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家，新生活

2015.09.06

到达佐贺，开始了新生活。

刚到家时有些紧张。担心寄宿家庭能不能接受自己。但是，大家都对我很好，真是太感谢了。晚饭是寿司。寄宿家庭的爸爸将寿司的名字一个一个介绍给我，真的很感动。听说寄宿
家庭的妈妈很会做饭，从现在开始我很期待每天的饭菜。有一只小狗名叫choko，非常可爱。跟住在宿舍的朋友们相比，我有一个寄宿家庭，从心底感到高兴。

在中国作为独生女的我，没有想到能在日本拥有哥哥姐姐。我第一次尝到了有兄弟姐妹的幸福感。哥哥姐姐也都人很好，教给我很多东西。做什么事情时，也会听取我的意见。真的
很感动。我觉得好像成为了这个家庭的一员。

今后，我想为这个家庭做些什么。虽然自己能做的很少，可是我想把自己的心情传达给对我如此亲切的一家。作为这个家庭的一员，我想为这个家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也很期待今后的学校生活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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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一周，龙高祭

2015.09.11

      首先向每天坚持写日记的同期生表示敬意，我一周一篇估计就是极限了www在想翻译人员表示敬意，这些人用中文写的乱七八糟的日记还真的很流畅的翻译成了日文www

      这周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周，第一次来到龙谷高校，第一次与日本的小伙伴见面。对于龙谷高校的其他学生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周，因为要召开龙高祭：文化祭+体育
祭。

     第一次到校是九月七日，和日本家庭的妈妈、哥哥一起，参观校园，办手续。那天认识了很亲切的教头老师还有班主任小川老师。教头老师看起来很严肃的样子，但其实是个很
热心的人。每天见面时都会很热情的打招呼，问我关于留学生活的事。小川老师也交给了我很多学校的事情，有了他们的帮助，我觉得今后的学习生活会顺利很多。

     第二天正式和班里的大家见面，和大家一起做文化祭的准备。高一学生统一做跳蚤市场，高二随意，高三学生是饮食类店铺。我们班的主题是森林系，和大家一起用废纸和做了
一个大大的拱门。果然合作是一件增进友谊的好办法，我和班里的四个女生熟络起来，中午一起吃了便当。便当是常温的，不热乎，但出乎意料的味道还不错，至少比我在中国学校
的午饭好www和大家一起吃便当整个人都开心起来了。

      第二天大家都去做体育祭的准备了，可是我的体操服还没有到...见学也有点无聊，我就留在班里帮大家准备教室的装饰好了。我把这个主意提出来的时候，同学不停的给我说谢
谢，再次感受到日本人的谢谢是多么常用的词语。忙活一上午，在拱门上装饰了气球，可是不久有的就爆了，有的漏气了。好遗憾！是气球的质量问题吗...?不知道。文化祭那天再
去看的时候拱门上有几个瘪瘪的气球，看起来可怜兮兮的www

     第三天的文化祭，和新交到的朋友玩了一整天！去了两个鬼屋，一家刨冰店，一家章鱼烧店。还在自己班里的跳蚤市场做了一会收银员。虽然我日语不算好，但计数我还是会
的！班里的东西卖的出乎意料的快。有两件我认为绝对不会有人买的裙子都被一位老师买走了。班里有搞抽奖，我也在最后的时候试了一把，没想到居然是一等！愉悦地抱了个毛绒
绒的熊回家。

    第四天体育祭。真是不愧对“祭”这个字，气氛很热烈很欢乐。竞技大多只是跑步啊接力啊什么的，但还有很多有趣的项目。把脚捆在一起五个人一起跑圈、接力什么的，在中
国的运动会上是绝对看不到的。还有社团接力，穿着社团活动的衣服接力，游泳部的穿裤衩，弓道剑道穿和服，跑起步来很有意思。虽然只是见学，但度过了相当愉快的一天。那种
热火朝天的气氛，回到中国的学校可能就看不到了。

      下周开始要正常上课了，希望能像现在一样顺利吧。

       不少心连心的小伙伴说想家了。可能是我太迟钝吧，现在一点都不觉得想家啊、孤单啊。不适应的事情多多少少是有的，同学间的聊天有些也听不太懂，插不上嘴。但我觉得一
切都还需要时间。适应生活啊，交朋友啊，都会做到的。毕竟我们还有11个月，这么长的时间，用心去做，有什么做不到呢。

     总之，一起努力吧，一切都会变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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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谷高校的日常&Greenland之旅

2015.09.22

       期盼
已久的高中生日常在这周终于开始了www上课作业考试一下子回到我的生活中还是蛮亲切的。教科书还没有到，没法预习还好说，总要借临桌的书看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坐在我左
边的知穗同学是个学霸，上次考试中取得了年级第一的成绩。她不仅很大方的把书借给我，还教我记笔记的格式，对于我提的各种乱七八糟的问题都很细心的回答，真的帮了我很大
的忙www我也想今后尽可能的帮她做些事。

     高中生活最主要的部分：上课。事先已经做好了听天书的准备，不过课业的内容意外的能够理解。我在中国的班级老师讲课效率很高，并且课下有大量的作业去落实课堂上满满
的基础知识，所以讲的快也能够记得牢。而日本的学校没有多少作业，课堂进程也比较慢，老师会在把知识点较详细之后，把例题也很详细的讲完。虽然比中国的课堂进度要慢很
多，但对于我来说却比较容易接受。当然，国语就另当别论了www

     周五迎来了在日本的第一场考试，语文数学英语，这三科让我感觉回到了小学时代www看着横排的大张答题卡，我觉得我有点理解日语能力测试的答题卡布局了...老师照顾我这
个留学生还允许我在国语考试的时候用字典...不过...还是完全没法理解古文www数学因为常时间没练习结果做得挺慢，题没做完。国语那是没办法的事，但我觉得数学还是要好好努
力的，希望下次能考好。

     英语简单到有点不好意思说。

     周末有连休简直把我高兴坏了。和哥哥姐姐妈妈还有Jyunko姐，Mina酱一起去了在熊本的Greenland游乐园。目标是绝叫系，过山车鬼屋简直太爽啦！鬼屋里最吓人的不是设
置好的机关，而是跟在我身后随时打算恶作剧的哥哥www和大家一起出去玩，连排队的时间都变得愉快起来了。真希望以后也能一起出去玩！   

      现在有点担心下周出成绩的问题www

    心跳不已的期待接下来的日子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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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十月啦!

2015.10.04

包雲清的日记



      不知不觉已经到日本一个月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日子过得还真是挺快的。自己的适应能力比预想的还要高，现在已经完全习惯了这里的学习生活www希望今后也能一直顺利
下去吧！

九月26号，住家的哥哥召集了一群朋友在家开的烧烤party。这么多人来准备起来还真是蛮不容易的www我也跟着一起做了甜点，pizza和章鱼烧。那天晚上真是够热闹的，和大家
一起聊了许多事，大家都表现的对中国很感兴趣，这让我很感开心。晚上和大家一起玩了日式的烟花，这就是传说中日本的夏天么www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线形的烟花，和哥哥赌
谁的燃烧时间长，输掉的哥哥包了三天晚上的刷碗工作www度过了非常忙碌并且快乐的一天。希望以后还可以和他们再次见面！

      在学校呆了一个月终于还是迎来了考试w数学考了三次之后成绩终于由42变成96，说起来还是蛮开心的。虽然学习的内容有些不同，但开始认真钻研还是会有成果的嘛！虽然内
容还是不理解但有了公式就好办多了，至少分数高了不是么www希望下下周的期中考试不要考得太惨吧w

     晃悠了一个月后还是决定加入茶道的部活，一周只有一次也不忙，重点是有吃的www在茶道部认识了一位很可爱的前辈，还是个美女w能加进来真是太好了！

     唔，总之就是愉悦的日常。    



又是小连休，好开心~

2015.10.12

      进入十月之后换上了秋季的校服~说实话我对日本的校服是垂涎已久，特别是这种带领结的www不管看多少次都觉得好棒啊！！

     在学校交到不少朋友w被邀请一起去吃巴菲看电影w好期待。另外我交友的范围已经不限于A班了，一起上体育课的B班里也交到了朋友。一个特别亲切的妹子听说我看夏目友人
帐之后把她收集的所有漫画都借给了我！！天哪好开心www不过我觉得读完这些至少要一个月呢【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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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连休的时候和住家妈妈姐姐哥哥一起去看了电影My intern。第一次在日本看电影表示特别兴奋w英音和日语字幕加起来别有一番风味，感觉非常的...唔....奇妙【笑笑笑】 另外
允许我说一句，海瑟薇真是美！爆！了！www

        下周的期中考试，怎么说呢...原来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日本史世界史每科要拿30分...现在看来，能得十分就是奇迹了！【爆笑】尽力而为，哦啦哦啦哦啦哦啦！！！

 

 

 

 





期中考试＆参观大学

2015.10.19

期中考试考完啦～

在日本考试的时候，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是因为第一次吗？没怎么紧张。成绩还没出，我有点小期待。不管是古典还是世界史还是日本史，对我来说都太难了。不过通过一年的学
习，成绩能稍微提高一点我就会很高兴了ｗ

期中考试结束后的周末很闲。我拼命努力看漫画来着（笑笑）．．．我想快点把从朋友那儿借来的漫画都看完～～

星期一，和班里全体一起去福冈大学、西南大学参观了。因为是第一次和同学们一起出门，很兴奋（笑）…就像小学生第一次去郊游的心情。

在福冈看到的海非常漂亮。街道也和佐贺的气氛完全不一样。也有很多外国人，公寓楼也是西洋感觉的。能看到这样的景色真是好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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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所大学都很漂亮。真的想在这里读书（笑）

真想以后也能和朋友一起去好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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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周末~和服初体验+huis ten bosch之旅

2015.10.29

    周末和住家妈妈一起乘坐JR来到了佐世保---顺子姐姐住的地方。第一次乘坐电车就出了点小问题（笑）...列车到站之后，在我和住家妈妈的眼前迅速地驶走了！我都还没反应过
来呢（笑）...日本的JR比中国的火车要准点多了，而且停靠的时间非常短，在佐贺好像只停了三十秒。误了车的我们只好乘坐了下一班。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种宝贵的经验吧！至
少下次乘车的时候就知道快点上去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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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子姐姐也是一位非常亲切的人，还把她家长女的和服借给了我。托她的福我第一次体验了穿和服。在住家妈妈，顺子姐姐，奶奶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穿好了！穿上之后感觉
身体都直了（笑）日本的和服居然以“笔直”为美，尽量不显示腰身，让我非常惊讶。不过穿上之后的确非常的华美优雅。真的很感谢为我做这一切的大家（笑）



     周日，和住家的姐姐，妈妈，顺子姐姐和美菜子一起去了huis ten bosch！！！整个小镇都装饰成了万圣节的风格，景色非常的好看。四处的店铺还有赠送糖果的活动。我也在
糖果店买了糖，在万圣节的时候和同学一起吃~我还和美菜子参加了僵尸捉迷藏，还真是蛮刺激的！！美丽的欧风小镇给人一种童话一样的感觉w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天！

      期中成绩也差不多出来了。。。嘛，下次再说吧（笑）



好久不见（笑）

2015.11.07

好久不见!不知道大家想我没有XD

期中w成绩比预想中的要好许多，至少过了班级平均没有给大家拖后腿（笑）另外现代文也比班级平均高哦！预料之外的惊喜www

最近忙起来了w上上周六学校有模试，考完试之后和朋友一起去了一家叫uhuhu的店吃芭菲，算是第一次和朋友一起出去玩吧www芭菲的种类有一百多种，真是挑花眼了（笑）最
重要的是好吃！！！

周日和risa酱，mona酱一起去看了日本的爱情故事——女主角失格！我本人其实对爱情片不怎么感兴趣的，但是难得朋友来约我，拒绝就太不解人情了w看了之后觉得比想象中的
有趣多了！因为是漫画改编，所以有不少搞笑镜头。但是，最重要的是和朋友一起去看电影了！！在东京制定的这个目标没想到这么快就达成了~看完电影之后又四处转转，聊了很
多。觉得接受这个邀请真是太好了www

回家之前一起去吃了冰淇凌w口味那么多，但我还是喜欢抹茶w

看电影那天下雨了，哥哥送我过去，姐姐接我回来的。。。路上还堵车了。真是太感谢了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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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周的周二放假，和住家妈妈，哥哥姐姐一起去了佐贺的热气球大会！去之前的几天在学校就看到了在远处的天上飘着的热气球，心里很期待。亲眼看到热气球还是人生第一次呢
(笑)比想象中的大多了。这么多热气球聚在一起也是挺难得的w还看到了蓝精灵的热气球w真是大饱眼福。

热气球大会的会场很有一种“祭”的感觉，到处都在卖好吃的。我也吃到了传说中的苹果糖（笑）红红的特别可爱。但是按照哥哥说的吃法，咔嚓咔嚓咬着吃，一点都不好看（爆
笑）不过。。。嗯，好吃就够了！

晚上的时候风比较大，遗憾的是没能看成热气球。。。不过burners on也是很热闹的！热气球的火焰随着音乐的旋律燃烧着，气氛特别热闹www虽然没能看到晚上的气球，不过也
是一种难得的体验！！度过了很愉快的一天XD

秋天，又到了吃蟹的季节（笑）





非常…哎，平淡的一周ｗｗｗ

2015.11.15

这个星期什么特别的事都没有。。。平淡而愉快的一周。

过完下个星期差不多就要期末考试了。比想的快啊 (笑)我想得适当地开始复习准备期末考试啦☆

社团活动也渐渐习惯了。这个星期在花道部做出了我的处女作～看别人做看起来挺简单的，自己一试还挺难的。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啊 (笑)

星期天的午饭，我试着做了一个普通的中式炒饭～与其说是我的拿手菜，其实是我唯一会做的吧？(笑)我想不会太好吃～不过寄宿家庭的大家都跟我说好吃，好感动！！！下次我一
定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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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前要和朋友一起学（玩）习（耍）！

2015.11.22

  期中考试才结束没多久，期末考试就快来了，还真是忙碌啊（笑）期末要一次考试十三科目，估计会是场硬战www

  嗯，没错。学习。本来的预定是学习来着（笑）学了一个多小时，大家就陆续开始不务正业了www最终从三点开始一直聊天玩手机直到五点。嗯，虽然没复习多少，但真的度过了
很愉快的一个下午！还尝试了一下日本男生喜欢的手机游戏（虽然败得很惨）爆笑

总之还是在周日和周一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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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了，福冈！这次是新世纪福音战士逃脱游戏！！

2015.11.30

虽然还在期末考试期间，周末，我同姐姐一起去了福冈玩新世纪福音战士逃脱游戏～跟姐姐朋友们一起，度过了开心的一天！

因为从初二就开始看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动画和剧场版，所上周开始就十分期待w马上就要坐上去福冈的巴士，出发!!

姐姐的朋友们都很亲切～而且都很聪明！(笑)竟然成功逃脱！我觉得跟中国的逃脱游戏有些不同ｗ是需要动脑子的游戏。很有趣～超开心～

之后我第一次去打了保龄球！因为没玩过所以一开始总是失败(笑)不过渐渐习惯了球的重量，最后竟然可以一次全部击中！隔壁有很多打得很好的男生。很帅www

 

然后在漂亮的咖啡馆休息了ｗ超爱焦糖拿铁！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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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佐贺相比，福冈就是大城市啊。才11月份，圣诞节的霓虹灯还有各种点缀就已经星光闪烁了w似乎能够感受到灯光的温暖w夜景超棒！

之后，我买了冬天用的围巾。多亏了姐姐们的帮助找到了又便宜又好的店～钟意的围巾，get！

虽然有点累，可是收获了很多美好的回忆www

那么，剩下的两天期末考试，加油吧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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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漫山红遍，层林尽染~

2015.12.07

这一周过去之后又一种异常轻松的感觉，期末考试和日语考试都结束了，可以暂时的放松一下啦！  眼看到了年末，圣诞新年的感觉渐渐在城镇中浓郁起来，四处都点缀着喜悦的气
氛，走在路上心情都会变得愉悦起来w期待在日本的圣诞节和新年！

期末考试刚过去一个周，成绩陆陆续续地发下来，但是还有的科目比较慢，我留着下周一起写喔~这周，盼望已久的（也许w）进研模试的成绩终于下来啦！！又有了可以夸耀的资
本啦！【爆笑】因为英语发挥得很好，拿到了佐贺县第九，龙谷第一的成绩，所以综合名次也比较高，在特进两个班里面都是第三名呢！日语。。。哎，不出所料分是不高，竟然知
道英语的一半（笑）看来进步空间还很大啊!

                        

周末，和朱佳的爸爸妈妈一起去看了红叶！！

                        

                        

今年的冬天，佐贺比较暖和，枫叶也迟迟没有染上颜色。本来以为今年的枫叶就会以这样一种枯黄的姿态落去，没想到这两天天气突然转冷，枫叶也让上了非常艳丽的绯红。而且因
为温暖的日在比较长，叶子的颜色也并不单一，有的是非常明艳的橙红。能看到这么别致的风景，真是太幸运了www

包雲清的日记



   

山中有小屋售抹茶，屋子装点得很素净。进去喝了一碗。看着满是泡沫的茶很是羡慕，为什么我在查到不总是打不出这样的茶呢？www

    

来搭配寺庙哪有不抽一签的道理，看看我的运气：大吉！哇！听说大吉很少有的喔！！走大运了嘿！保佑我的日语考试过关喔！！

买了一个粉色的开运铃，单作装饰品也很可爱呢！



    

快到圣诞节啦！提前在家里和哥哥一起装好了圣诞树！金灿灿的！！

                         



这个周末也很忙～

2015.12.14

大家听说过egoist这个歌手吗 ？www

同学当中知道的人不多，不过她是一位活跃在二次元的歌手ｗ她的歌很好听，声音很美。我是她的粉丝！

星期六晚上，终于到了egoist的演唱会!！从半个月前开始一直期待!好兴奋www

和哥哥姐姐一起，在福冈的会场集合！人超多啊www大家都规规矩矩地排队w

演唱会开始前，我拍了一张照片！很多宅男们聚集在一起的照片（爆笑）演唱会上的歌曲大部分都听过，非常开心。回家的路上在车上也一直听。超级棒www

回家途中，在好吃的天妇罗店拍的照片～哥哥做了个鬼脸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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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那天哥哥公司的职员旅行刚刚结束，他为我匆忙赶到了福冈。谢谢特意来陪我～辛苦啦～～

星期天是从很久之前就开始计划的穿和服拍照！下午一点就开始化妆了。多亏姐姐帮忙，化得很漂亮（大概）www手指甲也做上花，弄得很漂亮ｗ可爱吧ww我是第一次做这样的
www看到自己的样子觉得很不可思议w

那之后，去美发沙龙做了发型。做得真好www做了一个复杂的发型ｗ头饰也很鲜艳w



专业的人帮我穿了和服。虽然很快，可是我有点喘不过气来www托和服的福，我身体变得笔直www

你们看！这是实拍的照片～（请无视我奇怪的姿势www爆笑

晚上吃了现做的意大利面。酱油味道的和风意面，非常好吃www果然混搭就是好吃啊w

这个周末就像做梦一样。不知不觉就到了星期一了ｗ周末住家带给我许多美好的回忆。真的感谢你们～～

最后是跟住家爸爸的自拍照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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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夜，呃，提前了（笑）

2015.12.27

补一下23号的日志咯！

24号平安夜，25号圣诞节，在日本已经算是一个全民参与的节日了。当然，说到圣诞自然就是约会了（笑）所以24号大家都比较忙呢（笑）于是住家就把时间安排到了23号。大家
一起去吃烤肉，当然还有日式圣诞节必备的——圣诞蛋糕！

佐贺牛专营的烤肉店，虽然店铺是日式风格，但也换上了圣诞节的装饰w

                            

来佐贺之前就听说这里的牛肉非常有名。虽然住家已经做过不少次了，但还是根本停不下来（笑）肉质也分很多种，还有明确的肥瘦比例，什么也不懂的我只选择了和哥哥姐姐一样
的。均匀分布的肥肉瘦肉让我第一次觉得生肉也是挺好看的，生肉也能让人食欲大开（笑）也许有点理解为什么日本人这么爱吃生的了。

   

    

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饭（笑）也着实再次让我对和式料理吃了一惊。从前菜到甜品都精致的像艺术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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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蛋糕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其实不是蛋糕而是水果派www）

看着就好有食欲是不是（笑）新鲜的水果累得高高的。住家妈妈说因为圣诞节大家都买蛋糕，所以必须要提前预定。回头想想中国还真是没有任何一个节日大家都一起吃蛋糕呢
（笑）

住家比起蛋糕更喜欢这种类似水果派的点心，taruto。新鲜的水果看着很好看，吃着也好吃，就是。。。切的时候不太好切（爆笑）辛苦了住家妈妈先把水果卸下来w味道真是棒极
了！

    

来佐贺之前，很多人说（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有），佐贺啥也没有，不是那种大城市。但是圣诞的时候，街上的装饰真是漂亮极了！也许是比不上福冈，更别提东京大阪了，但是我仍
喜欢这座城市。它本身就已经够美了（笑）

亲爱的们圣诞快乐！



圣诞节 和由真一起第一次卡拉OK in Japan !

2015.12.27

终于到圣诞啦！！

哎，说是这么说，上午还是要上课（笑）对啦，今天开始放寒假啦！！虽然只有十天，不过也算是假期嘛ｗｗｗ说起来，难得的圣诞节，和茶道部的朋友由真去约会了哟！！（爆
笑）

老早就计划好了的。一直在期盼今天的到来(笑)目标是——游戏中心和卡拉OK，我们来啦ｗｗｗ

我们先去了在佐贺梦之城（Yume town）的一家叫Namuko的游戏中心。在那儿和由真一起玩儿了总玩儿的“Maimai”音乐游戏ｗ由真玩儿起太鼓达人可厉害了，有点儿意外呢ｗ
ｗｗ

和女生一起去游戏中心，果然还是要照大头贴！！我们照了好可爱的喔！不过不给你们看 (笑)有点儿害羞么ｗｗｗ

一起吃了广岛烧～

  

然后在梦之城随便逛着ｗｗｗ发现了一家有趣的店！有好多可爱（奇怪？）的眼镜（爆笑）就算买下来也绝对戴不出门的那种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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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知道卡拉OK这个词一开始是日本造出来的。还能打分，我觉得好厉害呀。我唱了好多我会的日语歌ｗｗｗ从三点一直唱到五点ｗｗｗ

由真的声音十分可爱ｗｗｗ

                            

晚上邀请由真到家里来了！跟choko来张合影留念～

                            

圣诞节除了蛋糕，还有什么好吃的？

ＫＦＣ！有点儿吃惊呀ｗ为什么呐

                            

因为由真要来，就试着做了一个简单的巧克力蛋糕！大家都说好吃，真开心！！下次还想试试多做点儿各种各样的！                            

                            



                            

由真的头发，又长又漂亮ｗｗｗ好羡慕啊ｗ我的头发也有这么长就好了ーー        

 

                    

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圣诞节ーー

真的一定要跟寄宿家庭的大家说声谢谢呢。妈妈为我准备了好多好吃的，爸爸送由真回家，然后大家都跟由真很要好，聊了好多，真的好感动。谢谢你们！！今年的圣诞节，美妙得
无以伦比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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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见学问之神！天满宫一（半？）日游！

2015.12.28

周日和住家的哥哥，妈妈一起来到了福冈大宰府的天满宫！第一次来日本的神社，好激动www

                      

听说这里有种很有名的名吃。。。向北京烤鸭一样有名（哥哥说的），叫做梅江饼。就是粘粘的糯米饼里面包上红豆馅烤出来的一种点心。去神社的路上路的两边都是卖这个的
（笑）对于红豆馅没兴趣的我就蹭了哥哥买的一口，热乎乎的甜甜的味道还不错。不过哥哥说这也就第一口好吃，整个吃完就觉着腻了。是这样么www不过住家的爸爸貌似很喜欢
的样子啊。

看到了做梅江饼的机器，把包了馅的糯米团放进去，就会自己烤好了。看起来一圈一圈转的特别好玩（笑）

    

来到了天满宫前，哦，这扑面而来的神明的气息！！！（爆笑）

    

进门先洗手~~步骤还有规定呢（现在已经全忘了www）印象中高三的前辈在茶道部好像也用过相同的道具呢。有什么不同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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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参拜的人好多啊！是因为高三的考试将近么？真不愧是学问之神的神社啊。听说来情愿有助于考试合格。四处都是合格的字样。土特产也都带有合格的名号，真是有人气啊。

我哥一语道破天机：有时间来参拜还不如在家多学会呐！

好有道理啊我竟然没法反驳！！（爆笑）

    

锵锵锵！漂亮吧？传说中的绘马哦！第一次写好激动！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实现吧~

    

这里挂着满满的绘马，凝结着人们各种各样美好的愿望。仔细看看还有中文和韩文的呢，早知道我该用英文写了（笑）还有一个应该是个小朋友画的，稚嫩的笔法，根本认不出来画
的内容但还是可以感受到他的一份心意。

   

哥哥抽了一份签，吉，然后把它系在了这里。

不知道是怎么分的级别啊，大吉？中吉？吉？还有什么？听说吉是一般般的签。那我分点运气给你吧（笑）谁让我是大吉呢www



     

中午来到了一家据说很有名的拉面店，队伍长长的都排到了外面。

    

热乎乎的叉烧拉面，我开动啦！！（不给你们吃哈哈哈）

                           

周一大家又要去上班实习什么的了。在家把房间的玻璃擦得干干净净。听说干净的玻璃能让福气都进到屋里来！好棒！



                           



新年快乐！

2016.01.10

新年快乐！虽说如此今天已经十号啦~

一直以来都特别期待日本的新年，这次在日本过年简直太满足了。看看这丰盛的寿司吧www

                         

日本的跨年少不了红白歌会啊。虽然在里面我就认识个lovelive（笑）看来还是需要多多了解啊，听同学说e-girls挺不错的。然而说实话我对那些多人的偶像团体真的是挺无感的。
那么多人脸都差不多嘛，记名字要花多久啊（笑）

   

和住家的姐姐一起做了点心。就是地瓜泥里面包着栗子的和式点心。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为了让地瓜泥的口感更好，要用筛子把它过滤一遍。意外的是个需要力气的活。住家姐姐一
看就是做过不少次了，效率特别高。我就只有在旁边扶着筛子的分儿了www

                 

对日本来说跨年的荞麦面就像中国的水饺一样重要。不过荞麦面可没怎么给我留下好印象。曾经在日本买过一次荞麦面的方便面，味道简直了。我都惊异方便面还能做得这么难吃。
不过这次尝了一下住家煮的荞麦面，味道还真不错！彻底的改变了我对荞麦面的印象（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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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点多的时候我和哥哥姐姐来到了光明寺，喜多老师所在的寺庙。墓碑旁有一盏盏的灯，听说全部都是手工制作的。看起来很像是电影里经常出现的场面。

日本跨年有敲钟的习俗，从十一点四十五到零点十五，半分钟敲一次，我也很兴奋地尝试了一下。钟的声音还是很大的，一开始把我吓了一大跳www本来是有图片的，无奈网站传
不上来，体会精神吧。

还有一张哥哥出现的灵异照片（笑）可惜网站传不上来。在这让我发一下牢骚吧，这个写日记的页面简直太难用了，照片难传还没法排序。既然每一期的留学生都在用而且大家一周
就要用一次，还是希望能好好的修复一下啊（笑）

寒假期间去了住家的奶奶家，是在乡下的小房子，住家说像是电影龙猫里面的房子一样。很传统的日式房间（图片请自行想象）我在这里和住家的亲戚一起吃了一顿午饭，超级丰盛
的综合拼盘（笑）

   

感觉寒假这几天除了吃吃吃就是玩玩玩啦！我都胖了两斤（汗）希望新的一年也能顺顺利利的！

顺便一提给哥哥介绍了漫威的复仇者联盟系列的电影！漫威大法好！！！最近都在一起看电影！哥哥说他觉着挺有意思的。耶！传教成功！（爆笑）



咏诗会——中日文化的深度融合

2016.01.18

周六受朋友的邀请一起去参加了佐贺的咏诗会。把中国人，日本人写的汉诗加上旋律唱出来。第一次听说要唱诗的时候我笑喷了。毕竟诗在中国不是用来唱的啊！用来唱的是词和曲
啊www不过我还是很有兴趣的和他一起去了，他说他练了五年多了，今天还会上场表演呢！哇，好期待。

                       

会场在佐贺城。是曾经佐贺的藩长所住的地方，现在里面有一个历史博物馆。不过今天是没有时间看啦。

    

流程表。能看到很多参赛的代表团体，还有很多流派。看来这个“咏诗”在日本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乐于参与的。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不能算是完全的中国文化。我看到了不少有日本人写的诗。他们写的诗转换成中文有些怪怪的，但毫无疑问用日文来理解的话，可以感受到诗的美。我觉得这种
“日式汉诗”以及“咏诗”是中日文化融合的典型代表。来源于中国，改善在日本。

演唱的诗里面还有一首诗是2015年获奖的作品。听说会有很多的比赛。日本人对于汉诗的喜爱和钻研让我很受感触。而我对于中国的古诗钻研完全不如我的这位朋友（当然诗人的
历史资料什么的还是我在行啦），也让我觉得稍微有些惭愧。

包雲清的日记



   

除了演唱还有舞蹈。日本的舞蹈我是第一次见，真的是美极了！处处体现着女性的温柔婉约，举手投足间都带着几分矜持和优雅。以后有机会我也想学一下呢。

              

轮到我的朋友上场啦！人好多啊，照片拍出来都是小小的。他的声音特别浑厚，和平时说话的时候完全不同。这就是学了五年的效果吧！我已经预见他卡拉OK一定唱的很好了
（笑）

         

结束后一起去吃巴菲啦！最近真是爱上了芭菲和马卡龙，看来一时半会是瘦不回去啦www



    



长长的周末！（其实不是周末啦~）

2016.01.25

这个周末简直可以算是个小长假了（笑）上周四周五有招生考试，学校放假。然后周六返校考了场试（进研模试），周天开始是下大雪直到现在，周一了，学校放假。噫，五天了
啊！简直太棒了（笑）我觉得我的肥肉又被我养起来了。

考完试之后和朋友一起去唱k~本来说好的全班都去，结果，最后只有我和另外两个男生，一共三个人，用一个超大的房间！天哪，想想都觉得简直太神奇了。

事情是这样的，本来说好全班都去，但是因为男生那边开始组织的，所以几乎所有的男生都要去。女生有几个想去的，但是因为男生人太多，又不愿去了。哎，我就不能理解日本女
生的这种地方。想去就去呗，又担心这个又担心那个的，累不累啊。为什么非要好几个女生聚在一起才行呢？中国的女生可是洒脱多了！比如我，嘿嘿嘿。于是我毅然决然的决定和
八九个男生一起去，好吧，就我一个女生，觉得有点可怜啊（笑）

结果啊，在食堂吃完饭，男生们突然就决定不去唱歌了，他们一起骑车去了机厅，就剩下预约卡拉ok的浩辅还有和他一起的木下。拜托，你们也太讲义气了吧？说变就变是吗？人
家可是为你们把房间都预约好啦！你们一个电话就拍屁股走人啦！我简直不想说什么了。于是只有我们三个人去唱歌啦！

                        

其实要我说我觉得三个人去唱其实挺好的（笑）这两个都和我比较熟。那么多人去了反而可能让我觉得尴尬。不管怎么说，我都度过了一个很愉快的下午。和两个朋友从两点唱到五
点，嗓子累了但是特别开心（笑）可以说是歪打正着吧！感谢那些不义气的男生们！（爆笑）  

   

听说这是佐贺好几十年不遇的大雪！天哪我简直是太幸运了！济南冬天虽然寒冷但是降水少，所以下雪少。佐贺是因为太暖和了所以都下雨。这次能在佐贺见到这么大的雪简直太开
心了~积起来了厚厚的一层！于是我就出门去堆雪人啦！大好的机会不能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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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一个小时堆了个雪人~嘿嘿。住家的爸爸妈妈还来帮忙了！好开心！堆完之后即使戴着手套手还是冻得通红。。。于是我就把手放到哥哥的脖子里啦！（爆笑）

好吧，现在还在下。

                 

雪再多下几天吧！多放十天半个月的假！嘿嘿w      



【补档1】幸运的二月初

2016.03.06

好久没有写日记啦！！今天打开手机的相册又想起了原先的一些事情，所以最近会陆续的补一些原来的日记。

幸运的二月初，在机厅花三百日元捉了一只乔巴www感觉整个人都萌萌哒！应该是第一次在机厅抓上来大件物吧www

    

以及我苦等好久的合格证书...没辜负我花了一个星期复习（爆笑）比大多数小伙伴都过的早我才不会说我很开心呢!!www看来可以接着向下一个目标努力了！

希望好运能继续下去吧，期待和大家的再会！                 

包雲清的日记



【补档2】2月8日-大阪我来啦！！见到你们超开心呢！

2016.03.06

2月8日

放在桌上小盒里的车票终于到了使用的一天！昨天晚上兴奋得差点没睡着觉。心情激动得难以自已。半年啦，终于又能见到你们啦www

            

因为早上很兴奋就早走了一会儿，好吧不是一会儿，是半个小时（笑）百无聊赖的在站里面等车www随手拍了两张照片          

   

 没错我就眼睁睁的看着我要做的新干线进站啦~~      

        

我是坐这辆车的离大阪最远的人，我就在车上等啊等啊等啊等，什么时候才到小伙伴上车的站呢？？？www

再次相见大家都变了好多啊，但是都有种莫名的亲切感www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原来的味道啊！！隔了半年没见关系反而更亲密了的也就只有我们这群人了吧www

晚上大家聚在一起玩牌。好欢脱啊。

包雲清的日记



这种欢脱应该是半年来的第一次吧，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在日本我学会的做多的是观察，体谅别人。我的日本生活很愉快，但我不否认有些时候感到很累。融入同学之间，融入班
级之间，我们需要容忍的，需要改变的，需要效仿的东西有很多。那其中既有我认同的，接受的，也就必然有我所不认可的。但我们在这里的任务之一是去适应它们。我保留着自己
的意见，但我会像大家一样去做。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去考虑要怎么才能做好这不一样的方方面面，无疑是很累的。与我有相同经历的，可以完全理解我的，也就只有面前的这些人
了。我们之间可以真正的敞开心扉，可以回到在国内时的我们。我们不用再去顾虑那么多的规矩，考虑那么多的交往细节。和他们相见，甚至仅仅是说一两句话，都让我感到轻快无
比。

                 

玩完回房间时看到了窗外的车水马龙，明亮的路灯。真的很漂亮，散发着繁华城市的光芒。然而看着它我却不自己地想起了佐贺。没有那么多高楼的佐贺，路灯很少的佐贺，道路有
些窄的佐贺...眼前的灯光只能给我一种很遥远的感觉。

                 

和以往的安排不同，这次的房间是单人的。玩完牌回到屋里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小屋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换好衣服爬上床关灯，静静的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有那么一瞬间我
有点想哭，我想回佐贺，回到我的屋子里。在佐贺的时候我也有时候一个人呆在我屋里，四周也是很安静，床也软软的。但是这里就完全不一样。我从来没觉得我会怕孤独，更不用
说想家。但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我在佐贺的屋子还有住家。我又嘲笑自己，这才是来大阪的第一天，不要像一个离开爸妈的小学生。但就在那一刻我真切的体会到，佐贺已
经是我的家了。一个我想要回去的地方。

希望明天可以看到漂亮的海。



【补档3】2月9日-传说中的和果子也能自己做！

2016.03.09

     其实我觉得和果子（日式甜点）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它的味道。世界各国人民的口味大不相同，比如说我，就觉得日本人喜欢的大部分和果子都太甜，甜的腻嗓子。但是和果子
在国际上有那么好的口碑不是没有道理的。光是那精致的外表，讲究的工序和材料就职的气你出大价钱吃一小块。（我觉得和果子好贵啊www）中间研修我最期待的除了和小伙伴
聚聚也就是那日程表上写的和果子制作了。

     与是今天就从两位年轻的点心师傅那里学了点简单和果子的制作方法。

（讲真他们好年轻啊！不知道为什么提起和果子制作之类的我只能联想到老爷爷老奶奶wwww）

     糕点师傅很认真的回答了我们各种奇葩的问题。。。于是终于开始教了么

      简单来说就是把豆沙球揉到味增球里面，把豆沙球揉到豆沙球里面，把味增球揉到豆沙球里面，这样你就得到了一个好几层颜色和味道的球，然后就切一下，装饰装饰，做成花
的样子。

      讲起来简单但是还是挺费劲的。像我这么聪明的人当然学起来就快（爆笑）但是把球完整的包在另一个里面还是有些难度的。得保证包的均匀，不然颜色不一样的时候会混的乱
七八糟。而且手还要快，因为豆沙和味增时间长了会化在手心里，变得黏黏呼呼的。把这些都做好了才能做出来合格的点心。糕点师傅用十来秒的时间揉出来的团子，我们得花上一
两分钟还不一定成功。顿时觉得他们好厉害啊！

            

终于还是做好了！说实话第一次能做成这样我还是很满意的！能看出来是菊花，樱花，水仙花吗？www

    

好吧，说是在我真的不太喜欢它们的味道，不管怎么说还是太甜了。但自己做得还是努力吃了两个（爆笑）切开后发现里面的颜色很好看啊~

包雲清的日记



【补档4】2月11日-去奈良啦！中间研修的追加福利！

2016.03.09

中间研修的最后一天居然可以在奈良和大阪玩！好开心啊！！！就像是修学旅行一样！

在奈良见到了传说中很爱吃报纸的鹿。。听说他们把很多游客的导游图都吃掉了www还是很温顺的，而且也不怕人。可是你只要一拿出鹿仙贝它们就会疯了一样地围上来www

    

奈凉漂亮的寺。令人感动的蓝天和清澈的湖水。天气真好啊w

   

我真是个天才。快来看看我和鹿拍的自拍www鹿好配合我啊！

                      

傍晚去了心斋桥。。。一年半之前来过一次，让我惊喜的是我还依稀能认出来原来走过的地方。简直就是小吃一条街啊，那我们就只能吃吃吃了（爆笑）

包雲清的日记



   

大阪的名物章鱼烧，又大又香酱汁浓厚，不来一份尝尝嘛？www

                  

来结算一下我到底吃了多少东西。。一根巧克力香蕉+六个章鱼烧+半个菠萝包夹香草冰淇淋+一块炸鸡块+一块烤翅+天妇罗。。。呃，好像还有不少。跟大家一起不知不觉就吃撑
了！（爆笑）

   

晚饭很好吃的样子！店里的小哥还是中国人，好亲切啊！可惜我真的吃不下啦www做了一颗漂亮（也许）的心www

           

晚上点起来灯之后就更漂亮了。。。让我想起来南京的夫子庙和北京的胡同。。。那也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啊。



          

简直不敢相信明天就又要各奔东西了。也许没有在临别之际再多说什么，但莫名有种惆怅。好舍不得你们啊~下次见面又是半年后了。等你们！！



【补档5】用心给朋友准备的生日礼物~

2016.03.26

噫又是好久没有更日志啦。。。

在中国的时候因为一直是住校，所以没时间也没条件给朋友准备什么用心的礼物。但是这边的女生女子里都好高啊，动不动就烤个饼干做个蛋糕啥的。于是我也尝试着用心的给朋友
做生日礼物~特别感谢住家妈妈把厨房和材料给我用~~

与是尝试着烤了一下巧克力的杯装蛋糕~上面还要点缀杏仁碎！（住家妈妈专门买来的www谢谢！！）

   

第一次做装在杯子里的不知道他们会涨得这么大啊www都从杯子里出来了！不过问起来味道应该不错吧！  

           

可爱的成品www巧克力的香气很浓。

然而这并不是我最用心的。。。

我的一个一起吃便当的朋友喜欢游戏（动画）弹丸论破的一个角色，雾切响子。好久没画画的我手也有点痒，就很随便的决定给她好好的画一幅www爆笑

我画起话来还是挺磨蹭的，所以在去大阪之前就开始画了。。。加吧加吧大概花了一个月把！

包雲清的日记



        

从描线到上色一笔一笔慢慢画出来的。。。不满意的地方还是有点，总体来说看得过去！

        

没白费我把最顺手的彩铅带到日本来！派上大用场了~~

两个朋友都很高兴，特别是我给她画的那个朋友。能把这种礼物拿得出手我也是挺骄傲的其实www爆笑

希望和朋友的关系也能更亲密吧qwq



去千绵的老婆婆家体验真正的茶道！！

2016.03.26

周末和住家一起去老婆婆家体验茶会。。。一开始我还是有点底的，好歹也是茶道部的啊!到了之后才发现，哎！我还是太年轻www（爆笑）

老婆婆是茶道的老师，屋子外面的庭院很素雅，有种传统日式的美感。

我们到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摆好啦。真是精美又讲究，我都被吓了一跳。哎，在学校里只能用热水壶沏茶也是没办法啊www

蓝瓷的罐里是凉水，中和壶里的沸水一起沏茶。土色的小罐是装废水的，洗过茶碗的水倒在里面。这些学校里也都有，就是没这么漂亮的www

那个黄黄的小石头样的我是第一次见，打开发现里面是熏香！好讲究啊，长知识了。

 

好吃（呃，还行）的和果子。永恒不变的豆沙和甜腻（苦笑）其实不是很擅长豆沙的点心w

包雲清的日记



这个是砂糖果子，字面意思就是砂糖做的，除了甜啥味道都没有。这个比较硬。我在学校吃过几次绵软的，能感觉到砂糖一粒一粒糯糯的口感，习惯之后还是挺好吃的。

这熟悉的塑料包装和小樱花，瞬间就想起了在大阪做的！！说实在的觉得樱花我们做的还行啊，但是看第二种那么复杂的就该头疼了www

 

老婆婆真不愧是专业的！！沏了很浓的抹茶，味道一直停留在口腔里面。作为抹茶控的我简直太满足！！！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也就够在这种场面不出丑吧www爆笑

 

住家的姐姐闲时会去上茶道课。学的也是很专业的。拿起勺来有板有眼，光是姿势就很好看，沏茶也是很熟练，还有满满的泡沫，好厉害啊www



 

我也试了试，很明显，功夫不到家www（爆笑）

话说我一直以来沏茶的动作好像都是错的，所以怎么快也没有泡。。。噫这么久了老师也没好好纠正过，今天才意识到呢www毕竟老师顾不过来所有人嘛。。。

 

山上看脚下的村庄和大海好漂亮啊。有点期待夏天的到来，想去海边玩水~



     



离别茶会：再见啦，茶道部三年生的前辈们！！

2016.05.01

三月多，到了日本这边毕业的时节。茶道部为毕业的三年生准备了送别会。作为一个去年十月左右才入部的人，我几乎没见过三年级的学姐几次，但是对于二年级的学姐和其他一年
级的人来说，三年级的学姐们是教导他们的朋友和前辈。看得出来大家都非常的不舍。不过对于我来说只能算是一场难得的聚会吧。

茶道部的指导老师也来了，还给我们带了自己买的礼物。作为茶道部的聚会当然要泡茶啦。其实作为周五活动的部活茶道挺吃亏的，因为学校总是周五放假，部活经常被挤掉。导致
我都有点忘了怎么做啦。还好三年生的前辈都很热心地告诉了我。

今天的点心比平时丰富好多啊，开心~

                    

中午饭和大家一起吃了拼盘~果然部活聚会最棒了。和大家边聊边吃特别开心。比平时的午餐开心多了www

                   

拼盘味道挺棒的。

一起拍照啦~对于我来说可能不会再见到这群三年的学姐了吧。都是些很热心温柔的人呢。

吃完饭之后一起玩了uno，想起了在大阪和小伙伴们玩耍的时光，在这里玩的也是很开心啊。不知其他的小伙伴们最近还好吗w

            

包雲清的日记



短いお別れ、これで二年生になるよ！

2016.05.01

中国と違って、日本で三月は別れの季節だ。一年生たちが入って、三年生たちが卒業する季節。

茶道部で三年生とのお別れ茶会をおこなった。私にとっては二三回しか会ってない先輩たちが、ほかの二年生と一年生たちにとってはとても愛しい先輩たちだろう。みんなと一
緒にお茶を立てて、昼ご飯を食べて、とても楽しかった。

春休みが終わったあと、私たちは二年生になる。クラスも文系と理系にわける。校舎も新校舎を使うことになる。変わったことはそんなに多くないが、なんとなく違う気がす
る。いつも一緒にいるモナちゃんという子とも別れる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う。もとＢ組の知らない人ともクラスメートになる。担任の小川先生とも別れになる。いわゆる新しいス
タートだ。

最後の日ともたちと写真をいっぱい撮ったｗ

 

 

包雲清的日记



これからの一年も順調に過ごせるように！！ｗｗｗ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春假和可爱的男孩子们去greenland玩~开心

2016.05.01

樱花盛开的春假，和平时关系比较不错的三个男孩子一起出来玩啦！！虽然已经来了一次不过greenland真是来几次都不够过瘾啊。这次差不多把过山车坐了一个遍~

不愧是日本，这个季节的九州哪里都有大片的樱花。大多是淡粉色的，很漂亮。

 

来认识一下这个叫弹珠汽水的东西。讲真我只在小说漫画啥的里听说过。好像上海还有卖的？？里面有个玻璃珠挺好玩的。味道也就是一般的汽水啦。听朋友说这是他们的童年，小
时候尝试多次把那个珠子弄出来。哇，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爆笑）也算是长了见识吧。

这边的高中生音游打的好棒啊！感觉好像人人都会打太鼓（笑）分数高的吓人。

包雲清的日记



哇，人生第一次坐摩天轮欸！！虽然有点阴天不过还是蛮激动的www下面还是能看得比较清楚的。不过在上面的时候有一点点热。

 

听说摩天轮是约会必备场景，可是像我一样的女汉子会和三个男生去坐啊（大笑）

 

回家的时候天都已经黑啦，小站台也没有几个人，空落落的。不过意外的还挺美的呢。感觉有种陈旧的气息，像是从老照片里映出来的。



                       

三个男生在回程的电车上睡得和猪一样，要不是我叫他们都要坐过站啦w

果然游乐园啥的还是该和男生一起去疯玩，真的是超级愉快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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