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忙碌的每一天

2015.09.03

9月3日

今天有点起晚了,幸好赶上了集合时间。这几天一直在酒店的会议室学习了很多关于日本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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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静好的日记



保护敏感

2015.09.10

前段时间，我告诉了我的一个亲戚，7月30号到8月10号，我要去台湾。“去台湾干嘛？”“击剑比赛。”我说道。“击剑？就你这身体素质还击剑？去了也是浪费钱！绝对不可能
拿个奖回来！”她的表情，嘲讽里面带着得意，就像小孩子有了大发现，对着父母炫耀的样子。

我当然不能认可她对我的这个评价，因为人人都是有自尊的。但是我心里很难受，因为我最爱的人之一，没有支持我，这是个很痛苦的事情。但是我又马上反应过来，她说的这个
话，其实和我的击剑水平没有关系。

我们来分析一下，她的话语包含的几层情感。我最先察觉到的，是嫉妒。当然，一般情况下，人不会察觉到自己对身边的某人的嫉妒的。因为我们从小就知道，嫉妒不是一个好词。
嫉妒，代表着对他人能力的认同，代表着“我觉得这个人厉害得已经能和我一样了”。然而一个人的自尊，在大部分情况下是不允许认可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的。但我的亲戚的话语
里包含着这个情绪，不能说她很不喜欢我，毕竟我们的关系非常好。于是我的判断是，她不喜欢这个自己，又看到这么一个小孩的活动如此丰富，牵动了她对其他人的嫉妒，把这个
嫉妒，转移到了我的身上。我无法赞同她带有攻击性的话语，但是我非常能够理解她的感受。

另一层情感，是痛苦。伤害别人的话，说话的人自己肯定会感觉到痛苦，这是毋庸置疑的。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神态简直不像五十岁上下的人，而像我的小学同学在发现同桌没有写
作业的时候的那个神情：好啊，你没有写作业！眼神里是惊喜，还有发现了同龄人不如自己的开心。这时，没有写作业的小孩子会很紧张。对于小孩子来说，这些全部都是打闹，是
活泼的表现。但是我不是那个没有写作业的小孩子，我知道我一直做得很好。我的亲戚说这句话，是用否认我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很多方面不如我，她不想承认
这些。她必须告诉自己，这个小孩不如她。

写到这里，突然有些伤感。不是因为我最亲近的几个人之一的人没有支持我。而是我想起了很多事情。

如果我是一个七八岁或者更小的小孩去参加比赛，然后被亲戚这么说，我可能会质疑自己。因为在我们（我这里是指的作为小小孩的我们）心中，大人的话是权威，我们最初的价值
观都在他们的帮助下形成的。然而被他们或者他们的朋友---当然他们的朋友也象征着权威----这么一说，我们会开始怀疑自己，然后可能会自然地向他们希望的那个方向发展了。他
们希望的方向是什么呢？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不会超过自己，因为这样会打击他们的自恋；希望下一代可以一直这么弱小，像刚出生的小孩子那样一直被自己所控制，一直依赖自己。
但是这都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定会长大，超越他们，一个物种的进化，是需要一代一代的超越的。

小孩子，非常敏感，敏感到可以把大人的心情和内心深处的愿望反映出来。大人们对自己的攻击，对别人的攻击，对自己和别人的要求，往往在小小孩身上反映得最清楚。小小孩无
法判断自己心里的难受到底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好所以被大人骂还是因为大人本来就有问题，所以我们会哭，我们非常难受。但是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内心的痛苦，有的时候还会
因为内心过于敏感，又被大人骂。“你怎么这么脆弱这么爱哭？我觉得这样不好。”不，我们不是脆弱，我们在保护自己，同时也在保护你们。你们需要看到我的眼泪，这样你会觉
得自己过得还不错。你看到了我的敏感吗？然而哭了一次又一次，我要保护自己，于是失去了敏感。与此同时，失去了对情感的感受，失去了对身体的感受，失去了对美的感受。

击剑的地方，有个小孩，要我转剑把，看那个由护手盘反射出的光影。我没听清她在说什么，但是我知道她的感觉，那个漩涡给人一种奇妙的感觉，就像她说的那样。我体会到了她
的感受，就和她一样开心。多么强的感受能力！有个小孩在我们训练室的用具上跳，那个东西很贵，他不知道。但是他在跳上那两个正方形的盘上时，会感觉到重复完成任务的完整
的感觉，那个感觉很好。

然而这些感受能力，是被很多年长的人慢慢磨去的。我们为了保护自己，牺牲了这些感受能力，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吃自己不喜欢吃的东西。按照他们的思路，我们在作文里写：
我要成为祖国的栋梁，我以后要给爸爸妈妈赚钱买大房子，我···我在想什么？这是我希望的吗？只有几岁的我，只希望活得开心。我的敏感，可以让我更好地觉察人和人的情感、动
物的情感、觉察世界。

大人们没有保护我们的敏感。

我们可以用敏锐的感觉，嗅出这个舞蹈动作怎么摆，这个音符怎么表达，这个剑怎么刺出去，它的感觉是怎样的。我可以用敏锐的感觉，体会这篇文章中作者用的一些词语多么的精
确，这个作者和我一样拥有敏锐的感觉。

然而我们没有了敏锐的感觉。

然而这时，我知道，这不是他们的问题。因为很多大人的童年就是这么过来的。我非常希望你们能知道，我们是能感受到你们的痛苦的。请等我们长大一点，更加能够保护自己了，
再把痛苦告诉我们，我们愿意为你们承担一些痛苦。

可能否认下一代，是老一辈中一部分人的通病。我们无法表达心中的难过与苦痛，然而我们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在我们撑不住的时候或者将要跨上马背即将去战斗的时候，鼓励我
们，而不是否认我们。因为得到了你们的鼓励和对我们敏感的保护，我们会活得更好，同时，你们也是。

曾静好的日记



非常喜爱的剑道和剑道部

2015.09.26

我在来日本之前，就决定一定要加入剑道部。在中国时，我练习过击剑。因为我非常喜欢剑啊，刀啊这些武器。特别是剑。因此，三周前加入剑道部是我非常高兴。

现在我练习了差不多三周剑了。昨天剑道部的大田老师对我说：“曾同学，今后再练下剑道看看，如果坚持练习一年的话，我会拜托山下老师订剑道的装备。”我回答说：“谢谢。
不过我现在就已经决定要继续练习剑道了，所以现在订也没关系。”“真的吗？那我就跟山下老师说订装备的事儿了啊。”“好的，拜托您了。”

剑术小组的大家非常和善。剑术不能行因为是第一次，从零不做。告诉剑术的基本的先辈也总是和善地这个那个地告诉隐蔽了。

剑道部的大家都很温和。因为我是初学者，所以必须从零开始学。教我剑道基础前辈们也总是很亲切的教我。

我想快点跟大家一起比赛。跟大家一起实际比试一下。

我会努力的。今后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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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电车

2015.10.03

我开学一周之后，才知道日本电车是有时刻表的。几点几分，从哪里到哪里，停靠在哪一站，全部都是安排好的、有计划的。

今天早上去社团，错过了最佳一班车。心情十分纠结。

更加可怕的是，在错过最佳的一班车的同时，还坐过了站。

以后要注意这些细节啊···上电车睡觉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分寸，再也不能睡过站了。

上上周小长假的时候，我去社团，不小心坐错了车。原本是去江波站的方向的，我因为赶时间，没有看清楚车的名字就上了车。后来意识到不对劲，才发现电车弄错了。

现在只能感叹“学到了”啊！再也不能坐错车了，不然会引起很多麻烦。

对了，明天要和小伙伴们出去玩，早上十点集合。

今天一定要确认好电车的时间。

曾静好的日记



宫岛的夜晚。

2015.11.18

11月15日，演讲比赛结束后，班上一个男生带着我和另一个瑞典来的留学生--威廉去宫岛玩。

14号晚上，他在line的群里发消息：有没有谁明天很闲的？一起去宫岛啊！

他和另外几个跟我关系挺好的班上的女生一起来看我演讲。但是最后去宫岛的，只有他、威廉和我。

演讲比赛结束大概是下午两点。我和他在威廉楼下的711旁边等威廉吃完中饭。

那一个小时里面聊了很多。他告诉我他小学的时候是个特别疯的孩子。他弟弟也是。每天带PSP去学校玩、掏了蜂窝丢老师办公室里、跟老师吵架...做得最狠的一次是大家买了很多
芝麻油涂满了学校（好孩子不要模仿）。

我被他的童年生活给惊呆了……

威廉终于来了。

搭了一个小时的路面电车去宫岛。看最后的枫叶。

到了宫岛，坐船去了岛上面。

枫叶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他说是因为下雨之后枫叶都落了。我却觉得那些红色的叶子伏在地上，浅浅的积水，夕阳照耀着松树，空气里弥漫晚秋的寥落之美。

他给我们两个留学生介绍世界上最大的饭勺、宫岛的鸟居，还有那些在路上慢悠悠地走，有的时候抢一下行人的食物的鹿。

不知不觉到了晚上。

大概六点的样子，月亮就出来了。

往岛的深处的林子那边走了一下，没有灯，前方的路越来越黑暗。听他说那个里面说不定会冒出来熊，晚上最好不进去玩。

于是我们走出了林子，看了五重塔之后回了市内。

吃了他推荐的店子的广岛烧。

晚上回了家。

曾静好的日记





这三个月

2015.11.23

看着手机上的日期从8月30日慢慢跳到11月23日，突然感叹时间过得真快。月例报告都交了两次了，现在也差不多是十一月下旬，天气转冷，第三次月例报告估计快到了。

去给参加比赛的剑道部学长们应援了两次，跟同学出去逛街、去卡拉OK，参加了两次演讲比赛，去宫岛玩，跟班上同学一起期中考试，上学与放学，看课外书。细细数来，这三个
月做的事情貌似用三十几个字就能概括。

可是我内心的变化，不是三十个字就能概括的。相信其他来日本留学的小伙伴们也有这样的感受。

说实话，最开始的一个月，过得非常纠结与困惑。

虽然是学日语的，也来过日本两次，可像现在这样以留学的方式深入接触与适应其他国家的高中生活，对于我来说，是充满挑战的第一次。

日本高中校舍很大，用于各种学科、教学的教室很多。我是个路痴（笑），硬是花了两个星期才把学校走熟。每一次去其他教室上课都是跟着其他同学走，觉得自己真的给他们添了
很多麻烦啊。不过他们都特好，去其他教室上课的时候，班上同学会拉着我：静好，一起走吧！感受到了很大的温暖。

也是从九月份开始就开始社团活动的——剑道部。

貌似剑道部在留学生里挺受欢迎（笑）。听剑道部老师说好多来舟入的留学生都加入了剑道部。最开始一个月，一个学长教我剑道。他貌似在八月份的比赛的时候脚受伤了，所以不
能正常训练，所以剑道部老师安排他来教我剑道。

每次走进格技场的时候，他向我走来，笑着对我说：”小曾——我们开始训练吧——“我都会感觉有点内疚。因为他明明受了伤，应该好好休息，却像带孩子一样带我这个什么都
不懂的留学生学剑道。每次练基本步伐和手上动作的时候，我都特别紧张。有两个原因：他在做示范动作的时候，一定会像平时训练那样尽全力。全身的肌肉是连在一起运动的，必
然会影响到伤的恢复，所以我必须更快地接受他教给我的知识。另一个原因是：剑道和我会的击剑虽然有很多共通的地方，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我有一些在击剑的时候养成的
习惯在剑道的方面是错的，所以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姿势。

学习上，数学的内容不是很难。但是古典和英语是真的很难。日本古代语法和我学过的日语有很大区别。英语啊··四年没学英语了，我已经把学的内容忘得差不多了。

十月份，我的步伐开始步入正轨。

学校的课程基本都能听懂了，期中考试之后，力所能及的范围，跟大家做得一样。

剑道部，我跟学长说，”学长，现在的训练量少得让我有点内疚啊··“”啊这样啊！那我们开始加大训练量吧！“在这之后，每一次步伐与手上动作训练都要在之前的基础训练量加
倍的情况下做很多俯卧撑和腹肌训练。训练完之后没什么感觉，可是每天早上在学校换鞋子的时候都发现自己蹲不下去了。肌肉酸痛不是盖的。

和住家的爸爸妈妈与住家妹子关系越来越好，每天吃晚饭的时候聊得更多了。

这个月还没有过完，所以我打算下个月再总结这个月。

这三个月，我感受最大的是自己日语的进步。

其实在中国的时候，我的日语不算差。但是来了日本，突然变得不敢说日语了。班上同学交流用方言，速度也快，我最开始不敢跟他们交流。可是当我发现他们并不在意外国人的日
语水平，而是更加看重能不能跟留学生好好交流这个方面，我的日语就突然变好了。也许学语言，最重要的就是”不怕说“吧。

曾静好的日记



关于语言的学习

2015.11.26

在中国高中学习的时候，学校里面基本没有英语课。我们像普通学英语的高中那样学日语。

来了日本，我所在的舟入高校--国际班，一周六节英语课，像我们中国的外国语学校那样重视英语。所以对于像我这样的四年没怎么学英语的同学来说，在日本提高英语能力是特别
好的机会。

跟着日本高中生学了三个月的英语，我有了很多感受。

其中最大的感受是，他们这边对语言的学习比我们更加系统。而且一些语言的基本知识的普及度比我们那边高得多。

《综合英语》的教科书里面有一章里面是专门用来讲英语的句子结构和如何把单词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的。这一章内容和后面每一章内容都有呼应，让学习这本书的人对英语的语法
结构有更深的了解。

书里面每一个例句，上面都详细地标注了句子的结构，每一个单词或者词组被哪个部分的词语修饰，这些是写得非常清楚的。

对于语言知识的普及度比我们高。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我在学校图书馆里面看到了很多相关的书籍。比如《欧洲语言历史图鉴》《世界语言历史图鉴》这种书，有很多。里面详细介绍了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过去、发展与现在，还有相关
的方言。每一个语系的分支，为什么这个语系会有这些分支，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有哪些屈折变化等等。我稍微翻了一下，便觉得受益匪浅。（图鉴这样的书是不允许借出的，
所以我只能稍微翻一翻）另外还有很多把日语和中文或者英文做对比的书，以及探索日语的起源的书。日语和塔米尔语的关系，现在日语的词源是什么，对我对日语的学习有很大帮
助。

学习语言，就必须要学习这门语言的历史发展与和语言相关的文化。

举个例子。

英语和拉丁语同属于印欧语系，在学习英语的时候，如果了解一些拉丁语的词根，对英语单词的记忆和理解会深入很多。比如拉丁语的“母亲”--“mater”，在英语里面反映为
“母亲般的”--“maternal”。其中也有一些例外，比如英语的“雨伞”“umbrella”，结合拉丁语词根来理解这个单词的话，应该是“遮阳伞”的意思。

学校的国际班有第二外语的选择，我选的是法语。法语和拉丁语则是同属于拉丁语系。法语老师是个日语说得很好的法国人，他有学习德语和7年拉丁语的经历，所以他在讲解法语
单词和英语单词的时候会结合拉丁语词根，让我对单词组成的理解深入了不少。

每次上法语课的时候，我都在想，要是国内的英语教学也能像这个样子教，结合各自语言文化，和语言相关的文化知识该多好。

语言本身是文化的集合体。强大的国家与民族，它的文化和语言也会对其他语言与文化有相对大的影响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或者将来，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学习语言相关的历
史与发展的时候，需要更加系统地了解世界历史，各个民族的兴衰、它们之间的交流，宗教之间的关系和影响，知识与知识的碰撞。了解了这些之后，我们会知道，现在的一切都是
历史的必然。

这里面既有极强的逻辑性，又充满了艺术的美感。

我需要继续学习这一切。

曾静好的日记



期末考试

2015.11.29

经历了一次期中考试，我对“考试”这个词的概念完全颠覆了。

日本的考试，老师会给同学们考试范围，其中包括了考哪几篇课文或者哪几个题型。我最开始认为，这个是一个小小的参照，考试的时候会考别的。但是当我看到现代文卷子的时
候，我才发现：这个考试范围是真正的考试范围！居然直接考原文！

没有复习原文的我顿时有了一种被骗了的感觉。

回想起中国的考试范围，那都是骗人的。即使有考试范围，调皮的老师会在卷子里面夹杂几个超纲的题目或者几个我们很久以前学的题目，让我们不知道从哪儿下叉子。

于是对答案都不知道从何对起。

日本学校的考试范围真的是考试范围啊……

但是因为科目很多，而且都是书本上的知识，范围也一般是考试两周前出，时间不太够。所以要想把全部的知识点复习清楚并拿到高分的话，需要的时间不比国内考试少。

考试，无论在哪里都是需要努力的吧。

期末考试快到了，范围和需要交的作业的截止日期都出来了。

诶不说了，我去复习的。

朋友们再见（哭）

曾静好的日记



试作俳句

2015.12.07

上上个星期，在学校的日语课上，学了如何写俳句。

老师说：“静好啊，这个星期的作业是自己写一首俳句。像日记一样的俳句也行，你试试写点什么，肯定很有意思哦。”

按照５７５的原则写俳句是很难的。要说为什么，要把自己见到的和想到的浓缩成17个字表达出来实在很难。

“好的，我会努力试试看。”我答道。

一开始我想试着描绘一下在宫岛见到的美丽景色。让老师看了之后，写下了这样的文章：

振り向けば　一筋のくも　空高く

（若回头张望，只见一行白云路 高高在天上——译注）

因为秋天的天空跟其他季节相比，显得更高呢。

然后，那个一筋のくも（白云路）是飞机飞过的云。我想描绘的是那条直线延伸到很远很远的云。

不过，我又觉得这文章光这样有点不够，我想把自己的心思更好地融到景色描写里去。

大概两年前，我曾把自己作的俳句作为礼物送给了伊贺市市长。那时候作的俳句是：

この思い　りんごが落ちた　あの日から

（这一缕情怀 自苹果落下之时 始于那一日——译注）

苹果落下是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故事，指的是很久很久之前的意思。而这份情怀一直持续着很长很长的时间。

“不过，这里有个小错误。”老师说，“苹果是冬天的水果，用在温暖的回忆中是不是不太合适？”

确实是呢。

现在我自己考虑来考虑去，觉得那就冬天的情怀不就好了嘛。下着大雪，吹着大风。我的思绪也传过凛凛大风，直达遥远的远方。

然后，我终于做出了有自己风格的俳句。

是我的得意之作。

刀鍛冶　稲妻模様　空に咲く

（冶刀炼剑忙 上有闪电正如花 当空便怒放——译注）

冶炼刀具时，火花飞散。那时，闪电也像花儿一样在空中开放，撕裂天空，照亮世界。这是夏天的夜晚吧？

而其实，这里说的“稲妻模様”（闪电）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日本刀刀刃的形状。日本刀的刀刃跟闪电很像，反射光线后，看起来就像空中划过闪电一样，所以这个形状被命名为
“闪电”。

说起世界三大名刀：大马士革刀，马来民族用的一种剑（我不知道这个日语怎么说）和日本刀。

因为大马士革和马来民族居住的地方有优质的铁矿石和金属，所以能造出世界第一的刀剑。而日本与其不同，由于铁矿石和燃料的不足，冶炼一把好刀非常困难。刀匠要控制好温
度，掌握好用于造刀的铁和碳的比例，然后把刀交给战士。战士用融着刀匠心血的刀，以刀刃对刀刃碰撞的那一瞬间，迸出电光石火般的刀之雷与电在空气中舞动，熠熠生辉。

与绽放在天空中的闪电一样的熠熠生辉。

那是多么美啊。

怎么说着说着就全说刀了。真不好意思（笑）

以后，我还想写出更美的文章和更好的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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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水般的眼神

2015.12.24

耳机里播放着玉置浩二的friend  。

只能说再见，其他都说不出口

我的眼泪如今掉下来，坠落在你的影子里

全部都在冷却 发梢、声音、指尖

两人生活的气息，也随之渐渐消失了

因为不想让它 变成只是回忆

即使梦已醒来

梦中人还是难以忘怀   （注：歌词翻译参考百度）

刚才从收到心连心的月例报告了。用剪刀剪一下，打开，好像跟每次的月例报告都不相同，有个又硬又重的东西在里面  。

把那个拿出来，从最后一页开始看。

从第一期学生到第十期学生的照片印在上面。而且严格按照第一期学生到第十期学生的不同时期分开来。下面的我想大概是前辈们的照片。

第8期学生中有个叫nannan的前辈，2年前来到舟入，一年的社团时间是在剑道部度过的，我打听了下前辈们。还没有回复呢。

之后，找到有自己的照片我笑了。哎呀，我已经和大家分别了吗？2015年已经结束了吗？已经来到日本四个月了吗？现在的我已经不是那时的我了吗？

映入眼中的9月时的我的笑脸。很怀念很可爱。

我想可能周围的人看了后，有人会说那时的笑容和现在的不是一样吗。

内在的东西已经变了。不知不觉中。

是成长了吧。

我发现自己在从最后一页看后，就开始从最前面开始看。

啊这个！这不是面试时拍的照片吗？我感叹道。太令人怀念了。

又开始找自己的照片了。哦？好像第十期学生那一堆里没有呢。啊在这里呢！终于找到了。

第一页是我们的照片，后面日历上印的大概是第一期生到第10期生的照片。

前辈们参加社团的照片，文化交流的照片，参观美术馆等的照片，大家一起跳舞的照片，大家一起发表的照片，我们研修时的照片…非常多。

我感觉好像看到了时间的流逝。

一边看，好像有泪忍不住地滴落下来。并不是在哭！我没哭！

可是，泪水流得很快，快到我都没有发现是因为难过还是感动后高兴地流泪。

那里写着，我们未曾知道的前辈们的回忆和我们各个学校的先辈们的回忆。并且，中国和日本前辈们的热情的心愿与信念，一定会传达给我们。

就算不知道，也一定能明白。很多年前，前辈们跟我们有过类似的经历，努力克服困难，与日本的高中生成为朋友，7月份回到中国…那之后的故事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可以想像。

蓦然回首，一片云彩，飞上高空。不知道会绵延到什么地方。

想想这四个月，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我没有后悔。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依然会来日本。肯定会见到现在的大家。半年后离别时的伤心难过，是因为遇见时太过美好。不
过，我们不能因为分别很痛苦就拒绝遇见。因为成为朋友，成为互相喜欢的那个人的过程比相遇要美一百倍以上。

于是，我想像了这样的场景。

广岛

曾静好的日记



在人群中

不经意回首间，在人群中，与那个眼神相撞

如潮水般的人流

你的眼神也像潮水一样

像潮水一样的我的心情

那时侯，大概会流眼泪到不能反应吧。

这看似很长却很短的4个月。10年以后，像沙漏一样时间优雅地流淌着。

看到时间的流逝，会感动落泪吧。无数的遇见与开始。

心连心的前辈们和老师们一起架起的这座交流的桥梁。我们的脸被刻画在同一张纸上，交流的影响会一直延续下去吧。

最后的一句话：印在日历上的 我们的时间 证明我们曾经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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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统一了！

2015.12.24

这里只有吴嘉洺一个人的照片。

今天冈山金莹顺跟她的老师同学们一起来广岛玩，然后下午我跟她一起去逛街买衣服吃完饭还买了点小东西。

一路上聊啊聊，聊她的学校的事情，宿舍的事情，她朋友的事情。我也把我这边的事儿跟她聊了很多。

上周日是吴嘉洺来广岛玩，他自己乘新干线，早上十点半我跟他在广岛站汇合然后一起去吃中饭、看电影，又带他去了宫岛，吃了点那里的碳烤生蚝，吃过晚饭之后便送他到车站，
我也回去了。

这两次陪着冈山的两位朋友去广岛烧的村子吃了广岛烧。味道一级棒！

第三个月结束后终于可以开始短期旅行。于是冈山的朋友就积极地往我大广岛跑。

今天是广岛地区留学生统一的日子！这个伟大的日子！

我啥时候也去冈山吧！

请老师批准！

曾静好的日记



终于戴上了面罩

2016.01.09

来了剑道部已经半年。大概是这周四的样子，前辈们说：都来了这么久了，今天戴面罩吧。大概不能实战，不过还是要提前戴着面罩适应一下的。

于是一个学姐教我戴面罩了。

第一次戴面罩的感觉是，这个东西真的非常臭。因为剑道的面罩是不洗的，只用防臭喷雾喷一喷但是我觉得效果并不明显。

然后又体会了一下被竹刀打脑袋的感觉。每次被打都因为感觉很闷所以会闭上眼睛，但是这样的话貌似有个问题：闭上眼睛之后就看不到对手的动作了。

这几天独自练习的时候越来越放空脑袋，体会剑的灵魂。

有的时候会思索剑道和击剑的相似点，这个话题我到时候专门写一篇文章。

曾静好的日记



梦想即现实

2016.01.10

我那天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拿着金庸小说里丐帮帮主用的打狗棒飞檐走壁。绿色的竹棒笔直而坚韧，竹节分明。梦醒后，故事的内容不记得了，唯有手里的打狗棒清晰地映在眼
前。

弗洛伊德说，梦是人类潜意识的呈现。

梦里每一个清晰的事物都有现实层面的象征意义。我试着联想了一下。打狗棒，竹棒，难道这个梦说的是剑道的竹刀吗？我觉得是的。

在金庸小说里，打狗棒应该是最神奇的武器，打狗棒法也是最特殊的武功。刀剑乃至拳脚都能置人于死地，但是没有哪一位侠士是用打狗棒法打死了敌人的。打狗棒法在武林之中自
成一路，不受任何门派的影响，只有历任丐帮帮主代代相传（杨过是个例外）。所有武功之中只有打狗棒法是这个样子。

无论是黄蓉、洪七公还是杨过，乃至偷学了两招的郭襄，他们用起打狗棒法的时候都不是为了杀敌。打狗棒法的名字虽然听起来俗而且充满攻击性，但它应该是最没有伤害性的武
功。它胜敌胜在一个“巧”字上。

有攻击性却没有伤害性，只有丐帮帮主代代相承。丐帮帮主都是什么人？他们都不是武功最高的那个人，他们拥有侠义之心，保护他人的爱的情怀。

修炼武功到最高境界的人尽是如此，没有例外。

不仅仅是武功，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和个人思想关系更大的各个领域，所有达到顶点的人也都是这样。最终拼的不是努力也不是天赋，而是这个人的精神。下围棋的吴清源对宇宙与
人生有更加宏大包容的看法，所以在棋盘这个模拟的战场上他能所向无敌。毛泽东和曹操这两位天生的将领，他们的诗词中总会表现自己对整个世界宏观而整体的看法，这是引领他
们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欲与天公试比高”；曹操在《述志令》写道：设使天下无有孤，问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我的心的大小，表现在我的棋盘上，表现在我的文字之间。看那人的一颦一笑，那走路的姿势，我大概能猜到这个人是如何的性格。我的潜意识支配了我得到的的一切和我能得到的
一切、我能影响的一切。

来了日本，我最大的改变是我对自己能力范围的看法。以前，我的梦想是大学学心理学之后，去治疗那些有心理疾病但是自己并不能察觉，自己的病影响了自家小孩的健康成长的父
母。我觉得中国国内，这样的父母是非常多的，我理解孩子们的痛苦所以我要倾尽全力帮助与支持他们。现在，我的梦想没有变，但是有个最重要的部分变了：现在的我不是因为爱
国所以要做这些事情，我是希望人类整体乃至世界整体能够变得更好更健康，我要为我希望的这些献出我的力量。

从国家，变成了人类整体，最后变成了世界。留学使我明白了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最终都是为了这个整体服务的。

在我心中，国家这个概念渐渐变淡，我思考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同异与促进他们各自发展的交流。国家只是政治的分界，我们留学做的是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

所以最近有的时候在想，“爱国”这个词，未必太小气了。这个词把国家之间的界限硬生生地分开，没什么意思。我比较喜欢“我爱我的故乡，他养育了我，我在精神上对他有特殊
的依赖，所以在我心中他无法替代”这种说法。

所有年轻人都应该趁着人生的黄金时期的时候去国外看一看，看看世界有多大。我把初中高中时期称为黄金时期是因为这段时间我们在渐渐建立自己的思考模式，在外面看看，让我
们的思考方式更加柔软而充满光泽与活力，这会影响我们的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

曾静好的日记



津和野 萩的旅行

2016.01.25

周六和韩国留学生还有她的住家妈妈一起去津和野、萩旅行。

学下得很大。

我们去看层层叠叠的几排鸟居。

吃了当地的乡土料理之后去泡温泉。

曾静好的日记





大雪

2016.01.25

早上去学校，车站外面下着大雪，屋顶上车顶上积了厚厚的一层雪。

这时突然想到了小龙女说的某一段话：今年的雪这么大，我记得去年的雪也这么大。去年的雪早已融化掉了，今年的雪也会化掉。去年的雪是否是今年的雪呢？

一灯大师说这番话非常有禅意，觉得小龙女和杨过这一对儿真是厉害，都这么年轻，一个武功厉害，另一个仿佛已经悟透了人生的真理。

人对万物的思考大概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作这首诗的是个小孩子，他把自己看到的鹅和他周围的所有景色写在了这短短一首诗里，教科书上对这首诗的解释是：充满了小孩子特有的童趣。

我看到这个东西，它就是它。

第二个阶段，是《竹石》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

看到竹子顿时想到了自己，把自己比作竹子，笔直、碧绿、坚韧。

第三个阶段，是陶渊明的那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在篱笆下采菊花，悠悠抬头，便看见了南山。

没有直接写作者的感受，但那份悠然自得跃然纸上。

这三个阶段是这样的。

第一阶段，心中空白无物，看见什么是什么。

第二阶段，我从世间万物中体会不了作为人需要的品质比如竹子的坚韧，山的稳重，大海与天空的包容。

第三阶段：已经没有想那些事物在我心中是什么精神品质的化身了，山就是山，树就是树，你就是你，我就是我。

心中一片纯净，优雅地微笑着，静静看着手中的花，它多么美啊。

曾静好的日记



中间研修

2016.02.13

昨天是中间研修的最后一天。

回过神来发现中间研修已经结束了，快得几乎都没注意到。

那是如梦似幻的五天。

8号下午在新干线上与包云清重逢，之后再次见到了小金和吴同学。觉得半年的时间比想象的要快得多啊。

那天晚上大家一起包了饺子。很开心，感觉在国外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之后那几天，和大家一起做和果子（日式小点心）、交流留学的体验、编些小短剧，真的很开心。

也从大家那儿得到了很多建议，在小短剧中学到了很多。而且，知道了大家都遇到了和我一样的困难，知道了自己并不是一个人。

有大家在，真好。

最后一天，大家一起去了奈良。买特产的时候，有种明天就不得不回去了啊的感觉。不想和大家分开。可是，留学才过了一半，往前走还有战斗等着呢。

在研修中知道了自己不是一个人，所以之后的留学生活能更努力。

我爱你们。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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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2016.02.22

中间研修时，心连心的前辈们来了。

在东京举行研修时也是如此。前辈们来告诉我们很多留学的建议和大学考试的经验。

去年9月也是这种感觉，现在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

那就是

10年的时间重叠在一起了。

十年前，心连心的第一期学生到达日本，开始了他们为期一年的留学生活。

同样的事情，重复了10次。我们就是值得纪念的第10期学生。

之前看心连心的日历时就是这种感觉。觉得自己好像看到了这10年时光的流逝。老师告诉我说：静好同学是10年留学生当中的329分之1呢。

中间研修时通过阿南所长的话，我们知道了：通过对日本人和中国人进行调查，有80%的中国人不喜欢日本，也有相同比例的日本人不喜欢中国人。

我觉得80%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那时，我想起了329这个数字。

我们能改变80%这个结果吗？我想我们来日本留学的一个很大的目的不就是改变这个巨大的比例吗。

我做了一个有趣的计算。

日本的学校，一个班差不多有10到40个学生

班级，社团，住家，还有在日本其他地方交到的朋友，加起来，恩…一个留学生能交到100个日本人朋友吧，平均。

乘329的话，就是将近3万人。

3万日本人与我们还有前辈们成了朋友。从日本的人口来看，这是个还不足百分之1的数字。

不过想想看，这些与我们成为朋友的人，都是日本的高中生。他们是支撑祖国未来的栋梁，建设祖国未来的希望。

他们与中国留学生成为朋友，知道了中国的优点后，也许这个国家对中国的印象和态度会一点点发生变化。也许那80%的比例在他们的影响下会大幅度下降。

而我们回到中国以后，向中国的朋友传达日本的优点，或许我们能成为真正的中日友好的桥梁。对于国家与国家来说，意义不正是在此吗？至少卧室这么认为的。

回中国以后，任务比在日本更加艰巨。因为中国的人口有14亿。要改变80%这个数字，肯定需要更大的力量。

中间研修时，我也做了这样的发表。

“我们当中的某个人或许会对第13期14期…甚至第100期学生讲授建议和经验。”九十年后的中日关系一定会因为大家的努力而变得更好。

我相信大家的信念与力量。总有一天，梦想会实现。

(佐藤老师:静好的日语还不够好呀！还要更加努力学习！

曾:好！我会努力的！)

谢谢佐藤老师还有心连心其他的老师们。你们给大家的日记留言，教给我们各种事情，虽然这只言片语无法表达我感谢的心情，但是为了报答老师们的付出，我也会更加努力的，所
以一定会…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曾静好的日记

https://www.chinacenter.jp/user/profile/fs1523




声优体验入学

2016.03.14

昨天，我去代代木动漫学院（培养声优、动画制作、导演等的一所学校-译注）参加了声优培训课程的体验入学。

六年前，我看了一部叫做家庭教师的动画片的剧场版，十分感动。知道有声优这样一个有趣又帅气的工作后，我就以成为声优为目标开始了学习日语。

现在我已经没有那样的梦想了，不过，能实现自己曾经有过的梦想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昨天还体验了后期录音。

学到很多，也很开心。

后期录音的时候，不仅仅是声音，将整个身心都投入到角色中，再说台词的话，自然而然就会表现得很好。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曾静好的日记



球技大会

2016.03.17

这个题目其实是用中文打的日文。因为如果我说“排球比赛”的话感觉没有“球技大会”帅气且有日本高中的感觉。

两天的比赛下来浑身酸痛。班上同学有好几个都负了伤。不过还好，不是很严重。挺心疼的。班上骨折好了一大半的小林君带伤上场打球，手上还缠了绷带，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由于我们班女生的数量是其他班级的两倍，所以女生也分为了两个队，一个α队，一个β队。我在α这边。

大家都打得挺努力的。看比赛的同学都会给自己班同学加油，呼声响彻云霄：“加油！”“集中！”“冷静！”“（自己同学没有进球的时候）没事，还有机会！”真的感觉到了集
体的温暖。

然后我们班β几乎全胜。最后一场决赛的时候因为平局，所以加赛了。加赛没打赢。无论什么时候都能看见同学们都那么集中那么认真，输了的时候大家抱在一起哭，真的很感动。

小插曲：第一天大家都不知道太阳那么猛烈所以都没涂防晒霜，所以第二天早上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几乎所有人的脸上都像是抹了两团腮红一样···我也不例外···然后今天洗澡的时候
热水打在脸上真的挺疼的···为了应急买了点芦荟胶擦脸上，那谜之刺痛感真的挺醒脑···不哭，以后记得涂···大家也要注意啊！！！

曾静好的日记



樱花

2016.03.17

那天在网上看到日本樱花要开的消息。

广岛应该是差不多3月29号左右吧。快了。

最早的是冲绳，北海道最晚，所以日本这个樱花开放的日子应该是，从南到北逐渐往上。从二月底开到五月初，貌似叫做樱花前线。

然而我们班同学，春假去加拿大语学研修。日本只剩我一个人了。看樱花的那一天貌似也只能一个人去了吧。

寂寞啊。

挺想去加拿大然而去不了。

算了我在这边好好学习（玩耍）吧，还可以找剑道部前辈们玩。

同学们后天就离开日本。

加拿大玩得开心！

曾静好的日记



春假

2016.03.18

今天在学校呆了半天。主要是在报告厅听老师和考上好大学的毕业生讲话。

明天，我们班同学即将去加拿大研修。包括我住家妹子。

我自己的话，其实春假也有很多事情要做的。比如把英语学好一点，然后去广岛自然环境好的地方散散步啥的。

我想想还要做啥事儿啊。对了。

一如既往的。

学日语。

然后得培养一下女子力了。

曾静好的日记



爱

2016.03.18

今天是个下雨天。

我领着大包小包从学校坐车回家。

在电车上坐下。坐了一站路之后，有一对母女上了车，坐在了我的旁边。母亲把宝宝抱在怀里，宝宝的脚踢到了我，我看了一眼宝宝，她脸上很多不知道是怎么了的伤痕和印记，看
着 特别心疼。

妈妈抱着她的宝宝，宝宝哭了，妈妈拍拍她的后背，用温柔的声音对她说了几句话，她不哭了。抱着的那个姿势，宝宝可以用身体感受到妈妈的心跳，那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声音啊。
我想起了我在中国的妈妈。

我很想念她。

几年前，外婆因为糖尿病高血压去世了。那天晚上，姨妈哭着对我说：好好啊，姨妈没有妈妈了。

我当时知道姨妈非常伤心，但是不能体会到那个悲伤，因为我的妈妈还在那里。来日本之后我总算亲身体会到了那个悲伤了，但是不能百分百的体会。我的妈妈在中国啊，坐飞机几
个小时就能到的距离，很近，又很远。我不得不再等待四个月才能见到她。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觉，因为姨妈那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

好好啊，姨妈没有妈妈了。

我躺在床上，默默地体会那句话里装着的巨大的悲伤。不禁泪如雨下。

一直到了两点，我都没睡着，摸黑找到了手机，给妈妈发了一条微信。

我想你了。

你半夜四点给我回信。好好，妈妈也想你。

我和妈妈经常视频。她给我看家里小猫的样子。除了视频，她还经常给我看家里猫宝宝的照片。

“红鼻子又跟他妈闹，折腾他妈妈的尾巴。”

“小猫长大了，可以去二楼玩了。”

都在跟我讲我们的小猫的事情。可是我只看到了一句话就是。

好好，妈妈很想你。

好好，妈妈今天也非常想你。

我知道了啊。我想他们，也想你。

我还没有孩子，所以不知道自己的孩子不在身边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但是我看到小猫们的照片稍微明白了一点。可是这种明白还不及真正的母亲想念孩子的百分之一。

 

有的时候照镜子吧，望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一下，就哭了。

爸，我跟你长得真像啊。

八月底，我爹每天都要数我还有几天就得来日本了。他每天问我：好好，我想你了怎么办。

我感觉他其实是在问自己。

我想你了，我该怎么办才好呢。

我当时打趣道：你照照镜子就行了呗，咱俩长得这么像。

好好，你想我了也这样吗？

是啊，我也照照镜子。

曾静好的日记



我现在照了镜子了啊。看见的是你。那跟你一模一样的笑容，我和你好像只是性别不一样，其他的，都是我学你的。就连思考方式都是你手把手教我的。然而我也有自己的思想。每
当我遇到什么的时候，我自己思考之后都会想，如果是你，你会如何判断这件事情。

你之前若有所思地告诉我：好好啊，爸爸要是有一天死了，你别哭啊。我们每个人都要死的。你想起我的时候也一定要笑啊，我带给你的都是愉快的回忆嘛。

我也想笑啊，可是现在笑不出来。

我现在只记得一句话。

静好啊。你知不知道爸爸很爱你啊。

因为爸爸很爱你撒。

静好，你从小到大，我都是把你当我的女神来养的。

静好啊，有的父母不会用积极的方式对孩子表达爱。我不会这样的。

我的妈妈。她也告诉我。

静好，妈妈非常非常爱你。

我终于感受到了啊。我用微信告诉你们，我非常想念你们。

还好你们都还在。

还好你们都直接用语言告诉我，你们爱我，让在海外的我有了世界上最大的信心。

我也非常爱你们。

不是因为你们对我好所以我才对你们好。不是尽孝心。

就是因为爱。

还好你们经常告诉我你们很爱我。

还好我长着跟爸爸你一模一样的脸。仿佛你就在我身边。

好好，爸爸永远站在你这边撒。你不怕。

好好，妈妈是爱你的。尽管有的时候我的表达方法有点问题，但是请你原谅妈妈好不好？

你不要向我道歉啊，我会内疚。

我爱你们。



那天，我做了一个梦

2016.03.30

当天，班里的同学都还在加拿大。

睁开眼睛，与往常一样的天花板。与往常一样的枕头。

可是变了的，是我的心境。

我做了这样的一个梦。

我回到中国，回到家，马上就哭了。浮在我眼前的是，日本朋友的脸，日本老师的脸，还有，住家爸爸妈妈的脸。眼泪止不住地流。

如果没有做这个梦，我还不知道如今的自己是多么地喜欢日本。。

睁开眼后，不知怎么就松了一口气。

我叹息道，啊，那只是个梦，不是现实，太好了！

之后，用LINE给同班同学发了信息。

“shuka，听我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噩梦”

讲了梦的内容，syuka马上就给我回信了。

“没事的！现在还可以跟大家一起玩，剩下的三个月，我们可以玩更多！”

我非常感动。

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感到一年是非常短的，不过，现在在梦里梦到了。

虽然这个梦有点可怕,不过，多亏这个梦我懂得了活在当下的重要性，也是很不错的。

嗯…

继续努力下去！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曾静好的日记



樱吹雪+住家なつ回家+文章发表在专业微信号上

2016.03.30

早上八点多起来，上午去跟同学看樱花。现在樱花刚刚开，有的树还没有全开。和同学一起吃便当，聊聊天，后来一起去了漫画图书馆。

“静好，有啥不懂的就来问我啊，我就在附近。”同学跟我讲。

真是我的好同学啊！

对了，今天晚上八点半，我们班同学从广岛机场到了广岛站。

住家的なつ，也回来了。

太开心！突然觉得今天她好美……

然后给我带了个巧克力兔子。给我的时候还拿纸包着，我以为是个类似小型自由女神像啥的，没想到还真的是个这种类型的。哈哈！

对了，那块巧克力200克，热量貌似有点高……这得胖多少……而且太可爱了……还是なつ给的礼物真的不舍得吃啊！

咋办呢！

今天真是我这个春假最喜庆的一天。

对了还有，上周我把我那天写的文章给了我一个学心理学的大朋友看了之后，她建议我：你找个专业杂志发表吧。这个程度绝对可以的。

之后我找了从事心理学工作的父亲，问他有没有认识的专业杂志。然而他也不知道。不过之后他给了我一个编辑的微信号。

“你找这位编辑，把文章发给她。她要是觉得好那就肯定能发了。”

于是发给了她，她看了之后，表示神话这个领域的东西她完全不了解，但是对神话的解释，是非常精神分析的。于是结果就是，可以发在微信的公众号上了。现在已经有了七千多的
访问量。

真是骄傲啊！

这篇文章我几个月前在心连心网站上发表过的，关于神话的分析那一篇。

决定把日文古文学好一点以后去看原文日本神话。

读神话太重要了。

今天真的是非常喜庆啊！

曾静好的日记





クラスのかわいい仲間たち

2016.04.19

今のクラス、みんな優しすぎるよ。

九月のスピコンから前の作文コンテストや、スピコンの原稿を見てくれるh君。

カナダの語学研修に行って、帰ったら私にお土産をくれたmちゃんとsちゃん。

日本の化粧品をたくさん教えてくれたshちゃん。

日本語の難しい言葉をたくさん教えてくれたm君。

半年間ずっと英語を教えてくれていたウイリアム君。

一緒に唐揚げを食べにいった韓国のすみん。

日本語の変な言葉をたくさん教えてくれたk。

私はなんて幸せなんだろ。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曾静好的日记



夢でみた小さなストーリー

2016.04.24

「どこにいく？」「ついてきたらわかるよ。」町は奇妙な光を放っていて、眩しくて暗い光だった。太陽と月は同時に空に姿を現して、どっちも地平線を出るか入るかわからな
い景色になった。突然、君はどこかのビルに入って、螺旋階段を何階も降りた。

目に写したのは広いホールだった。無数の時計やクロックがそこにあった。彼らは無声の歌を歌って、ここに来たお客さんに時間の流れのなかで出会った全てを語っていた。

空に映っている星々は巨大な顔で、彼らに微笑んだ。

君はそっと繋いだ手を離して。

「時計に刻まれし、我らの時間、ここに証明を。」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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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时间

2016.05.17

如题。

心情非常复杂。

虽然习惯了日本的食物，除了少数苦手的吃不了，其他的都是大爱。可是最近我发现，在日本无论吃得再饱，精神都得不到满足。我知道，我想家了。并且这种感觉日益加深，有的
时候非要看看手机里存的中国美食的照片才能入睡。

被中国美好的食物滋润了十六年的我，离开了他们就像离开了地球的人类。即使去了外太空，心却一直都在地球上，在地球变成眼里像素大小的点然后渐渐消失的时候也要凝视着那
个方向。

妈妈每天给我发家里小猫的照片。

爸爸拍家周围的风景给我。

我心中有一个小人，他站在船头，举起左手，目不转睛地指着那个方向。在海上航行的时候，不这么做的话，一个大浪打来，转眼之间你就会看不到那个岛屿。

那是中国。

曾静好的日记



心の歌にのせる希望の言霊

2016.05.17

私は日本に来て、「言霊」という言葉を知りました。

言霊と言うのは、人のことばに宿っている不思議な力。つまり、言葉の魔力なのです。

日本には神道の考えがあり、この世に存在するすべてのものや生き物には、魂がやどりそれぞれの神様がいるという概念があります。

人の言葉にさえ魂がある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今年の三月頃、私は声優の体験入学に参加しました。一番印象に残っているのは、録音室でアフレコ体験をした時の声優学校の生徒さんたちの声の演技です。

声の演技と言っても、彼らは体を動かしたり、リアルな表情をしたりするのではなく、声だけで実際に演技をしているかのような、迫力を感じるものでした。

彼らの声を聞いているだけで、まるで目の前にその情景が浮かび上がるような、生き生きとしたアフレコでした。

アフレコ体験の終わりに、先生が授業で言っていた言葉は私にとってとても衝撃的なものでした。「人の声はその人の魂ですよ。声でそのキャラクターを演じる時、その人にな
りきり、声だけではなく、全身全霊で、その人の気持ちを感じるのです。

そうすれば、体は自然に動いて、声にも影響するのです。そのように発した声は、必ず人に感動を与えます。

演技というものは、この授業を受けただけで出来る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日常生活の中でも人の気持ちを感じ、自分の気持ちを素直に伝えることが重要で、その事を努力すれ
ば、心は柔軟で豊かになり、すばらしい演技は自然に出てきますよ」

私は先生のこの言葉に感動し、声優が作り出した作品をもっと大切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いました。

この経験で、私は言葉をもっと深く認識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今年の３月頃、私の一番好きな声優の水樹奈々さんと同じく声優の山寺宏一（やまでらこういち）さんが、一緒に『花は咲く』という歌を歌いました。それは、５年前にあった
東日本大震災のチャリティーソングです。当時の大震災で家族をなくした人たちは、孤独感を深く感じ、今も津波の怖い音が耳に残っていると言っています。安全な所にいて
も、なかなか安心できないそうです。

被災者たちの心情を知った作詞者の岩井俊二（いわいじゅんじ）さんは、震災の被災者を支えたい、彼らの力になりたいと思い、被災者の目線でこの歌を作りました

私は、その『花は咲く』の歌を聞いて、大震災で沢山の人がなくなり、家や病院などの多くの建物が倒れ、人々が強い悲しさと心の痛みを感じた事を思い出しました。

何度もこの歌を聞くうちに、自然にその歌声にあわせて、私も歌い始めていました。

誰かの歌が聞こえる誰かを励ましてる

誰かの笑顔が見える悲しみの向こう側に

悲しい歌というより、生きている人々を応援しているような歌。「希望の言霊」が満ちています。この歌を聞くたびに、私の体に不思議な力が湧き出すのです。過去を振り返り
ながら前に進める力です。

歌を歌っている人たちも、作曲者と作詞者も一所懸命歌を言霊にして、皆を応援しようとしています。

その力は国をこえて私にも力を与えてくれました。未来にもっと希望を持つ勇気を与えてくれました。

「希望の歌」を何千万人が祈るように歌い、その歌にやどっている強い言霊が、たくさんの人に勇気と力を与えることが出来たのです。

私が留学している広島は、７１年前に原爆が落とされ、町は壊滅的な状態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そうです。

原爆資料館に、当時のすさまじい記録写真、遺品が展示してあります。その写真からは、現在の広島の復興は想像すらできなかったと思います。

原爆で多くの命が失われ、東日本大震災も同じく多くの命、建物が失われました。しかし、広島は現在、立派に復興しています。

そこには、負けるまいと、必死に前を向いて頑張った祈りの「言霊」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東日本大震災の被災者の方たちも同じ気持ちだと思います。

皆の「言霊」が一つになれば立派な復興も可能でしょう。

今年の４月１４日、１６日に九州で大きな地震がありました。

曾静好的日记



東日本大震災の記憶は被災者の方にとっていつまでも忘れられな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新たな地震が起こ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不安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それでも被災者の方に諦
めず、希望を失わないでほしいと祈るばかりです。

これからも、わたしは広島で学んだすべてを言霊にして、それをもっとたくさんの人に力を与えたいと思います。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时间过得太快了

2016.06.10

最近老是有同学约我去玩，想跟我创造更多回忆。真是太感动了。

每天一起吃饭的小伙伴最近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依依不舍。以前坐我后面座位的同学突然察觉到我还有一个月在日本呆的时候跟我说，诶好想你跟我们一起呆到毕业啊，时间怎么就
这么快呢。

是啊，之前还觉得时间很慢特别想回去吃顿中国菜的，现在虽然还是想吃中国菜，却希望这最后一个月的时间过得越慢越好。

真是矛盾啊。以前的前辈们，大概也和我们有同样的经历吧。

好想告诉十一期生要珍惜时间。

我自己也会更加小心对待最后一个月的。

曾静好的日记



先輩の写真をみて

2016.06.10

ずっとお世話になった舟入高校の山下先生は四月からもう自分らの学校にいない。

今はもう他の学校の先生になった。

去年のにんさんと山下先生の写真を見て、あのかわいくて懐かしい顔をみて、たくさんのことを思い出した。

先生からいっぱい教えてくれた。先生にすごく迷惑をかけてしまった。まあいつもちゃんとこころから感謝して礼を言うけど

今更思い出してみると、足りないと思った。

本当にいっぱいお世話になったよ。思い出す度に涙が出そう。

けど、いつかまた会えるか、分からない。

またあいたいですよ。先生に。

いま一番大事なことは、今の先生とクラスメートや友達を大切にすることだ。

あと一ヶ月。頑張ろ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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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は、引退式だ。

2016.06.16

広島舟入高校に入って一年間。去年の九月に、友達に「せいこうはなんの部活に入りたい？」って聞かれて。「剣道部よ。」って、私は迷わずに答えた。

無事に剣道部に入った。

九月と十月の始まりに、y先輩が試合でけがをしたので、稽古できなかった。ちょうど留学生が剣道部にはいってしかも、しろなので、y先輩が私に剣道を教えてくれた。

九月のころ、まだ日本の生活に慣れてないから、緊張な毎日を過ごしたんだけど、その先輩がとても優しくて、親切に剣道を教えてくれたから、部活の度に緊張感が緩めた。

三月頃からやっと面をつけ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四月のごろから膝の具合はずっと悪くて、稽古でき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が、マネージャーさんのお手伝いをした。そのあと、胃の調子も日々悪くなって、毎日の放課後、帰らざ
るを得ない状況になった。

三週間ぐらいずっと部活に行ってなかった。体の具合はよくないから。

今日は、引退式だ。

大好きな先輩たちが引退して、これから先輩たちの眩しい稽古をする姿を見え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

一年間、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剣道をたくさん教えてくれて、日本語と日本のことをたくさん教えてくれて、いつも優しく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大学に入ったら、また剣道をやるかもしれないが、私にとってあなたたちの剣道は世界一強いです。

大好き。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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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点留学生活的建议

2016.07.07

日语里面有一个词叫做世间。

我所在的班级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班级。很多同学表达自己的好恶都很直白，还有的人在与同学的聊天中一脸愤慨地表示：我最讨厌世间了。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好麻烦。

是啊，好麻烦啊。

我在某一次比赛中失利之后非常伤心。觉得自己的能力遭到了质疑。

我问我一个好朋友，她听了这些之后非常生气。

“难道他们不认可你，你就不优秀吗？”

”他们觉得你不行，你就真的不行吗？“

震耳欲聋。

他觉得你是这个样子，不努力，不友善···难道你就是他说的那个样子吗？你的很多努力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的过去、你的大部分思考只有你自己知道···

当然要对人友善，当然要努力。

可是不是考试失利或者在比赛中没有得到别人的认可，你就是个失败的人。

在留学生活中肯定会遇到很多挫折吧。因为语言不通所以没有人跟你玩，因为文化不一样思考模式不一样，你觉得自己跟不上他们的对话。你开始觉得自己不行。

然而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没有人跟你玩没有人跟你一起吃午饭不代表你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你跟不上他们的对话不代表你的外语水平不够好。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怀疑自己。自己可能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完善，但是只是不完善而已。

保持自信，相信自己的上升空间并且为实现目标作出努力，就肯定会有回报。

曾静好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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