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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新鮮な九月～部活

2015.09.13

一週間の経つのは本当に早いね～

色々なことがあった。つまり、とても豊かで楽な学校生活だ！

初めての日記はやっぱり厳しい部活のことを書きたい。

厳しいというのは時間の長さだ。向こうの学校は週に一回部活があって、二時間だけある。でも、こちらの部活は毎日出ることにする。それから、向こうの学校は休みの日はぜ
ひ休みで、他の活動はない。でもこちらは土日や夏休み冬休みなどの休みの日も半日の訓練がある。それに、平日の授業の時間よりもっと早い。朝は本当に眠いけど、しようが
ないことだ。だんだん慣れると思う。

今入っているのはバレー部だ。全員はマネジャーをいれて８人いる、同級生は三人いる。同級生はみんな可愛い女の子だから大好きだ！先輩達もとても親切でやさしいお姉さん
たちだ。いつも色々なことを辛抱強くおしえてくれる。

 

上は全員写真だ！後ろの一番右側の人は部長だ。ピンクが大好きで、格好いい先輩だ。

 

上は同級生と一緒に部室で撮った写真だ。左はゆうき、右はみやかだ。後一人は休みだから残念にいなかった。今度はまた一緒に撮る！

 

これはバレー部のシンボルだ。

 

今の部活訓練は私にとってちょっときついと思って、ある練習の内容はまだできない。でも、だんだん慣れて、できるようにする！

もう一つの面白いと思うことは先後輩の関係だ。先輩に敬体を使って、ごめんって言えなくすみませんって言う。同級生はこう教えた。先輩たちは私が留学生だから気に入らな
いけど、やっぱり習慣を守ってやるほうがいい。

やっと書き終わった！よし頑張れ！

侯天妍的日记



1.新鲜的九月——友善的同学

2015.09.16

 

 

一直觉得自己运气真的很好，自从来到学校的每一天都过得很开心！

住家的妹妹和我同一个班而且受到老师的照顾还坐在相邻的座位，对于这样的安排真的非常感激！

这里的同学非常细心热心和友好，觉得来到这里受到了大家很多的照料与恩惠，不知道要怎么报答和感激。初到的时候体育馆用的运动鞋还没有做好，班里同学细心地记住了我的尺
寸去帮我借合适大小的初中时的鞋暂用；新发的校服很漂亮，但是领结非常难系，也是同班的女生主动来帮我；晚上和妹妹聊喜欢的漫画聊到很嗨，转天周日的时候妹妹就叫来了她
的好朋友还带来两套珍藏的漫画书借给我；在校园里也总是有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微笑的和自己打招呼和聊天，满满的感受到了大家的友好与好奇……

现在在班上已经有了每天在一起吃饭的新朋友，每天中午一起聊天一起吃饭觉得和中国的朋友们相处没什么差别，每天都很开心！前两天玉城妹子送了我一份在家自己烤的曲奇饼
干，非常好吃~我很感激他们可以这么快的接纳我，让我可以不被初到异乡的寂寞情绪困扰，很充实快乐的度过每一天！我给和我吃饭的两个女孩写了信，还送给了她们从中国带来
的中国结！

另外，还有并不那么熟悉的女孩也有写小纸条给我，上面写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对我的好奇，她们的主动让我觉得很温暖，我也有写回信给她们！

现在因为在合力准备文化祭，所以大家的关系更加密切，和班里一起演剧的男生也相处的很融洽，在班里过得很开心！

侯天妍的日记





1.新鲜的九月——期待已久的文化祭！（1）

2015.09.18

 

 

 

侯天妍的日记



 

第一次换装彩排！

今年文化祭的主题如图，班里的演出是由日本的传统故事桃太郎和浦岛太郎改编而成的喜剧。。原本的安排是男生演剧，女生负责服装道具等等前期准备工作，不过我还是有幸被安
排了几句台词成为了演员中的一员^ ^切身参与进来真的可以体会到他们对于这样一场活动的认真与积极，剧本在排练中改了一遍又一遍，道具的准备占据了这段时间女孩们的所有
课余时间，然而所有人甘之如饴，兴奋的期待文化祭的到来。。

学校为文化祭也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比如原本50分钟的一堂课为了放课后学生们对文化祭的准备腾出时间改成了40分钟一节课。。感觉这种事情在中国学校也就想想。。爽！咳咳…
再比如周二下午顶着大太阳除了一下午草。。说实话第一次见锄头感觉还挺好玩。。大家也并没有那么认真的真除草。。差不多就是聊聊天时间就过去了。。感觉文化祭的各种准备
工作都还挺开心的666

觉得这次的文化祭应该还是日本比较传统的文化祭，和动漫里看到的差不多，当然切身参与进来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有各式各样传统的和果子，提前在体育馆进行食券的贩卖。人特
别多本来想的是这辈子估计就这一次所有都想买来尝尝的。。不过排队实在等的时间太长完全买不到。。最后只买到了やきそば的券。。文化祭当天还会有少量的食券再贩卖只能到
时候去碰碰运气了。。

还有想要一提的就是平时僵尸脸的数学老师戴上了金色假发穿上了和服套上了裙子参演了，感觉三观尽碎。。不过感觉老师自己玩的还挺嗨 = =（照片第一张 笑 ）

差不多彩排就是这样。。ng无数遍但是很多段子玩的可开心！期待文化祭！



新鲜的九月——期待已久的文化祭！（2）

2015.09.23

趁着连休多补几篇日记啦。。

这次的文化祭分为两天进行，第一天主要是舞台表演，而且只有下午半天，第二天是开放式的各式各样的活动体验。

第一天

整个文化祭的舞台表演在第一体育馆进行，作为出演者，我们被安排在第二体育馆进行上午的彩排工作。其实大家事先的准备都已经十分充分，再一次的彩排不过是防止在舞台上一
时的紧张出错做万无一失的打算。同在体育馆彩排的还有高二的前辈们，（虽然不明原因，但是超级玛丽真的在高中生中十分受欢迎。）他们表演的是超级玛丽的舞蹈曲，非常诙谐
可爱。后来还发现老师也混在学生堆里一起扭。。感觉老师也有点萌！

因为班主任是地学老师，于是所有的荷物都放在地学教室里，午饭和休息也都是在这里进行。上午女生们在地学教室DIY了班服。。就是从优衣库批来的一大沓子大白T恤上写名
字。。辛苦了！

侯天妍的日记



中午简单的午饭过后，期待已久的文化祭就正式开幕了！（由于各种原因并没能在这一天拍到舞台表演的的照片，也包括本班的喜剧演出在内，感觉有点小遗憾。。有机会拿到照片
之后会来补上照片哒！）

在中国类似于文化祭这种大型活动都要事先有开场仪式，在日本也并不例外。不过开场氛围更加轻松，首先是由学生会录制的轻喜剧，是由各个节目的代表对于自己活动的小概述，
都是非常可爱非常有心意的小表演!之后就是各种代表讲话。。因为听不懂也没太认真听。。再之后就是舞台表演了！

由于本班的表演在第三个非常靠前，所以前两个的舞台表演并没有机会看到，也有点小遗憾。。宣布开始之后我们就撤退到了第二体育馆进行换装和道具准备，尽管现在已经过去了
几天，但现在回忆起来那种紧张的气氛依旧有些激动！准备服装的妹子帮我穿好了和服，然后一蹦一走的颠去了后台后场。。现在想想还有点好笑。

让我有些感动的就是上台前不管是熟悉或不熟悉的同学都会说一句加油，几个相熟的妹子还过来抱我跟我说不要紧张。其实台词并不多也真没有那么紧张。。但是还是觉得心里很
暖，也开始鼓励一起搭戏的演员，跟他们讲在中国遇到这种情况就把台下的观众看成大根（萝卜），这样就不会紧张啦~

……

整个剧完成的非常顺利，大家一起在后台做了带装的合影留念！

再之后就是回到体育馆中继续观看舞台表演，各式各样的表演都非常可爱，但我最喜欢的、感受最震撼的还是和太鼓的表演！说实话以前并没有看过和太鼓的表演也并不知道是一种
怎样的表现形式。但经过这样的一次现场观摩，的确有很深的震撼！我想或许我无法用语言准确的表述这种震撼，它让你心胸澎湃，让你想要跟着一起摇摆，虽然他们齐声唱和的小
调我甚至听不懂，但是这种齐力呐喊的场面确已深深印刻在心里。

……

表演到四点半左右就结束了，班主任自掏腰包买了很多零食和饮料庆贺演出大成功！www真心觉得开心炸了！

完美的一天√



1.新鲜的九月——期待已久的文化祭！（3）

2015.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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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哈终于写到文化祭的重头戏了！

今天的文化祭以开放的模式进行，一到学校就可以感受到与平时不一样的氛围：有穿着其他学校校服的学生，有妈妈牵着一群小孩，也有挂着相机的老爷老太太……上午十点之前是
简单的舞台表演，说实话看的有点困。。倒是因为座位的关系也和其他班的同学一起聊天，感觉聊得还挺嗨哈哈！

舞台表演结束之后就是自由活动的时间了！！除了以班级为单位制作的各种和果子之外，也有外来的店家在学校指定的地点进行各种好吃的贩卖！照片第一行是曲奇蛋糕等等的小点
心，点心铺旁边有刨冰铺子，可能照片看不是太清楚^ ^还有各种扇贝的烧烤，一直在向四周冒烟，不过特别香！！！也有水果铺子，不知道是不是文化祭的原因感觉卖的特别便
宜！再后来午饭时间，还有各种咖喱饭和主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看见了馒头！不过日本馒头有馅，跟中国完全不是一种东西。。

再下面一张照片是陪同学一起逛时候正好逛到了鬼屋。。于是就排队等着进去了！做鬼屋活动的向导刚好是排球社的社长，不由感慨了一下真心很巧！其实鬼屋没那么吓人。。但是
因为背景音乐很阴森而且不开灯黑乎乎一片，再加上里面的迷宫做的蜿蜒好像没有尽头，倒是的确有点渗人。。鬼的妆化的特别逼真，但是因为都知道是学生装扮的反倒没那么害
怕。到出口的时候还有一个漂亮学姐发糖压惊，有种再排队玩一次的冲动哈哈！

还有传统的套圈，打枪，悠悠球等等的好玩的游戏，全部都是免费玩而且玩后的道具等等都免费赠送！

想说的另一个印象很深的活动是室内的电影观看，其实最开始觉得在文化祭播电影可能是最没什么新意的活动了！不过同行的妹子极力推荐，于是大家就一起去了。倒是真的有惊
喜！电影名叫《横田大典的成长日记》，电影内容全部由学生拍摄制作。横田大典是二年四班的班主任，也是一个面相“凶狠”的体育老师，电影讲述的是横田老师从出生到上学到
恋爱，再到结婚、工作的故事，电影的形式如同一部老电影，照片一张张闪过，每当遇到重要的情镜，都是由学生扮演的横田老师进行情景再现，整部电影都是喜剧，所以笑声从未
断过，再加上犀利的字幕评论，更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还有学生们拿着老师的照片去采访路人，询问对老师的第一印象，迎来了整部电影的高潮！这样的一部电影要怎么叫人
不喜爱？

再下面就是午饭时候的照片了。焼きそば因为是现做所以很多人都在排队，等了很久才排到。大热天的真的是一帮男生在现做我也是有点震惊的。。味道大受好评，虽然我并不习惯
这种甜甜的口味，但是也是独一份的体验了！后面是吃完之后大家一起的合影www，全是美美的妹子感觉自己有点幸福哈哈哈！

再然后就挂几张各种教室装饰的照片了，感受一下气氛hhh

想要一提的是昨天深受震撼的和太鼓表演今天又出现了，而且是行进式的巡回表演，再一次观看还是一样的精彩！

还有就是体育老师杵在门口见谁都塞张卖菜籽油的小广告，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但我还是觉得老师萌萌哒哈哈哈！

……

非常开心的一天所以觉得过得好快！

最后就是闭幕式，播放了由放送部制作的文化祭的纪录片，记得很深刻的一句话，翻译成中文意思大概是：“所有青春的印证，都在你们的眼神中、瞳孔中”张张笑脸刻在心上，每
一个瞬间都很难忘，突然觉得来到这里能感受到这里的一切真的很荣幸，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已经对这里产生了一种依恋与不舍得情绪，我想我应该会更加珍惜在这里的每一天！

仪式最后大家齐唱校歌，曲调很悠扬，似乎久久萦绕不散。对这里的一切我充满感激，对于一切美好的回忆，我会珍藏于心底。





1.新鲜的九月——雨中行

2015.09.23

    

 

 

 

除了到熊本之后的当天下的那场雨，直到今天才下了第二场雨，恰好今天社团放假，家里没人，突然间有了兴致去外面走一走。

于是打着伞带着手机，开始了来到这座小镇之后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这里街道不宽，交通也没有那么便利，却别有一番悠然自得的风趣。街道很干净，尽管垃圾分类十分严格，扔垃圾也并不是一件方便的事情，但是你也绝不会在街头看见垃圾。

房子都是一家一户制的，真的是一户一景，处处体现着精致的美感，盆景花丛亦或是绿树成荫，都体现着主人的喜好与品味。

家附近有两家711便利店，放课后饿了也可以去那解解馋非常方便。再往前走据住家妈妈说有一个运动公园，不过倒是没有亲眼所见，我想我会选个一个晴朗的假日去那晒晒太阳。

学校附近私塾必不可少，日本学生上私塾不如中国学生那么多那么频繁，日本学生上私塾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而中国却是无论学习成绩好坏都要上。不过无论如何都是非常辛苦
的。

侯天妍的日记



在711购买了一些生活必备品，便踏上了归途。

在这样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进行一次洗礼，确是一件身心愉悦的事。



新鲜的九月——好吃炸的拉面！

2015.09.30

   

 

 

   

说起熊本的拉面真的是鼎鼎大名了，光天津就不知道有多少家味千拉面的连锁店，其总店就坐落在熊本。

因为周日社团只有半天，所以回家后被妈妈惊喜的告知出去吃拉面！

妈妈说去附近最好吃的一家拉面店吃，于是开车花了三四十分钟到了熊本市，是一家店面并不大的拉面馆。途经了味千拉面的总店，有点小激动！！可能是因为名气很大，去的时候
将近两点了店里满满的都还是人。  

招牌的辣味拉面分成ピリ辛、激辛和鬼辛。。于是毫不犹豫的点了鬼辛（最辣的）！倒是没想到妈妈跟我一块点了鬼辛。。其实之前就发现日本人挺不能吃辣的，没想到住家妈妈吃
辣还挺厉害！这也是一种难得的缘分不是？

做拉面的小哥哥特别帅！感觉还没开始吃心情特别好哈哈哈！

味道非常正宗，味增汤汁非常鲜美。真的没想到这边也能吃到这么辣的东西，倒是有点惊讶！但是真的名不虚传，开车这么远来到这里，确也的确有种不虚此行的满意。

吃到撑的不行，然后开车往回走。路上和妈妈聊天，聊着聊着就被问到在中国有没有彼氏，有没有在学校看见合眼的帅哥，喜欢什么类型等等一系列羞羞的问题！然后被很认真的叮
嘱了找对象不能看脸要看内心。……！

不过妈妈愿意跟我聊这么多其实真的很开心，也真的是因为这边住家妈妈的体贴还有同学们的可爱和不疏远让我少了太多的初到异乡的困扰，思乡浅浅时，能让我用更多的精力面对
眼前的生活，更让我有动力以笑容和行动回报他们的友好与付出。

侯天妍的日记



2.多雨的十月——葬礼（1）

2015.10.07

十月的到来伴随着两天两夜连绵不断的细雨，心情也一样有些低沉了下来。

夜很凉，单薄的毯子已经换成了棉被，深秋十月，名副其实。

床头摆放的叠好的冬季校服——纯黑的长裙，让人看着有些压抑。妈妈交代，参加葬礼时，全黑的冬服比白色的夏服更合乎礼节。

原本是一个相当愉快的夜晚，住家的爸爸妈妈翻出了前几年的当地传统节日的录像带，一家人围在桌子前笑的前仰后合。冷不丁的，收到了班主任的邮件，教室里坐我前面的、已经
接连请了一个星期事假的M君的父亲去世了。

M君是个话很少的男生，若不是正巧坐在我前面，初来乍到的一个月也受到过他的照拂，我恐怕都想不起这样一个存在感相当低的同学。

乍一听到这消息，甚至以为是自己的日语能力出现理解上的偏差。正当壮年的父亲忽然去世，对于一个家的打击有多大恐怕无法想象，身为长男的沉默寡言的M君对于这样一个突如
其来的噩耗不知是否也茫然不知所措。

这样一个安静到让人心慌的夜晚，不知道又有多少人伤心失落难以入眠……

侯天妍的日记



2.多雨的十月——葬礼（2）

2015.10.07

傍晚6点整，妈妈驾车载着我和妹妹到达了熊本市的某会馆参加葬礼。

参加葬礼的除了我们这些学生之外，更有一大部分是M君父亲生前的公司同事及上司。

忘了说明，这边的习俗似乎是M君父亲的三个孩子的同班同学都需要参加葬礼仪式，可能这就是异文化的差异，在中国这并不符合情理甚至如果鲁莽前去会被视为失礼。

葬礼开始了。

双手合十，虔诚地向逝者鞠躬行礼。

而后，穿着和服的老者咏叹哀伤的旋律，讲述M父亲短暂的一生。M父亲享年48岁，正当壮年，无奈疾病缠身，硬扛了两年时间，终是永别了发妻和三个孩子，独自离去了。

虽然我不完全听得懂吟唱的内容，但依然被会馆中难以言喻的悲伤氛围所感染。许多人都在默默流泪甚至啜泣出声，这样一个原本圆满和睦家庭的破裂，如何让人不为之心痛惋惜。

吟唱完毕后，会场的所有人排队到棺前与逝者道别。

会场很大，我们一直在最后面，除了声音之外其他东西都看不真切。直到渐渐靠近灵堂，才真实、强烈的感受到那份压抑肃穆与刻骨铭心的悲伤。再向旁边一瞥，M君一身西装笔挺
的坐在长椅上，扶着身旁哭的撕心裂肺的母亲一同向来场的亲友致谢，再旁边是满头白发的老妇默默抹着眼泪。随即鼻头一酸，眼泪险些夺眶而出。

M君兄弟三人，下面两个弟弟，一个初中，另一个才小学一年级，懵懂的眨着大眼睛，还是什么都不明白的年纪。此时坐在奶奶身旁，因为年纪很小腿还够不着地，所以两腿摇摇晃
晃的耷拉着，发现同班的同学还眨巴着大眼睛捂着嘴偷偷笑。这画面真叫人心酸，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叫他如何理解生死的意味，叫他如何想的明白为什么爸爸一睡再也不起……

   走到灵台前，长桌上摆着麦壳（并不知道是什么，麦壳是猜测）和香炉，模仿着妈妈的样子，右手两个指头撮一小撮麦壳，放至额前，之后洒进香炉任其燃烧殆尽，双手合十再鞠
一躬，转身向一旁的M一家弯腰回礼致敬，完毕。

一个人的去世，一个家的支撑倒下，身为长男的M君此刻只能毅然挺身而出担起一个家的责任，这样的一夜长大，或许表面坚强刚毅，但终究还是个比我还小的孩子，我无法想象他
心中的茫然与煎熬，只能盼望M一家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积极乐观的过好往后的生活。

也愿逝者安息，一路走好。

侯天妍的日记



2.多雨的十月——葬礼（3）（自省）

2015.10.07

就这次M君爸爸去世的事情，还是有些感触的。

世事无常，不幸的人太多太多。

一直觉得自己被幸运女神眷顾，有幸通过这样一个机会，用一年时间全身心的感受日本的风土人情。转眼来到这里一个多月的时间了，说实话甚至没受到什么冷遇，一直被同学们的
友好所包围，住家妈妈也特别体贴温柔，无论在家还是在学校都过得十分安逸。但是似乎安逸过头了，有些松懈了。

十月到来，这段时间一直心里有些浮躁，感觉日子一天一天在过，但是难得的机会却好像在虚度光阴，没什么意义的一天一天熬。当时的奋斗目标定的太过浅显以至于现在有些茫然
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M君的遭遇是让我心里有些震动的，既然可以这么幸运的平和的生活，我希望它可以更加丰富和有意义一些。

暂时想到的可以去做的有以下三点：

1.更加主动的和同学和住家交流，不是把自己当成留学生空加了一道无形的屏障，而是融入他们，进行心灵的交流，也正所谓心连心

2.小镇不大，但风景也足够美好诗意，接近自然得以身心舒畅

3.正式的投入到这边的学习生活，把自己当成真正的一名日本高中生要求自己。虽然有些课程真的听不懂但是如果不努力连希望都没有。特别是国语古文这种在中国学不到的科目更
需要认真去学习

我想这三点目标对于现在的我而言足够严苛，也并不是一时半会就可以达成的。

希望多年后回想起这段特殊的经历时满意、无憾。

侯天妍的日记



浮躁的十一月——小反省

2015.11.12

这段时间真的是很多事情堆在一起，感觉自己也是过了刚来日本时的兴奋期，渐渐感觉有些停滞不前。虽然表面上和同学住家都相处的很愉快，但是还是会时常觉得寂寞，甚至明明
堆积了一大堆的事情要做但还是觉得无趣无聊。

总结起来一个字：颓。有点忘记自己当初来日的初衷，将近近来的两三个星期都在混日子，意识告诉自己有些事情要做，但是化为行动的时候总是一拖再拖，自己在心里鄙视自己，
然而也并没有做出什么改变。

退了当初坚定不移要入的排球社，自己都有些恍惚，也的确按照自己所想的多出来了很多的空闲时间，也利用了这些时间多了很多对日本的体验，但是自己的心自己知道，并没有脚
踏实地的对待这里的生活，不知道应该做什么，目标模糊不定，前路不知道如何去走。

受了些风寒，在家休息了两天没去学校。利用这两天的时间好好反省了一下将近三个星期的颓废状态，也认真思考了一下将来不足九个月的留学生活应该如何更有价值更开心的度
过。

这么难得的留学生活，也舍弃了很多东西来到日本，若是虚度，可能将来都无法原谅现在的自己。这里的生活固然和国内所不同，但自己一直以来是以外国人的身份自处，可能自己
都没注意到很多时候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我想接下来的校园生活中，需要放下心里的顾虑，真正的融入到和大家的相处中去，也真的很感激这里所有人的和善，可以一直宽容的对
待状态那么糟糕的自己。

虽然自己的状态一直不佳，但是的确很多的体验丰富了我的留学生活，我也深知传承的重要性。自己也一直在调整自己，目前而言，感冒也好的差不多了，我也希望很多想要分享的
东西可以在这之后一一弥补。

再之后就是现在的目标

1。尽早进入下一个社团，开始另一种体验；

2.多出去走一走，放松心情开拓视野；

3.接下来的期末考试要认真备考了，有压力有动力；

4.考试结束后要坚决着手N1的能力考，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留日期间考完；

5.把住家妹子这里能看的漫画统统消化（:-D）

6.离手机远一点

7.以及最后一条自己正在做的，把欠的日记在一周内补完，迎接新的生活与体验

以上

（说实话不知道这样有点消极的内容投到网站上是否合适，但是也的确是自己这一阶段的一个真实的状态，也算是给之前有点不好的情绪画上句号了。）

一个人在小镇里晃晃悠悠的散步，偶然发现了一台不起眼的热饮贩卖机。随即买了一杯冒着白气的热可可。11月中旬，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已经添上了保暖衣裤，但就这么坐在
路旁还是有微风夹杂着丝丝凉意。可可捧在手里有些烫手，口感甜的发腻，却不明缘由的有种久违的幸福感，可能放弃失意的自己也多了份释然的快感。这一路上得与失总是相伴相
生，而时光与机遇却是失不再来，颓废与失落终将成为过去，涅槃即获重生。这一次，我想紧握所得，才能不负所失。生活还很美好，还有太多精彩值得我去努力。

侯天妍的日记



前方高能：日记主页即将被刷屏！请提前做好护眼措施！（笑

2015.12.18

事情是这样的。

这个月的月例报告提醒我，日记投稿多的中间研修会发一堆好吃的作为奖励。于是我屁颠屁颠的跑来补日记了（:-D

之前因为各种有的没的能说的不能说的原因，谨遵“能拖就拖”的四字“箴言”，目测一个多月没写日记了……内心的歉意和羞愧驱使我赶紧跑上来补日记（笑

orz好吧貌似语气相当虚伪并不能感受到什么歉意和羞愧…其实我就是冲着吃的来的！【捂脸……

真的这么肤浅么？！

是的就是这么肤浅！！（笑

其实这篇日记并没什么实际意义……我就是要告诉全世界我要趁着寒假开始补补补补补补日记了！！

其实过得特别好……晒幸福晒多了不知道会不会被打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总之……这么水的日记应该只会写这一篇了……接下来的日记保证好好写……【正经脸！

侯天妍的日记



4.12月末——寒假、新年的前奏！（终业式）

2015.12.21

    最为漫长的第二学期落下了帷幕，转眼间来到日本竟也将近四个月的时间了。算是彻底的度过了来日的过渡期，正脚踏实地认真对待这里的学习生活，尽情享受这里一切的馈
赠。

    其实日本高中的所谓寒假，我以为更确切的说应该只能被称为黄金周，因为与中国漫长的寒假相比简直少得可怜……我也曾经不止一次的向周围的朋友炫耀中国学生幸福的长达三
个多月的寒暑假期，她们纷纷表示不可置信以及，极度的羡慕（笑！）

    和我的学校相同的是，进入假期的前夕都有一场实际无趣却逃避不了的终业式……

    终业式是全校集会，校长颁奖以及期末致辞。

    颁奖环节我认为还是极具日本特色的一项庄重的活动。奖项的类别繁多，从学习到体育再到书道插花，目不暇接。台下有老师诵读颁奖词，台上领奖的学生与校长分别在颁发奖
状、奖杯前和颁完奖后进行30°鞠躬礼，学生下台时还需要向台下学生老师深鞠一躬，才算仪式结束。意外的让我想起了樱桃小丸子里的类似情节，如此的儿时记忆不禁让人有些小
怀念。

    之后是学年集会，这个我认为就和自己的学校就很相似：由絮叨不止的老师和昏昏欲睡的学生组成的一场你情我愿的集会……

    之后就是年末大扫除，和平时的扫除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关于在这边学校扫除的一些有意思的事项我想之后另起一篇文章，在这就不多说了。

    半天的终业式结束，意味着寒假的正式开始，当然，真正放松之前还有一项可怕的活动就是长达一个礼拜的补习课程……虽然都只有半天的时间相对正常的上课轻松一些，但毕竟
作为习惯了考完试就开始撒欢到处玩的中国考生而言是不习惯的……！

    圣诞节与新年也即将接踵而至，虽然还并不清楚日本本土的庆祝方式，但我依然怀着好奇期待着节日的到来。

侯天妍的日记



5.年末年初——圣诞节

2016.01.16

    一直的印象而言，在对于圣诞节的态度而言，日本应该和中国大体相似，不过是年轻人约约约的借口，女人们买买买的高峰，以及商家年底促销的契机罢了。而事实也的确如
此，没什么特别的仪式和活动，只是家家门前装饰上圣诞树和霓虹灯，看起来喜庆欢喜。或是在圣诞节当天同学间的几句Merry Christmas！的祝福，与中国也十分相似^ ^//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样一种可谓没什么意义的节日里，却有一项人人遵守的小习俗——圣诞蛋糕。我当然会认为这个小习俗很有意义——白吃的蛋糕对于任何一个喜爱甜食的少
女而言都是不可抵挡的诱惑！:-D

   也问过这边的小伙伴为什么会有这样吃蛋糕的习俗，答案是她们也并不知道……其实这答案并不出乎意料……我想，如果是为了满足少女们对蛋糕的喜爱而一直保持下来这样一个习
俗，也足够有说服力了！

    总之对于这样一个没报什么期待的节日，倒是得到了一种意外的满足感，果然甜点可以带来幸福感这话一点没错o！(*￣▽￣*)o

    第一张照片自然就是圣诞蛋糕了，照它是因为看起来真的很美~精致漂亮的餐具总是为食物多增添一份诱人的美感与食欲。

    第二张是学校美术部布置的一间圣诞屋，晚上霓虹灯闪烁耀眼，美得叫人移不开眼。

侯天妍的日记



5.年末年初——元旦（初詣）

2016.01.17

             

    初詣——对于日本人而言，可谓是新年最为隆重的仪式。

    清早的阳光明艳动人，直暖到了心窝里。

    最上的照片是一家人出门进行初参拜时的留影，住家妈妈照的相片，相当难得的全员到齐_(:зゝ∠)_包括萌萌的多利君<(￣︶￣)↗

    初参拜与平日里的惨败流程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不过是人流量是平日的数十倍，进宫惨败也是排起了长队。神宫中也贩卖各式保佑平安的饰品，样式精致各样。

    我更想强调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神签。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信日本神灵是个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但从住家表情却亦不难看出来，他们对于抽神签也不过作为一项有意思
的活动，不盲目当真。或者说，抽神签是一种世代流传下来的风俗或许更为恰当，人们将抽到的签条牢牢系在神宫门前准备的细绳上，表达一种吉兆成真，凶兆驱除的美好愿望。

    日式风格的新年与中国相比更偏向于祈愿，但凡经过任何神社都要入门一拜，以示虔诚之心与对神明的敬意，也是十分有特色有趣的体验。

侯天妍的日记



5.年末年初——新年贺卡

2016.01.19

      

    之前听说过日本新年贺卡的重要性非比寻常，于是绷紧了神经买了一大打贺卡在家里备着……却发现跟自己年前年后寸步不离的住家妹妹完全没动过笔，这才恍然或许哪个国家都
是一样，学生之间并没有那么多的所谓必须做的条条框框，愿意写可以写，懒得回信就口头道谢，与传言全然不同。在和朋友证实了自己的猜测后，也就心安理得的偷懒了hh…o (*
￣ ▽ ￣*) o

    倒是因为机会难得，贺卡买了不少，于是给国内的朋友和同在日留学的战友们寄去了新年祝福。说实话从来没寄过贺卡，最开始还挺手忙脚乱的。也是第一次知道有的明信片是
自带邮票功能的……实践果然是最好的老师(；′⌒`)……

    因为给国内寄的贺卡自带邮票价格不够，需要另贴邮票。又恰逢家里没人，于是用手机在搜狗地图上将路线全程截图，很生猛的骑着自行车上路了……所幸安全完成任务，第一张
图就是人生第一次进邮局买的第一份邮票……

    最后想说的就是谢谢各位寄来贺卡的小伙伴^_^

    异乡佳节，收到母语的来信真的是有种暖到心窝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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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末年初——年夜饭

2016.01.20

       

          

    相较于大年三十的冷清，大年初一就显得异常丰富充实了。

    一整天的行程除了清晨的神社参拜外，就围绕一个主题——吃！于我而言，这绝对称得上是件幸福到极致的事了=，=

    上午到中午的时间是在住家爷爷奶奶家度过的。家里只有两位老人，住家姑姑不巧正在加班，未得相见。入了深冬，即便在南方的熊本，也足够感受到入骨的凉意了。这边的室
内结构与住家的结构完全不同。拉开横门，入目即是非常传统的日式榻榻米。一家人钻进暖炉里将将坐好，住家奶奶便端来一壶果香四溢的梅子酒，孩子们在特殊的节日里获得允
许，都得到了一小碟暖身的果酒。果酒入口香甜可口，让人由心而生一种莫名的幸福感。 

    中午吃的相对简单，但毕竟是过年期间，相较平时也是意外丰盛的一顿午餐。饱餐过后，一家人陪着老人看电视，话家常，温馨满满。老人们的欢喜与幸福之情满满的写在脸
上，却让人不由心疼。很久之前就想写一篇关于日本家庭观的日记，不过提笔措辞的确有些难度，起草后便搁置了，现下确是想静下心来继续写写了。在此刻总结为一句话，无论在
哪个国家，哪个家庭，亲情的牵绊永远是人们心甘情愿的软肋，家人的相处永远是埋藏在心底的最幸福的画面。

    告别住家爷爷奶奶后，一家人在熊本市区四处“游荡”，掺了就找到家甜品店埋头大干，到此时我也再不疑惑来日本之后飙升的体重从何而来了/(ㄒoㄒ)/

    闲散的时光总是飞逝，接近晚饭点时，一家人驱车向住家外公外婆家驶去。

    住家外公外婆家相较爷爷奶奶家就热闹许多，几大家子人在新年相聚，小一辈与畅怀痛饮的大人们分桌而食。菜品不愧为年夜饭的配置，丰盛的令人咂舌。与前夜的冷清便当也
形成了异常鲜明的对比。不由暗叹：惊喜果然在失望后令人更加欢喜珍惜。

    同桌小一辈不过五个人，住家表哥表姐都是非常温和好相处的人，这样一顿饭也吃得十分尽兴。

    果然节日庆典是感受文化的最佳时日。如此一天，我只想由衷感谢他们无条件的包容与关爱，让我这个离乡的外来人不孤独，更意外收获了满满的温暖和幸福。

    分享两张照片随意感受~^_^ （因为合影都是人脸，所以刻意缩小了很多，见谅^_^）

侯天妍的日记



重逢与别离

2016.02.12

本来分开的时候一忍再忍没哭，看完群和各种说说之后直接在空荡的候机厅放声大哭…刚分开就开始想念，是真的感激能在这个年纪邂逅这样一群人，有你们在就不会孤单。

爱你们，7月再见

侯天妍的日记



两人行

2016.03.13

    3月的到来，伴随着早樱冒芽的花苞与初春和煦温暖的风。难得住家妹妹社团休息，我们于是相约乘电车前往熊本市内闲逛。这样的出游并非第一次，但都有旁人同游。如此单纯
的两人行，在我来日半年竟是头一回。一时间也有些难以言喻的期待。

    市内电车的搭乘方式与国内公交相近，20多个停靠站点无论何时下车都统一定价。与中国不同的是，下车投币。电车长度大约是普通巴士的1.5-2倍长。在电车尾部贴心地设置了
换零钱的装置，所以下车投币时，无找零服务。    今年2月份开始，星巴克樱花饮品在日本地区开始限量贩卖。听了很多朋友的推荐，又难得进城。于是拖着妹子直奔星巴克。日本
的星巴克也是人满为患，与国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或许是期待太高，热饮的口感远不及心中的期待。不过也算了却了一桩念念不忘的心愿。

    回程的路上，正赶上晚高峰，电车上人挤人好不热闹。微微抬头便能看到妹子稍显疲倦的侧脸。突然一时间无法抑制，高高扬起的嘴角和荡漾的喜悦。习惯了17年独生子女生活
后，生命中突然闯入一个与你同吃同住，一同上学一起唱歌一起逛街，年纪相仿的女孩，笑闹间，总令我有种平白捡到个亲妹妹的窃喜感，我享受并分外珍惜。

侯天妍的日记





三一一

2016.03.13

    2011年3月11日，日本当地时间14时46分，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一时间也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关注与救援。

     5年后的今天，我在距离震源，数千千米的熊本，与全校师生一齐，在，3月11日，14:46这一刻，面朝东北，为地震中丧生的鲜活的生命默哀。

    事后问其同学才得知，东日本大地震以来，每年的3月11日都会进行默哀，如今已然是第五个年头。我不禁有些愕然。当年同样震动世界的512汶川大地震。虽然每年也能在新闻
中准时看到当地人每年的默哀祈福，但远在天津的我，也仅仅是在震后一个月，与学校一起集体为逝者默哀，此后便再无此类活动。

    常说日本人像樱，单片花瓣毫不起眼，却能在满园樱花盛开时，给人震撼至深的壮美与力量。由默哀如此小事，却能做到年年坚持，这样一份深入骨髓习以为常的手足情深，是
一份令人温暖而安心的力量。也令我深思，自省。

侯天妍的日记



毕业式前传^^

2016.03.13

论起学校对毕业式的重视程度，仅仅由各个有关社团增加的活动次数便可见一斑。毕业班级，校长室，会客厅，等等的装饰便离不了花道部成员的努力。花道部人员紧缺，加上半路
出家的我，也不过4个一年级生。繁重的布置任务，让我们打起精神奋力一战，却也乐在其中。^_^

【第2张乃鄙人拙作~

侯天妍的日记





毕----业----式

2016.03.15

    一年一度的毕业式悄然来临。花道部部员除去在毕业式前夕，用鲜花装点校园外，还在毕业式当天有着更为艰巨的任务。

    毕业式当天，我跟随另一位花道部一年生，与另一个不相识的高二前辈一齐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老师在简单介绍过热水的取出方式，及上茶基本礼仪后，便匆匆离去。 

    向事先装好抹茶茶包的小茶壶中添加开水。静置20-30秒后，将泡好的抹茶倒入瓷制小茶杯中。右手持托盘，托盘上分别放置茶杯与茶托。在主宾寒暄入座后，入室。由客人左侧
上茶，先茶托后茶杯。伴以规定用语。视为完成。以上动作在毕业式开始之前的一个小时内，随着宾客的陆续到来不断重复再重复。虽是并不复杂的机械动作，但作为一次人生初体
验，也算一份独特的意外收获。

    就我自己学校的毕业式而言，与其说是场仪式，不如说，是毕业生的一场最后的狂欢派对。各式歌舞表演，猜谜游戏，努力给分别营造出一种轻松欢快的氛围。而抱头痛哭，各
种表白自拍合影，也意味着这场狂欢接近尾声。

而日本的毕业式显然与国内截然不同。各类人群代表手中冗长的讲说稿，足以预见这场仪式庄重严肃的景象。唯有中途毕业生代表发言时，听到略带颤抖的哭腔，才令我猛然心头一
紧。

    散场音乐响起，掌声响起，率先退场的一班学生却没有像彩排一样顺利退场。高大的男生举起横幅，大写的＃谢谢＃醒目扎眼。他们高声呼喊，对父母尊师的由衷感激，对学弟
学妹的殷切期盼。他们嘶吼着，对身侧同窗6年密友的依依不舍，对这一方土地的浓浓眷恋。他们更虔诚的，向着过去6年的青涩年华含笑告别。虽前路坎坷险阻，吾将心怀赤子之
诚，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曲终，人散。

    毕业式结束，雄浑的曲调还在耳边回荡，会场已然空无一人。一时间有种莫名的情绪喷发而出，忽的鼻头一酸，眼泪似要夺眶而出。越长大，越害怕眼见如此分别之景且不论回
国之后，但英伦7月底离开熊本，与住家、同学分别，就已不愿深想。时间飞逝，缘分让无关的人紧密相连，却又不得不分开。人们常说，分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私以为，分别更
是为了丰满羽翼，成长自己，在完成一场自我提升过后的久别重逢，才更加令人翘首以盼。距离回国已不足4个月的时间，眼前的生活，我倍加享受与珍惜。

侯天妍的日记



三月三女儿节

2016.03.15

    女儿节（每年3月3日，有女孩子的人家搭设坛架，摆上人偶及其用具，供摆菱形年糕、白酒、桃花等的仪式）作为日本的传统佳节，即便是没来日本前，也算闻名已久。

    因为家里养了小狗，住家曾经传统的五阶人偶（正常直接供于塌塌米上），早已被藏了个严实。一是每年改用迷你版的人偶，提前一个月左右，装饰在家中高处。女儿节人偶的
作用，是代替家中的女孩子承受一生的厄运，通常在女孩出生后便会购置，以保女孩儿一生无忧。

    女儿节到来这天，除去人偶的装饰外，还从住家妈妈那儿收来了一大袋被称为女儿节传统食物的零食。（如图）

    后来听住家妈妈说起，女儿节的人偶可以提前很早就装饰。但在女儿节过后必须马上撤下。否则就会有女孩子嫁不出去的不祥预言。初听起，我不禁忍俊不禁。但我想，也正是
这样一些可爱又不成文的小习俗，将记忆中刻板严肃的节日章程生动活泼起来。使得岁月变迁时空转换过后的如今，人们依然愿意传承古老的文化，且继续发扬。

侯天妍的日记



花道

2016.03.29

      综合各方面因素的谨慎考虑和与老师、社员的多次商讨后，我结束了短暂充实的3个月排球社团生活。对排球部社员的喜爱与对排球的钟爱不变。只是更多的希望在短暂的留日
时光中，以己之力留下更为丰富深刻的印记。

     一直觉得插花会是所有女孩心中的梦，是人们对于美的追求的最直接的表达方式，更是一种安静动人的行为艺术。它富有一种令人身心愉快，灵魂升华的神奇力量。来日前，我
便对花道部充满新奇期待。即使当时为了热爱的排球暂时搁浅了心中的少女梦，但在阴差阳错后的再一次社团选择中，便再不愿错过了。

      花道部的指导老师，是一位年近花甲的外聘教师。无论何时都直挺的脊背，从不懈怠的正坐坐姿，永远面带微笑，柔声细语的模样，让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优雅内秀的老太太就喜
欢到了骨子里。

      4个月匆匆而逝，我也从最初的无所适从，渐渐适应，进步。

       我以为，每一朵鲜花的她独一无二的姿态与美感，就像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人，都有着不同的才干与能力。那种文章作品中，一朵鲜花的每一个摆放位置改变都会影响整体的美
感。如同大朵艳丽的玫瑰永远装饰于最为惹眼的中心位置。小颗繁密的满天星，常装点于作品下方遮蔽剑山，衬托大朵玫瑰的娇艳可人。粗壮生硬的樱花枝，总要招摇的撑满画面，
给人无限生机。亦如，在不同角色中，各司其职的我们，于最适合的位置，才能绽放最完美的自己。

       于花道中，得以摆脱浮躁，静心思考，学习取舍之道，得以洗涤心灵，升华灵魂。于我而言是份无上珍贵的馈赠，在花道中得以体验感悟人生。

侯天妍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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