧
风，但是为了不剧透，所以只说三个让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hhh

一个就是主线，かるた。这个词的中文翻译只有音译（有点万叶假名的感觉？），叫“歌留多”…中文读起来很难听………之前还以为这个かるた是要自己根据上句对下句，跟对联
差不多的高智商高文学造诣的游戏，这样的电影怎么会有意思，怎么会看得懂？结果其实是结合古典文学，考验反应速度的纸牌游戏。这样的话还是很好玩的嘛hhh又能学古典文
学，又有趣味性～很想买一本百人一首的书，我反应速度慢，读读诗陶冶陶冶情操总可以吧hhh hhh

第二个是电影里出现的“吴服”。主角之一的一个姑娘家里开吴服店，她自己也超喜欢古典文学。我觉得整部电影最没有槽点，最让我喜欢的就是这个姑娘hhh

吴服和汉服更接近，很像交领襦裙和衣裳，是更早期的和服。现在的和服大概是江户以后的样子，个人觉得吴服比现在的和服好看也好穿hhh

现在国内，汉服复兴运动在年轻人中也很盛行。不敢说大家都这么想，但是我很希望自己国家的人们能更多理解汉文化，改变“旗袍是中国服饰代表”的印象，至少我们还有样式繁
多的汉服。

第三个是，女主和两个男主颜值都很高！声音也好听！跟这些相比，电影本身的槽点简直不叫事儿hhh外貌协会+声控的执念hhh

梁方舟的日记



蹴上樱花

2016.03.28

上午社团结束直接就去京都了，一个人也可以玩儿得飞起hhh hhh

要去蹴上的インクライン。在路上听森哥说京都下雨了……出站的时候果然下得好大，于是就折回三条买伞，再到蹴上出站的时候雨就停了=_=我简直………不过伞还挺好看就是了，
以后也可以用……

嗯再说正事儿～废弃铁轨和樱花搭配，再加上雨刚停，简直是美到爆炸～“酒喝微醺，花看半开。”再过两天估计游客会暴增，现在看花正好\(//∇//)\

多的不说了，直接上图吧hhh

梁方舟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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