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观·学习

2015.09.03

今天去了防灾馆。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现在在学习网络。

今后请请多关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邵偲瑩的日记



自我介绍

2015.09.12

大家好。

这是第一篇日记，所以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上海的邵偲莹。现在在奈良。

请多多关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邵偲瑩的日记



New Life

2015.09.12

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 稍稍来晚了 今天来补上之前的。

来奈良已经一周 来奈良之前的所有印象只有“鹿” 第一天抵达时的感觉就是干净。

安静的小城镇 安静的人们。

远离城市的喧嚣 远离都市的繁华 生活慢下来了 脚步慢下来了 心也慢下来了。

住家妈妈是个很温柔很爱笑的人 住家爸爸是个繁忙但不失风趣的人 一切都是这么和谐。

留给我的小房间十分温馨 我常笑言这是我的小家，小窝。

我说，我眼中日本人的好，就是那种好一切尽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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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来乍到日本，说实话真的还读不来什么日语写的繁杂的书籍，可学校早晨的自读时间，如何打发？书店没有中文书，无奈下买了本稍稍简单的日语书，我说要不回家网上查查中文
版的然后打印吧！回家之后把这件事抛之脑后，第二天却发起了愁，不曾想第三天早晨住家爸爸吃完早饭出门收了个快递，回来之后将一个邮件轻轻递给我，我一看是中文版的小王
子。

到日本之前，所有人都说从此只身一人，冷暖一切自知，心里早已做好准备，可是孤身远方，受到如此用心对待，这种好，是让人铭记在内心的。

再说说学校 长途跋涉每天给予我照顾的安达老师 会少林功夫可爱的班主任井本老师 每天早晨给我笑容的菊野老师 可爱的同学们 一个温暖的大家 真的很感谢大家的照顾！

新生活就暂且介绍这些。



Yesterday is my day for一条祭

2015.09.13

到日本的第一个重大活动——一条祭。

也是第一个大晴天，天很蓝，心情很好。

班级T恤上也有我的名字，感觉已融入了新的班级，感觉已被大家接受，美好的感觉。

美好的一天从早晨开始。

早上去了hall观看各个部活的演出，不知道如何形容，每个人都很厉害，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此时，我仿佛明白了部活的意义，每个人都寻找到自己的价值，
每个人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

然后就出门觅食啦（笑），每个班级有自己制作的美食，使用了之前买的金券，尝到了各种美食，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感觉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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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回到教学楼，去了两个班级的迷宫，可怕可怕



加油～

2015.09.14

今天吃了生的西洋菜。简直太苦了。我想起了上海菜。我还是喜欢吃甜的东西。不过，我想到了一句话。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才能更好地成长。我会加油的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邵偲瑩的日记



安静的奈良（≧∇≦）

2015.09.20

云的形状有各种各样的呢(~_~;)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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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大学～～

2015.09.20

这周四去参观了龙谷大学和立命馆大学。

非常开心～因为学习日语，所以对日本的大学很感兴趣。

早上下了小雨。

在龙谷大学到处都有“You Unlimited”这样的字样。我喜欢这样的校训。人的一生有各种可能。不管哪一种都是真正的自己。

龙谷大学和立命馆大学都各有三个校区。也有校车。真的很方便

龙谷大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校园内还有星巴客呢～真的是超级方便。大学的Global　Commons有很多留学生。大家休息的时候，可能 会做老师呢。好厉害啊。我很羡慕。我也想
试试。想给大家介绍自己祖国的文化。

午饭时，跟木川老师聊天了。聊了一下日本的方言和中国的方言。关西方言好难啊。我现在只能懂一点点。午餐时间过得很愉快～

下午参观了立命馆大学。立命馆大学的设施真的很先进。书架还可以自己移动。好棒啊。真不愧是私立大学。还参观了理科的大楼。大家都在努力学习。很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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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天过得很快。我充分体验了日本的大学～

相信未来，为了未来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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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

2015.09.27

中秋〜

奈良的街道〜〜很古老的街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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スーパーmoon~



总之今天就只先上照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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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に勉強しましょう〜

2015.09.27

この間の学力テストは受けませんでしたが、先生にきいて、問題用紙をもらいました。

昨日はお母さんとお父さんと一緒にテストしました。

辞書がなければ、ほとんどの質問はできません。ちょっとショックでした。でも、お母さんとお父さんはずっとゆっくりわたしに説明してくれ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
た。

先週の古典の小テスト、成績はあまりよくなっかたです。そのとき、学校の英語の先生に会いました。

先生はわたしに「How old are you？」とききました。

「 I'm sixteen.」

「16歳で、人生の道はまだ長いでしょう？頑張ってね〜」

先生はすごくやさしいです。

勉強、頑張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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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上柳梢头

2015.09.27

在奈良的第23天。

大概是团圆的气氛太浓，怎么都舍不得把视线从家乡的照片上离开。

邵偲瑩的日记



学校的法国老师问过我“中国哪里最棒？”

不假思索“上海。”当然是上海，当然是装满回忆沉沉甸甸有着浓浓江南风韵无数小笼包小馄饨青团梨膏糖油豆腐粉丝汤红烧肉素菜包迷你粽眉毛酥的上海。

每每吃着清淡的日本料理（当然也超好吃噢～）就不由自主怀念家乡的浓油赤酱。

所幸的是还能看到同一片天空，呼吸同样的空气，许下心愿与你们同在。





回忆

2015.10.04

同样的动作，但不是同一个人。

不过，我很爱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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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祭

2015.10.04

这周五是体育祭。

早上虽然下大雨，可是体育祭按计划召开了。

因为下雨，操场的地面有点湿了。但是大家都玩得很尽兴。

二年级的团体表演跟大家一起努力，成为我的美好回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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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吃～～～

2015.10.04

上周做了好好烧吃。这周吃烤肉～～每周末都吃各种好吃的～～～

感谢～～

邵偲瑩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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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華道&first EIC

2015.10.04

部活は二つ入りました。

火曜日は華道部に行きました。

木曜日はEICに行きました。みんなと英語でしゃべりました。そしてみんなに中国語ちょっと教えました。みんなと約束して、今度一緒にしかちゃんに見に行こ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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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社!!!!

2015.10.11

今天去同志社大学今出川校区参观了。

花了一个小时，很方便的地方。一开始我不知道近铁和地铁是同一个站，还很担心来着。不过，下了近铁，马上就发现那里也是地铁，好开心。反正，日本果然是很方便的啊。

到今出川的时候已经十二点半了。肚子饿了，吃了一份煎炸鸡块套餐。好一份满足！！！

然后就开始参观今出川校区啦〜听前辈说，正中央的树是圣诞树！稍微走几步，就是同志社的图书馆了。可惜我没有学生证，没能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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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社大学是基督教的大学，所以到处都很安静，氛围特别好。我也想进同志社大学啊〜

搭公交车去四条买东西了。到处都很热闹，喝了很好喝的巧克力茶〜〜

开心的一天，有点儿累了。今天就写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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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做菜～

2015.10.18

星期五是家庭课的烹饪自习。

本应该负责煎鸡蛋的，不过日本的煎蛋和中国的有点不同，所以我做不太好。不过，同组的男生很好心。他一边煮油菜，一边帮我做了煎蛋。那时，我有点汗颜。真想学一下做煎蛋
啊！！

回家后，跟住家妈妈讲了煎蛋的事＝＝然后决定周末做煎蛋。我有些紧张。打电话给妈妈，她告诉我煎蛋的做法。于是我第一次做好了煎蛋。很好吃。开心〜〜〜

晚饭我做了上海菜莲藕！！ 

也很好吃〜〜〜还是第一次！！！

快乐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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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就要期中测试了！！

2015.10.18

下周就要期中测试了。我每天都在复习。

日本史好难啊〜〜我有点担心。我会努力复习的。  

复习期间，也稍稍休息了一下〜跟住家妈妈一起看LEGAL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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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都会一起看一下有趣的电视剧〜好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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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到老

2015.10.25

周六，闲来无事，键盘轻轻一敲击，点开了《超级演说家》。

北大27岁才女一番话，真情流露，无数人感同身受。

她说“独生子女意味着我是父母唯一的孩子，我一直会受到唯一的宠爱。”

她说“父母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依赖，而我们也是他们的依赖。”

她说“所有的父母都不愿意缺席子女的成长，我们也不应该缺席他们的衰老……”

让我想起曾经看过15岁的少年，登上舞台，讲述自己为何想要出国去看看。

他说他的姐姐在他12岁那年去了加拿大，传来的照片都是快乐的，都是轻松的愉悦的。他向往，他憧憬，他觉得外面的世界是他想要的生活，他想离开，他想用自己骄傲的英语去
行走世界。而三年后的现在，他才知道，原来看起来整天玩乐的姐姐晚上在楼里做保安。如此瘦弱的肩膀却要承担如此困难的工作。他开始惶恐，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不是他想象中的
如此美好，他开始思考，自己究竟为何非得走去外面看看。

是啊，世界这么大，我要去走走。多么容易的一句话，多少人向往的流浪与孤独。而我们，便是其中的一员。妈妈说”你为了未来的理想不是吗？“是啊，为了理想，背井离乡，为
了理想，我们离开父母，为了理想，独自生活从生命中的16岁便开启。

从小到大，有人教我们走路，有人教我们知识，有人教我们考取高分，有人教我们如何走向成功，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如何为人子女。

曾看过著名主持人说，他说，路上遇见匆匆而行的朋友，细问怎么了，答曰”我实在忍不了了，我要去参加家中某某人的葬礼。“是啊，我实在忍不了了，我要去参加葬礼，而不是
我要去看望谁谁谁。我们总是以要更努力工作来换取妻女父母更好的生活为由，实质来满足自己的愿望。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为什么非得等到来不及，才明白原来生
命中有比眼前的东西更重要的事情？

回归正题，那位北大才女说，她曾以为，长大就是要经济独立，要让父母过得更好，她说，她的假期都用来打工，父母甚至一年见不上她两面。可是有一天，母亲打电话给她说，你
爸爸坐在你床边，深深叹了口气说他想女儿了。她当时心中不甚在意，一大男人还这么给自己加戏呢。直到有一天，回到家中，看到父亲侧着身子坐在窗前，才发现原来父亲头发已
渐渐变白，才发现原来记忆中坚不可摧的男人，背，也不再如此挺直。

我曾经住在学校宿舍中，至今还能记起第一次走进宿舍，第一次父母来看我，第一次在食堂面前与他们挥手告别，深深的寂寞，慢慢目送着他们的背影。当晚我在父母不知道的地方
偷偷写下了自己的心情。龙应台有一篇《目送》，他在结尾告诉我们不必追，可我想，我们就应该去追，从现在追，提早追，大步去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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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可能觉得，我总说自己很好，也许有人会想，怎么可能有人永远都过得很好，这样的事情令人担心，是把所有不好的都隐藏在心中吗？我的答案是“不”，我明白，只有自己
努力过得很好，只有自己真的好，才是对父母最大的好。

作为独生子女，我们要承担赡养父母的全部压力，而作为我们的父母，他们也承担着全世界最大的风险，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代表着一个家庭。我们的喜怒哀乐，父母全都感同身
受。

爸爸妈妈，我真的很好，没有任何不开心的事情，外面的世界真的很棒，它让我明白自己的不足，它让我理解到自己的存在如此渺小，它让我懂得家的意义。我喜欢外面的世界，我
喜欢这里所有的一切，所以爸爸妈妈，你们放心，再等等我，我不会再让你们只看到我的背影，不会让你们像龙应台一样无奈的说着“不必追”。

如果有时间，我想每个人都应该留出一些时间学一学，“如何为人子女”。

双休日《超级演说家》略有感概，如有不当之处，还请多包容。



周一杂谈

2015.10.26

成绩下来了，并不理想，或者说，学生生涯中，没看过这种成绩。

有点小难过。

尽管考试前做好十分心理准备，我可能拿不到什么分数，也有听安慰说“你是留学生呀，你不会是可以原谅的，时间还很长，慢慢努力吧。“

考试前夕斋木老师也打电话说“英语加油哦！安心安心不是日语～”

怎么说，走了这么远，总要学一点不会的东西，总要让自己更充实一点。

懊恼了一路，回到家才发现书包拉链都没有拉，急急忙忙看有没有丢失东西，才发现所有东西原封不动安安静静地躺在那儿，一拍脑袋不禁责怪自己，转念又不禁后怕，卡手机钱包
都在包里，几乎来日全部家当都在这个包里，要是丢了该怎么办。又回想起电车上的老爷爷大概是看我一脸沮丧＋疲惫，往左边努力的挤了挤，拍拍身旁位置对我指了指，我感激地
坐下了。原来值得庆幸值得高兴的事情有这么多，这么一想也没这么烦恼了。

回到家，住家妈妈对我说“你有想要学习的心，我相信你期末考试一定可以考到你想要的成绩。以后每天你把书带回家，我带你预习，第二天上完课你对我反馈作为复习，努力坚持
辛苦的一个月，我想你一定可以的。”

来不及烦恼，剩下的只有满满的羞愧和感动。

原来寒冷的深秋，身边也有各处温暖。

ps插图奉上今天花道的作品，看到美好的东西，心情自然会更好一些吧。老师说，花

ちゃん也可以理解我们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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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

2015.11.03

突然冷起来了。马上就是红叶的季节啦！！最喜欢秋天了〜〜

最近有演讲比赛，现在正在不遗余力地准备着。

好期待！

邵偲瑩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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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那些事儿

2015.11.04

文化学家说过，要了解一个国家，你起码要在那里待十个月以上。

文化学家还说过，融入一种文化至少分4个阶段。

1 蜜月期（一个月左右）觉得这个新国家非常好，哪儿都好，比自己国家好多了。

2 冷静期（2-3个月）一般般，平静了，稍稍有些想念自己的国家。

3 反叛期（4-5个月）哪儿都不好，还是自己国家最好。

4 融入期（6-7个月）反感消失了，平静淡然的接受它的好与不好，客观地看待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心态更辩证更平和。

好吧，其实这些跟我要说的没什么大关系，来个分割线。

——————————————————（这里是调皮的分割线）———————————

由于某些正正当当奇奇怪怪的原因，我选择了来日留学11个月（累计停留超过10个月了呢！）我想回国以后还会更多次的来日本玩，因为这个国家真的……好……可爱^_^

说几件小事证明它的可爱：

1英语课，讲语法。老师：“pairwork，石头剪刀布，输的用I can't help doing造句,不会的人就说I can't help loving you.“不幸的是虽然体育课上我每次都会输（每次输都要做5
个俯卧撑！），但是英语课至今为止打遍天下无敌手，于是同桌小男生憋啊憋憋啊憋，红着脸说了句”I can't help loving you"cute boy～～

2 平时由于跟女生交流比较多，遇见男生也就是点个头打个招呼。早晨，便利店，我左手面包右手牛奶身上背着个大包500度近视没戴眼镜隐约感受到前边男生很眼熟，于是笑了笑
伸了手打了招呼，没想到对面男生直接对我鞠了一躬，徒留我一人迷茫着风中凌乱＝ ＝。顺带一提，班里有个很活泼的女生，不论早上中午下午看见我，都会笑一脸“おはよう　
シエイ。”我：“……”感觉空气都会随着她的笑活泼起来～～

3英语课，pairwork，由于生病请假，班里前后两个角落空着两个位置，两位同学都是一个人孤军作战。于是老师指了指前边位置，对男同学努了努嘴，“你到前面来。”男同学笑
笑，指着身边说“让她过来。”老师：”你要让女生搬着东西移动位置吗？！“男同学搬起书和worksheet就往教室前面跑。

4最近外出买东西，大概是外国人较多的地方，收银时店员：”¥％％……＃¥＃¥＃……&“（怕是说了些韩语＝ ＝）我：“……日本語でいいです”回家当作晚间笑谈跟住家妈妈说
起了这件事，住家妈妈：”其实你可以说わたしは分かります。”一样的意思，但是稍稍改变一些说话的方式，不仅可以表明自己懂日语，也照顾到了对方的情绪。语言是个好东
西，日本也不愧是个委婉的国家啊！

5 学生会竞选。发表演讲时都是两位一起上台鞠躬先后演讲。一开始我还在迷茫，为什么两个人一起上来，是要竞选同一个位置吗？听着听着我就明白了，原来一个是真正竞选的，
另一个是帮忙拉票的。虽然有时候说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但是有时候适当的听听别人的夸奖还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如果中国也可以这么做就好啦！

6 众所周知，日本是个垃圾分类爱干净的国家。前几天，英语老师突然捉住美国来的姑娘“你前几天是不是把塑料瓶扔进了教室垃圾桶？xx老师很生气，一个人把那些垃圾分类整理
完了。”之后，美国姑娘泪眼汪汪的问我：”我该怎么跟老师道歉？日语里怎么说对不起？“思绪突然展开，刚来日本的几天，我诚惶诚恐着不敢扔垃圾，有时候垃圾就堆在包里，
因为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分类，现在才渐渐适应，适应之后也渐渐发现了垃圾分类的好处，还是希望有些对环境好方便工作的事情也可以推行到自己的国家（笑）

7 刚开学时文化祭跟一个可爱的妹子一起去听了学生演唱会，此后这个妹子一直帮我当成了她的责任＝ ＝。每次换教室上课前都会抱好自己的东西然后环顾教室（她坐在前排我坐
在后排），有时候我主动走过去，她会快速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然后带我走。她告诉我”换教室很麻烦，一年级的时候我常常走错……“顺带一提，这是一个很可爱，很喜欢手工DIY
的女孩子，还送了自己缝的小包送给我:)

其实还有很多好玩温馨的小事，比如奈良公园的小鹿经常在人行道上蹦来蹦去，然后跟着我走了一路突然冲过来啃了啃我的防晒霜-_-#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想写些什么。

大概就是分享一下快乐的留学生活吧。

PS.日本是个爱猫的国家，那就分享几张猫咪的照片～

邵偲瑩的日记



 

 

 

 

 

 

 

 



EIC活动

2015.11.15

一个星期左右没写日记了。这个星期好忙。

这是非常盛大的活动，一条也是主办学校，所以这一个星期一直在准备。。

要作为留学生介绍学校，我有点儿紧张。

和善的老师：“你是留学生啊？来日本多久了？习惯了吗？”

我：“是的。来了差不多三个月了，慢慢习惯了。”

和EIC的前辈也聊了天。前辈现在正在学习中文。前辈学得很认真，都能用中文聊天〜好开心！

晚上还有宴会。和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我还得了第一！回到房间后，还有寿司晚宴。这是秘密的哟哈哈哈〜〜真好吃！

邵偲瑩的日记



两天的时间好快。这就全都结束了。不过这么开心的两天我肯定不会忘记的！！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旅行

2015.11.22

期待了一个月的神户旅行今天终于要go go go啦！！！

行李：书包 小包！整装待发 中华街我来啦！

邵偲瑩的日记



神户系列之初到达

2015.11.23

     刚到日本没多久，在市政府内与住家妈妈约定的神户之行终于出发。

     初到神户，出了车站便是四处与奈良大相径庭的百货商店，高楼大厦。

     停不下来喜悦的心情，直到坐上taxi都还没平静下来。

     司机先生是个很可爱的老爷爷，我不清楚日本是不是taxi上有司机与乘客聊天的习惯，但是边四处张望着风景，边与当地人聊天也是件趣事。

     “你们是很早就预定了宾馆吗？最近宾馆人气很旺啊。。”

     “是啊，我们几个月前就定好了宾馆。”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定那家宾馆的人不少啊，大概是因为造型奇特受欢迎？”

     司机先生说起造型奇特时我还没细想，但抵达时，才发现。。。。。

     hotel是这样的－ －

是这样的。。

邵偲瑩的日记





神户系列之中华街

2015.11.23

      说到神户，去之前，所有人都推荐一定要去中华街，连外国朋友得知我要去神户时，拍拍我的肩“go to chinatown”

      去之前当然有想象过传说中的中华街长什么样，如此令所有人推崇的中华街究竟妙在何处。

      真正到达时人山人海，全长300米的小街拥满了人群。

   

     入口写着大大的长安街，左右两边是中国各地特色小吃，只不过各家不约而同都堆放了北京烤鸭，饺子，包子。细细询问，才知道中华街已根据日本人的口味进行了改良。稍稍
有些遗憾，舌尖上的中国，各地特色美食竟被烤鸭所概括。不过，我们寻寻觅觅到一家“台湾食堂”的小店。

      小店有些冷清，进去时只有我们三个人。略有些害怕，如此繁闹的小街还有如此安静的餐馆。没有继续多想，拿起菜单，点了粽子，牛肉面，小笼包，猪脚还有天妇罗。

     牛肉面典型台湾特色，炖的酥酥的牛肉，还有劲道的汤面，最后连汤汁都不舍浪费share完毕。粽子很有新意，看起来颜色不深，令人怀疑口感， 慢慢品尝竟然还有小虾，栗
子，没有很多酱油却是细细入味。餐厅主打的猪脚，端上来也是一整只，看起来令人害怕，尝了一口入口即化还有甜甜的味道，很符合上海人的口味，有些小惊喜。

      总之，没有排队，也吃到了令人怀念的味道，实在是幸运至极。

      谁说人少的地方就不会好吃呢？

邵偲瑩的日记



神户系列之无敌海景

2015.11.23

说起神户的另一特色，海港城市，扑面而来的海水咸腥味。

不过我倒是很喜欢海水的味道，凉凉的，咸咸的，很有自然的味道。

去了海边要干嘛？

戏水？——no。barbecue？——no。泳装party？——no。

答案是坐船，当然要坐船围观无敌海景了。

         船很晃，上去就有些头晕，大家挤着往甲板上走，我先坐在船里歇了会。等到人们渐渐淡了兴致，我起身往甲板上走去。18度的气温，不冷不热刚刚好。回过头便是hotel以
及新建成的据说是婚礼现场的气派建筑。海鸥很多，翅膀拍打的声音混杂着海水拍打着邮轮的声音。海风扑面而来，头发早已没了样子，两岸都是快速倒退的景色。船很快，稍一走
神便来不及按下快门。船开了45分钟，我在甲板上待了40分钟。位于内陆的奈良，很少有与大海接触的机会，所以能与大海接触无比激动。

      

船内很温暖，走进船舱四处可见听着解说昏昏欲睡的人们。

也许宁静的午后，就是这样子吧。

邵偲瑩的日记



神户系列之各个时段的神户塔

2015.11.23

神户塔，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厉害的样子，我却是格外喜欢。

所有留下了各个时间的神户塔的照片，希望你也能够欣赏它的美。

邵偲瑩的日记





神户系列之旅行的意义

2015.11.23

期待了两个月的神户之行，其实只有两天，真的是超级快。

吃吃好吃的布丁，海港城市的海鲜pasta，神户出名的牛肉，走走海边，逛逛小店，爬爬山上狭窄的小路，两天真的怎么都不够用。

     

     

邵偲瑩的日记



       

最近很忙，忙的十一月的日历没有一天是空闲，忙的前个礼拜到家后吃完饭洗完澡就过了睡觉时间，忙的空下来听听音乐喝喝咖啡记录生活的时间都没有。

七点到家，紧赶慢赶着吃完饭，迫不及待打开电脑就来分享一下美好的神户。

我想旅行的意义，可能就是在繁忙的日子里，抽出一些时间，看看远方的城市，品尝各地的风味，与陌生的人交流，做许多自己喜欢的事情，让你的生活慢下来，然后再投入原先的
life style，让你的身体整装待发，让你的头脑时刻保持清醒，这也是我喜欢旅行的理由。

最后分享一下hotel阳台上可以观赏到的摩天轮，为短暂的神户之行画上句号。

     



n1n1（注：日语能力考试1级）

2015.12.06

最近，定期测试和日语能力考试赶在一起了。

超忙的两周。

加油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邵偲瑩的日记



就要放寒假了！！

2015.12.13

忙碌的两个星期终于结束了！！

努力做完了期末反思，也接受了采访。

马上就到年底要放寒假了，我要努力学习汉字！！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邵偲瑩的日记



大好きなギョーザ！！ 　　

2015.12.20

この間ホストファミリーと一緒にギョーザをつくりました。

日本のギョーザは全部にら入っていますね。同じギョーザでも、中国とちょっと違いますね。もちろん両方ともおいしいと思いますけど、たまに中国のギョーザも作って食べた
いです。

肉ちょうだいし、白菜ちょうだいし、たまごちょうだいしました。最後は水餃子も焼き餃子も作りました。おいしかったです。今度またつくりたいで〜〜す

 　　

邵偲瑩的日记



MerryChristmas

2015.12.27

ちょっと遅れて、クリスマスメニュー〜〜

    

    

    

邵偲瑩的日记





Christmas　USJ

2015.12.27

期待了一个月的环球影城！！！终于去啦！！

 

邵偲瑩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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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ear~~

2016.01.09

あ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本年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頑張りましょう！！

邵偲瑩的日记



kimono~~

2016.01.09

之前面试的时候，我说我好想穿一次和服呀〜〜

住家妈妈：“想穿和服吗？”

我：“想。想穿一次和服〜〜”

住家妈妈：“那下次给你穿。”

于是我就去了住家妈妈那儿，穿上了和服〜〜

日本的和服会紧紧箍在身上，但是好可爱我好喜欢！！

大家都穿过和服吗？非常漂亮哦〜〜

 

邵偲瑩的日记



すき焼き

2016.01.17

「日本の食べ物、何か食べたいものある？」

「すき焼き〜〜」

昨日はやっとすき焼き食べました！！！

生たまご食べる習慣はなかったけど、食べておいしかったです

邵偲瑩的日记



日本のへそ

2016.01.17

先週兵庫県のおくに行きました。

近くの日本のへその公園に行きました。

行く前に、「へそって何？」という質問がありましたけど、行ってすぐ分かりました。

そこは日本の真ん中です。

そこの科学館も行きました。星見て冬の星座もだいだいわかりました。

いいところでした。

邵偲瑩的日记



Starbucks

2016.01.24

在中国的时候就很喜欢starbucks，基本每周报道的程度。

到了日本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找了星巴克，幸运的是附近有两家，时不时的还是会去。

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杯子拿到手里会写着"for Rebecca",顺带一提我英语名字叫Rebecca= =

在日本到现在收到过各种ありがと或是thank you之类的。突然就想到的确这里是个时刻感激的国家，短短的也让人在寒冬感到温暖。

顺带问候各地小伙伴们，最近大雪，注意保暖～～分享暖暖的MOCCA~~

邵偲瑩的日记



:)

2016.01.24

偶尔刷微信朋友圈看到，正能量满满的，2016！！！

邵偲瑩的日记



instant ramen museum（前篇）

2016.01.31

从去年年末就开始念叨的方便面博物馆，这周终于圆梦了。

怎么说呢，应该是刚开始开始学日语不久，外教就向我们介绍了这样一个博物馆，然后就放在心上，虽然不久后又忘了－ －直到有一阶段不知怎的又火起来，最近又被朋友推荐
了，正好距离也不是太远，也就顺带去拔了草。

一路上正好顺了新大阪车站，踩了下下周集合的点，谢谢住家爸爸住家妈妈特意带我认路。出了池田车站，转个小小的弯，很快就能看到一户还挺棒的房子，据说是发明方便面的安
藤先生的家，对面就是方便面博物馆啦（天气有点阴 没能拍到好照片有点残念T T）

一进去就是玲琅满目的方便面，几十年前充满怀旧感的包装，到最近随意一家便利店就能买到的方便面，有点小小的震撼，小小的方便面也有那么多的idea。

重头戏当然是充满个人设计感的cup noodles，看了别人画的再对比一下自己的，不得不感叹绘画技能也是生存必需品－ －设计感稍弱只好默默蹲墙角哭T T两三笔画完之后，就可
以选自己喜欢的口味，因为之前一直很喜欢日清的seafood，自然而然考虑都没考虑就选了seafood。接下来可以选自己想要加入的食材，还有special红薯选项，前面也说了很喜欢
seafood系列，但并没有经常买，原因就是因为食材全部混入在一起，而我很讨厌葱，所以在吃之前的时间无限延长－ －因为我要挑葱！！而现在自选食材简直是讨厌葱星人的大福
星！！！（我相信我会有同类的小伙伴）不能再高兴，挑完以后就是包装，会有工作人员解释并随意搭话，我那拿不出手的画被夸了，有点小害羞：）

高温后就是自己包装，等一下会上图，装在充气袋中可以保存一个月，从充气到穿绳，全自手工，我是找到了很多平时没有的乐趣～～最后就是完成，可拎可背自由选择啦！！

    

    

邵偲瑩的日记



instant ramen museum（后篇）

2016.02.07

之前说了一些亲手体验做方便面的体验（其实是上周－ －太懒一直没上来填后篇这个坑），但是说真的，这是个名叫“方便面博物馆”的地方，何为博物馆？我想答案中的关键词
一定有历史气息，那么后篇的main就决定为方便面历史。

最早的方便面就是大家熟知的chicken ramen（现在超市里还买的到的那种），最早的包装我想就是塑料包装。安藤先生远渡重洋奔赴美国（应该是美国，说的不对大家不要扔白
菜。。）向老美推荐了这一款方便面，老美立即拿出了个杯子注入热水，又掏出个叉子吃完了面，这就是现在的方便面的前身，安藤先生从中得到启发，开始开发方便面。

但是开发任何东西都需要许多思考，比如流水线中如何将方便面投入方便面杯中，如果随意投放绝对会出问题，那么怎么办？安藤先生想了很久，终于有一天从睡觉中得到启发想到
了“逆转”的方法。什么叫逆转？那就是想要完好投入方便面，不从方便面自身考虑，而是采取杯子倒扣的方式，这的确是万无一失的好方法。

这只是其中一个需要考虑的点，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就不一一讲了，一个个点合成了现在随手泡开的生活必备品，顺带一提吃个面可能只需要5分钟，但从0开始制作一盒方便面所需
时间是40分钟，所以我想任何东西都不简单，哪怕是随手可得的东西。

随口扯扯一不小心扯多了。。别问我为什么怎么去个博物馆了解这么多还慢慢啰嗦。。因为博物馆有quiz问答答对了有奖品－ － 总而言之是值得一去的好地方！

邵偲瑩的日记



研修

2016.02.07

今天是大年夜，是打算撑到12点给大家拜年的。。但是由于太了解自己习性所以提前上来跟大家说个新年快乐！新一年身体健康 事事如意！

明天就要研修啦！！激动的不行的心情－ －（具体就是小学生春游前的心情）新一周元气满满加油！！

邵偲瑩的日记



毕业式

2016.03.18

毕业式结束了有一段时间了，突然发现不敢想象如何告别。

大概是人类拥有的特殊技能——感情，或者说是情感，一向坚强的女子棒球队的朋友也在第二天红着眼睛来到学校，女老师哽咽着念完了整个班的名字，校长在说“恭喜你毕业了”
的时候的停顿，毫无防备的被离别的情绪所感染。

高中三年何其短暂，与身边的你们却留下了无数的回忆，所以会泪，会笑，还是会朝着明天坚定地走下去。无论怎样大的风雨，彩虹终会出现，黎明也会来临。

所以，祝愿所有离别的你们，有迷惘，有后悔的时候，还是坚定不移的信任自己。

因为，明天会是个好天气。

邵偲瑩的日记



九州地震

2016.04.15

4月14日晚上九点左右，熊本地震了。

第一时间收到了来自马来西亚小伙伴的关心“你那儿还好吗？”然后打开微信群看到互相慰问的大家，也就安心了。

今早再次收到爸妈和朋友们的关心，我这儿很安全，大家都放心。

再次慰问九州地区小伙伴，大家要注意安全！平平安安的！

邵偲瑩的日记



お花見

2016.04.15

生活在三四月的日本，真的是说不出的幸运。

春假没什么大事，一个人晃了冰室神社，学校旁的佐保川，做了两个多小时急行会了三重的小伙伴，和朋友三三两两到奈良市周边的檀
原市，可以说从看着樱花慢慢冒出一点枝头一直看到现在凋谢的差不多。

印象最深的是佐保川吧，我去了三次。太阳照在头顶，随意选一块地方坐下，就像是生活在动漫中一样，没有什么人，很舒服。就是那
种我知道的舒服，我认识那里的每一块石头，那里的每块石头也认识我，我知道这里的每个角落经历的四季，这里的每个角落也知道
我，如何被时间滋长的这模样。

扯远了，其实就是带上seven eleven买的sandwich，然后带上一本书，一副耳机，可以坐上很久，可以体会那种很慢，很慢的生活。

就突然想到了木心先生的从前慢，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

我想，我喜欢佐保川，也是因为来到这里，就突然慢了下来吧。

邵偲瑩的日记





生日快乐

2016.04.15

大概是半个月前听说有人要生日啦＝ ＝

生日礼物送好了！但是保密！

生日快乐小朋友！虽然不在国内，但是你还有我们。

好吧再说一遍，丁依宁生日快乐

（不要问我为什么今天写，因为我知道明天才能看到

邵偲瑩的日记



三小时步行

2016.04.15

因为参加学校国际英语交流部，所以自然的参加了所有rotary club的活动。

参加活动前一天突然被通知明天八点要到现场，九点开走，合计四小时。

因为有朋友是rotary club一员，之前还调侃说“哇你要走三小时啦好羡慕＝ ＝”突然就被通知我也要去，当场就被朋友嘲笑了很久。。

好吧一路艰辛爬到出发地点大安寺（电车转bus然后步行。。），然后就是工作人员准备活动，手上拿着一堆材料，然后等着一波一波参与活动的大家到达。

途经市政府，西大寺等许多算是奈良可以观光的地点，一路举着旗帜，迎着太阳，然后发现有限的时间也可以做那么多事情，可以帮助到别人，圆满完成任务啦！大约七公里，一路
走走停停，不怎么累，能与各种各样的人边走边聊，听听他们的经历，应该算是有一路的收获。

希望下次还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邵偲瑩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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