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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03

ははは、さっきバスを乗る時はある運転手が漫画を見ながら、運転しました。危なかったですが、ちょっと面白いと思います。

劉雅軒的日记



2015.09.04

2015.09.04

今天是在日本学习的第四天，也是和大家一起相处的最后一个晚上了。从在北京集合到现在，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却交到了可以一起坐车，一起买东西的小伙伴（虽然大家的名字还
没有完全记住>_<~）。明天下午我们就要各自奔赴新家庭，新学校，体验真正的日本社会了。从北京到日本这一路上，有很多人都在帮助我，特别是基金的老师们，每天都和我们
一起参观，给我们培训，带我们去吃好吃的~每位老师既漂亮又亲切，真的像是大姐姐一样~明天就要离开大家了，好不舍得啊~~~~晚安咯

劉雅軒的日记



9.15

2015.09.15

我前天说想要一个笔筒，然后奶奶说他会做，然后今天就收到了这样一个漂亮的笔筒～～～我夸奶奶她做的很好看，她还害羞，哈哈哈，奶奶好可爱～

尽管现在住在别人的家里，但是家里人却让我心里充满温暖，很有家的感觉。刚来的时候，民俗妈妈对我说，你妈妈把自己的女儿送给我，我一定会好好对她。听完之后感动半天～

～～所以，我也会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好好爱他们～

劉雅軒的日记





补发9.11

2015.09.19

鹿儿岛是一个很美的地方，有山有水。尤其是在坐电车的时候，有一段路沿着海，仿佛电车开在海上一
样。在不远处有一座山，和云彩交相辉映。虽然坐电车要两个小时，但是我很喜欢坐电车的这段时间，
尤其是晚上，可以迎着紫色的晚霞，坐着电车，听着音乐，看着远方，心里充满幸福感
这是我在日本的第一周，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有我可以接受的，也有我还在慢慢适应的。但是寄
宿家庭的家人、老师和同学们对我都很亲切，不管我问他们些什么，他们都会耐心的给我解释。尤其是
寄宿家庭的妈妈，总是给我讲一些日本人的习惯，还教我一些有趣的鹿儿岛方言。在学校的时候，老师
也会问我有没有和同学们一起吃饭，有没有人和我一起坐电车回家，亲切的照顾我这个日语还不是很好
的中国留学生，虽然我现在还不能和同学们用日语流利的聊天，但是当我又不懂得问题的时候，他们总
是笑着回答我，大家笑起来的样子都很好看～
今天下午的自由研究时间我和同学一起打了羽毛球，羽毛球馆里很热，尽管汗流浃背，但是所有人都很
努力。我也决定下周去参加羽毛球部，向着我的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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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

2015.09.20

这周三的时候，国际交流基金的堀老师和李美老师来到了鹿儿岛。和我、张戈、民俗家庭的家长、学校
的老师们一起吃了晚饭。能再次见到日中交流的老师们，让我有一种见到家人的感觉。从面试到培训，
日中交流的老师一直让我觉得很温柔，很亲切，也很漂亮～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只有心连心的小伙伴
们和日中交流的老师们才最能理解我的心情，给我带来最切实的帮助。因为我们有着同样的经历，都体
会过孤独和成长的喜悦。

想必下次再见到大家就是在大阪了吧，半年以后，我们约好一起打羽毛球，可别忘了！也希望大家都能
用这半年的时间，充实自己，好好学习日语，体会日本的生活，尽管我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心连
心^_^

劉雅軒的日记





9.20

2015.09.20

这一周我连续七天都要去学校，好累啊～～～而且还总是在操场上，很热！！都晒黑了！！但是真的都
是值得的！为了今天的体育祭！

日本的体育祭和北京的差很多，首先时间比较长，一共开了两天，原来学校的运动会也就半天儿就结束
了。而且内容也不大一样，除了接力和拔河，基本没有其他的比赛，都是各个社团、年级的表演。我觉
得最有意思的是老师们的cosplay，男老师们纷纷穿上丝袜，打扮的“花枝招展”地从主席台前走过www。
我的班主任扮演的是白雪公主，衣服都是大家从家里凑出来的，大家一起打扮老师，感觉很好玩儿～体
育祭上最忙碌的是应援团，在节目衔接的时候，应援团都要组织各个年级，一起喊口号，应援团还有他
们自己的表演，在比赛的时候应援团也是加油助威的主力。应援团负责把气氛搞热，让所有人一起呐喊
的声音响彻整个操场。
虽然真的很累，真的很热，但是所有人都很努力，尤其是高三的学长学姐们，为了他们的最后一次体育
祭，拼尽全力。体育祭结束的时候，很多高三的学生哭了。不管曾经发生过什么，在高中三年的最后几
个月里，对学校、老师和同学只剩下不舍。尽管受伤，尽管欢笑，尽管落泪，体育祭还是结束了，所有
人把练习的成果，完美的展示给了家长、老师和同学。总之很有看点，很惊喜，很圆满^_^
唯一觉得遗憾的就是，我只有一次出场的机会，是和整个年级一起跳舞，除此之外，我就一直坐着，站
着，听着，看着，鼓掌，喊口号，看大家笑。虽然两周了，但是融入真的很难，语言不通带来很多不
便。无法和同学们聊天，开玩笑。只能问他们一些日语上的问题，尽管我主动搭话，三言两语也就结束
了。虽然大家都很温柔，但是所谓的朋友，我还没交到。语言真的很重要，没有这个工具，交流起来就
很困难。尤其是时间长了，留学生的光环就慢慢消失了。所以我想抓紧时间多学习日语，变得可以和同
学们聊天，开玩笑～～

劉雅軒的日记



9.23

2015.09.23

在回家的路上，一家子人满满的坐在车里。途中大家下车去买水，就剩下我和外婆，我们说起最近天总
是多云，然后外婆就给我讲她年轻的时候，看到过一次超赞的夕阳：外婆和她的爸爸坐在巴士里，因为
外婆眼睛看不见，所以刚开始看的不真切，只觉得眼前一片红色、橙色的光。巴士继续开，旁边是海，
太阳从海平面慢慢开始下落，余晖照亮了整片大海，海上的浪花反着太阳的光，照亮了外婆的脸。其实
我也只能从外婆嘴里说出的那些简单的日语，在脑子里一点一点拼凑出这美景，但是在外婆讲述过程
中，她暗淡的眼睛里闪着的光，让我体会到了这美丽的一瞬间，足以让一个83岁的老人所铭记的，一定
是很美，很美，很美的一刹那吧。

劉雅軒的日记





9.27

2015.09.27

其实很早之前就想往家里寄明信片了，但是很想要鹿儿岛风景那种，一直没找到就耽搁了。前几天和家
人一起去邮局，无意间看到了这个樱岛的明信片，打算写点什么，送给远在北京的家人。

昨天和民俗家庭的家人一起去了妈妈的朋友家吃晚饭。阿姨送了我和miki很多礼物。都是阿姨自己亲手
做的，有零钱包，项链，小挂饰。我发现日本的女人都很心灵手巧，都会做一些小手工～～我也好想学
学啊ʚ ɞ

劉雅軒的日记







9.28

2015.09.28

今天很开心～

今天放学之后，我在教室等miki的时候，和同学去了lawson，买了肉包子和薯条，回到班里之后五个人
一起吃。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我一边听着，时不时插上两句。其实也没什么让我觉得特别难忘，特
别想笑的事情，只是五个人坐在一起有那么一点幸福感。我其实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好吃的、好玩
的，都会让我充满期待。然而今天这种莫名的幸福感，我觉得来源自于自己的进步：慢慢的能听懂大家
聊天的内容，开始和大家分享好吃的，听他们说别的班里谁在谈恋爱…让我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自己和他
们很近，即使褪去留学生的光环，我们也可以慢慢成为朋友，加油！！保持这种感觉！！！^_^

劉雅軒的日记



10.4日语先发 焰火晚会

2015.10.04

昨天和一家人一起去了雾岛市一年一度的焰火晚会。晚会8点开始。不过因为去看的人很多，所以我们6点钟就出门了。中途妈妈去预约好的店取了便当，我们就早早地去了看焰火
晚会的公园。

到了公园，停车场已经停满了车。爸爸赶紧去找停车位和坐的地方。然后，全家人一边吃便当一边等待8点钟的到来。

8点准时放了第一发焰火。之后接连不断，天空也变亮了。大家一边说着：“哇~好漂亮啊~”一边观看。之后焰火持续了一个小时。形状各式各样，有心型，有连发焰火等。焰火闪
烁着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的光，非常漂亮。奶奶说：“今年的焰火晚会比往年晚。一般是夏天，大家穿着浴衣去看焰火。这次是在凉爽的秋季举行。”山上的公园虽然很冷，可
是看到焰火，心里变得温暖起来。

这次焰火晚会对我来说初体验。Waze（鹿儿岛方言，“非常”的意思）开心（≧∇≦）。在中国，春节的时候和家人一起放爆竹和焰火。在日本由专门的焰火师放烟火。雾岛市以外
的人也来了很多，大家一起观看了焰火。
国家不同放焰火的方式也不同，但是我觉得观看焰火时的感动是一样的。

焰火升上天空的一刹那，是极美的瞬间^-^。

指导：爸爸，妈妈，奶奶，MIKI

劉雅軒的日记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10.4

2015.10.04

朕的亲笔～萌萌哒！从早上开始元气满满！！

劉雅軒的日记





10.10

2015.10.10

日本是一个很讲究的民族，这种讲究渗透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比如，吃饭。在日本，吃饭前后要说
“我要开动了”和“承蒙款待”，表示对种粮食的人和做饭的人的感谢。如果是在外边吃饭，在吃完饭后，
不仅要感谢店员，还要帮助店员一起收拾。把碗、筷子、盘子、杯子等等摞在一起，放到桌子的最外
侧，方便店员收拾。我想，日本人这种为别人着想的心里，很多时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劉雅軒的日记



10.19

2015.10.19

寻找一个舒适的姿态，面对生活。

仅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就发现了中日两国学生也好，民众也好，许多不一样的地方。我想，接下来的一年里，在异文化的冲击和洗礼下，一定会变的更加不一样吧。正是因为
在这种充满未知和挑战的生活里，我更需要为自己营造一种舒适的感觉，保持平静的心态，让每天都能元气满满！( ^ω^ )

1.从良好的作息习惯开始

每天早上5:35的闹钟一响，我就要开始新的一天了。因为路途很远，所以每天上下学坐电车各两个小时。晚上因为有部活，所以差不多8:30左右才能到家。吃过晚饭后，洗澡，简单
的收拾收拾，背单词，写作业。为了让第二天也能精力充沛，催促自己10:30左右上床睡觉。好在日本的学习压力不大，只要不磨蹭，还是可以做到的。

2.利用零碎时间

现在的生活，时间被分割的很碎。白天，在学校的时间最多，坐电车的时间排第二，在家的时间最少。所以，很多工作，都不得不被安排在学校和电车上进行。在学校午休或课间，
会看书或者学习语法。这样一来，有不会的日语问题，也可以直接请教同学们。在电车上，会被背单词或者休息。总之，不要把时间错过，尽量安排的充实一些。

3.找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寂寞总是难免的。如果总在这种负面情绪下，生活想必也不会开心吧。所以当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喜欢写写字帖，这样既能练字，也能平复一下自己的心
态，缓解压力。或者是和民俗家庭的妈妈、miki一起做一些小手工，日本人的手都很巧，我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

4.保持和家人、朋友的联络

每次见到家人或朋友熟悉的面孔时，总是很开心。向他们介绍我在日本的生活，展示自己引以为豪的小作品，和他们抒发一下心中的烦闷。尤其是父母，因为是独生女，所以不光我
会寂寞，我想爸妈也肯定很寂寞吧。所以，每周一次的视频聊天，成为我们最开心的时间！(((o(*ﾟ▽ﾟ*)o)))

5.坚定目标，勿忘初心

虽然部活的事情，一波三折，到十月份中旬，我才加入部活。但是，我最终的选择我认为是正确的。虽然羽毛球部算上我只有四个人，但是大家都很热情，练习的时间也非常快乐
（目标：瘦！｡-_-｡）。还有就是日语的学习，这一年与原来的同学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日语的环境。所以，日语的学习成为我最大的目标。在这里，仔细听周围的人说日语（夹
杂着鹿儿岛方言≧∇≦）、模仿大家说话、请教同学们日语问题，看语法书，背单词都是我每天的必修课。一定要在这一年里，让日语有个质的飞跃！（目标：过N1——!￣▽￣)

总之，面对生活，是适应而不是顺应。让自己接纳生活，也让生活拥抱自己。寻找一个让自己舒适的姿态，向接下来的生活，前进！！！*\(^o^)/*

劉雅軒的日记



10.26大隅半岛一日见学

2015.10.26

大隅半島一日見学！丹念なごみ拾いから！手の込んだ酒と黒酢の醸造まで！日本人はどこまでも精進していて、慎重で勤勉で、私も得るところがとても大きいです。縄文時代も
遊びにふけって帰るのを忘れさせます！最後の総括：たくさん見て、たくさん考えて、たくさん学んで、たくさん行動して、よく考えること！

鹿児島でこんなにもたくさんの中国人留学生と知り合えて、とても嬉しいです。ほとんどが大学生なので、一人で日本に留学に来ている高校生の私にはとりわけ面倒をみてくれ
ます。親切にも私にlineの使い方や、SIMカードはどうやって買うかなどを教えてくれました。お兄さんお姉さん達はみんなとても親切で、優しいです。お昼はみんなで一緒に
食事をして、日本の美食を味わっただけではなくて、お姉さんの手作り弁当も食べました。作ったのはお寿司でしたが、ある種の中国の味がありました〜食べながらみんなの話
を聞き、日本の大学の具体的な情況も少し理解しました。将来また日本に戻って来て大学に行くための、助けとなりました。本当に得るところが大きかったです！

 

可以在鹿儿岛认识这么多中国留学生，非常开心，大家大多是大学生，所以对高中就独自来日本留学的我也格外照顾。热心的告诉我line怎么弄，手机上网卡怎么买等等。哥哥姐姐
们都很善良，热情。中午和大家一起吃饭，不仅尝到了日本的美食，也吃到了姐姐亲手做的便当。虽然做的是寿司，但却有一种中国的味道～一边吃一边听大家说话，也了解了日本
大学的一些具体情况。也为将来我能重回日本上大学，提供了一些帮助。真是受益匪浅！

劉雅軒的日记





近期

2015.11.05

这周连续上了九天学～～好累啊～～～

11.1在学校礼堂举行了神村学园建校60周年纪念仪式。纪念仪式上，来了两百多位外宾，大家都身着正装，一起为学校60周岁生日庆祝。在活动上，播放的短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讲的是神村学园从1955年建校起，一直至今的点点滴滴。刚开始建校的时候，是一所只有十五个女学生的看护福祉专业学校（大概就是这样吧≧∇≦）然后慢慢扩展成为今天这
样拥有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职业学校的神村学园。六十年前的样子是我不能想象的，只能从录像中的照片上看到曾经年轻的校长如今两鬓已经发白，脸上也印满了岁月的沟
壑。然后在大会上还表彰了许多位教龄超过三十年的教师，最长的是39年，也就是说，老师们把自己人生的三四十年都献给了学校，如今都已两鬓斑白的他们奉献的不只是青春，
而是一辈子。

11.3学校里举办了文化祭。我们班是做炸鸡块，我担任销售的工作。对每位客人说：欢迎观临、好吃的炸鸡块150円一份、快来买吧、谢谢光临等等。来买的客人很多，队伍排的很
长，所以总是断货。为了不让客人等的太久，大忙得不亦乐乎。下午闲暇之余也和同学一起去别的地方逛了逛，买了不少好吃的（≧∇≦）其实除了吃的，还有买生活用品的小摊，都
非常有意思。在日本，老师对学生很放心，像用油炸鸡块这种危险性较高的事情，在原来的学校，基本是没有的。但是在日本，学生们都有一定的料理基础，也非常的自律，虽然老
师也会担心，但是还是敢放手让学生们去体验。文化祭的时候，不止是学校里的老师或者同学，还有住在附近的客人们也回来参加，或者是学生的家长们，所以人很多，有的很有人
气的东西要排很长时间的队，但是大家都很耐心的等待，并且提前准备好零钱，方便卖东西的人和在后面排队的人。第一次参加日本的文化祭，总是收获很多，也很有意思。

11.1的时候，从澳大利亚来了两名留学生，有一个跟到了我们班。虽然我的日语和英语都不是很好，但是我们还是说了很多，她也教了我很多英语单词。很开心———( ^ω^ )一起
努力学日语吧！！！

劉雅軒的日记





地震———!

2015.11.15

第一次感受地震

震源地：萨摩搬到西方冲

最大震度：4

时间：2015年11月14日

           早 05:51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地震。晚上睡觉的时候，平躺在床上，就感觉床在左右摇摆，墙也跟着晃动，把我从睡梦里摇醒了。刚开始还不太清醒，迷迷糊糊的以为在做梦，过一会儿清醒了
以后，发现可能是地震了，但是却没有想要逃跑的意识=_=现在想想有点儿后怕。后来就听到楼下住家妈妈的手机发出“地震、地震”的报警声。等到停止摇晃的时候，我就拿起手
机，用Yahoo查了一下，发现真的是地震了。好在不是很强烈，也没有人员伤亡。但是我通过这次地震，发现自己对于灾害的防范意识并不强烈，如果发生大的地震，根本不知道往
哪跑-_-#第二天，住家妈妈给我讲在日本如果发生地震，洗手间是很安全的逃生地点。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桌子下面也是比较安全的。希望大家珍爱生命，保护好自己！！！

劉雅軒的日记



追加

2015.11.15

前几天，和爸爸妈妈还有Miki一起去了毘沙门瀑布。看到了美妙的景色，特别开心。瀑布是挂在很久很久以前的火山碎屑流的熔结凝灰部上的。过了好多好多年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的。瀑布从很高的地方落下的那一瞬间非常漂亮。绿色的石头，高高的竹子，清新的空气，晴朗的天气… 这就是鹿儿岛县！^ - ^

劉雅軒的日记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Happy Birthday

2015.11.27

11.24，17岁的生日(^O^)第一次离开家人、朋友，在日本同学们的祝福里，和民俗家庭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

其实生日当天并没有过什么，早上住家妈妈身体也不太舒服，晚上回来又要去机场送阿姨，晚饭也是在机场随便吃了点儿，我还以为除了QQ邮箱，没人记得我的生日了呢…>_<…
后来晚上到家之后，和中国的父母视频聊天了，虽然很远，但是能感受到父母还是很惦记我的心情，心里还是暖暖的^ - ^还有原来的同学们，也都发信息祝我生日快乐，还给我讲
了他们最近为了准备会考，学习很忙和班里面好玩的事情（＾∇＾）最让我觉得意外的是生日那天早上我去学校，刚一进班里大家就一起对我说生日快乐，后来我还问了问日本同学
们过生日的时候都做些什么。还有就是收到了交流中心老师们的礼物和照片。每位老师亲手写的小卡片都成为我继续坚持的动力，每次想到交流中心的老师们一直在我的身边，让我
觉得心里很有安全感(｡-_-｡)

之后第二天，11.25晚上民俗家庭的家人们为我和外婆（外婆的生日12.1）办了一个小小的派对。住家妈妈给我买了蛋糕，还有KFC的全家桶。（民俗家庭每逢谁过生日，都是蛋糕
配全家桶「笑」）还收到了miki礼物——一个大大的hello Kitty枕头、住家妈妈的礼物——保温杯。虽然是在异国他乡，但是能得到这么多人的祝福，已是心满意足了（＾ω＾）这
也将成为我从此以后一段美好的回忆吧＾＿＾

劉雅軒的日记





日本柿子

2015.11.27

日本的柿子是硬的———!第一次吃这样的柿子，看起来都一样，但是吃起来是脆脆的，像苹果一样，不过味道还是柿子的味道…这种感觉很奇妙。第一次吃就爱上了～完全没有原
来吃柿子之后那种苦涩的感觉，吃完一个还想吃———!嗝～～～（≧∇≦）

劉雅軒的日记



食べる‼ 

2015.12.07

美味しかった‼ カレーナン+コーヒー+抹茶ケーキ、たくさん食べてしまう〜〜

劉雅軒的日记





灯展

2015.12.13

昨天，我和寄宿家庭一起去看湧水町的灯展了！！汇集了各式各样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灯泡，非常漂亮。天气虽然冷，但是人们被灯泡发出的光芒照着，脸上也变幻出各种各样
的颜色。非常开心！！！

劉雅軒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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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神さまが祀ってある神社(中文）

2015.12.13

今天的天气很好，和民宿家庭一起去了龙的神社。虽然已经入冬了，但今天还是很暖和，从山上往下看，有种一碧千里的感觉，满满地都是绿色。神社里人不多，安静的让人的心能
沉静下来，也很有日本的味道。这次去神社第一次买了一个小平安符，据说什么都能保佑～哈哈哈、抽签的时候写的是“吉”，很满意！

劉雅軒的日记





看视频

2015.12.17

虽然直到今天我才看了我们这期留学生的视频，但却意外的有种惊喜感。到日本已经三个多月的时间了，心情从刚开始的激动，开心，不知所措，到现在的冷静，从容，习惯。看了
我们刚来日本的那个视频，又在心里反复思考了自己最初定下的目标。现在我一点一点的学着如何融入这里，慢慢的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学习这里的文化，思考差异背后的本质。
尽管日语能力还算不上太好，但是经历过三个月的锻炼，已然不再是当时站在机场，左顾右盼地我了。还有这期留学生的视频，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只有在北京和东京相
处的那短短十天左右的时间，但是彼此却成为了在这异国他乡最熟悉的人和最要好的伙伴。看到大家每天元气满满，在学校的和住宿家庭都相处的很好，我也感同身受的为他们高
兴。最近在学校，我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说话，和大家的关系也有了质的飞跃！有的时候，还可以和同学们一起玩词语接龙，虽然我总是要思考很长时间，但是大家都有耐心的等着

我。马上就要步入寒假了，可以和民俗家庭的家人们一起体验日本的圣诞节和元旦，表示很期待~~~~~~~~！！

劉雅軒的日记



圣诞聚餐

2015.12.21

今天在同学家举行了圣诞聚餐。11个人做了好多好吃的，蛋糕、披萨、炸鸡块、意大利面等等。第一次见识的日本女生超高的女子力（身为女性的长处），我简直太惊讶啦。
(╯‵□′)╯我做饭不太拿手，就尽量帮大家的忙，跟着一点点学。最后合影留念啦。非常开心。

这次受到邀请真是好高兴呀！~~~ o(*￣▽￣*)ブ

劉雅軒的日记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12.27　　美味的章鱼小丸子

2015.12.27

昨天，和Miki还有丽绪奈一起做了章鱼小丸子（≧∇≦）我是第一次做章鱼小丸子，所以特别开心 (｡-_-｡)
   先把搅拌好的小麦粉和调味汤汁还有红薯和鸡蛋放进章鱼小丸子的机器。接着放章鱼、香肠、卷心菜、葱花和面酥进去。然后，等烤好了之后，用竹签 (たけぐし)之类的翻过来翻

过去^ - ^等里里外外都烤熟了，就完成啦！！！

章鱼和葱花是我切的。葱花是越切越大，要想切成一样大小好难啊 (￣^￣)ゞ不过，切着切着就越来越好看啦！
 

  用竹签给章鱼小丸子翻个儿最好玩了〜真希望和大家一起做外焦里嫩的章鱼小丸子呀 (*^o^*)各位下次也试试做做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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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我很忙~

2015.12.31

新年好呀 新年好呀 祝福大家新年好~~

我们唱歌 我们跳舞 祝福大家新年好 ~~

为了迎接新年，这一周我过的很忙碌。第一次尝试着做了“moti”还有“soba"，虽然有点儿难，但是很好玩儿~soba更难一点儿，面很硬，要加很多次水才可以。

做完soba之后，胳膊一直很疼( ▼-▼ )

（moti的制作过程敬请期待~）然后今天从早晨到晚上一直都在打扫房间，我和住家小伙伴把房间的布局改了，把以前的小隔板拆了，变得更宽敞了（我们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现
在打通了）。还打算在屋子中间放一张小桌子~~！今天就要和2015年说再见了，这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在日本我经历了很多，我想象不到如果我没来日本的话，现在是什么样子，
因为总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我应该来到这里的感觉(●'◡'●)。明天开始就是新的一年了，爆竹声中一岁除（又老了一岁》-《），新的一年里自己也有了新的目标，在此就先不赘述了。

劉雅軒的日记



其实，这些目标还是要靠自己一点一点的完成~记在心里就好~最后，在此辞旧迎新（有点儿早）的伟大时刻，祝大家新年快乐~财源滚滚~

2015.12.31  17：19



2015年最后一篇小作文，送给我最爱的你们♥

2015.12.31

这篇文章，只为纪念我们曾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不知道同期的留学生或者是前辈们对于原来的同学是一种什么感觉。总之，我，很想他们。大部分的人是从初一开始一直陪我走到现在的，确实是直到现在，在我留学的这段日子

里，他们也一直都在。

我不像有些人，回去之后还能和他们一起毕业，一起升学。从此，我不能再和他们一起吃早点，一起上体育课，一起考试，一起元旦联欢。那些曾经最开心的片段，再也没有我的身
影。每次想到这些，都觉得好遗憾又好羡慕。不过好在，我们的友情经得住考验，即使隔海相望，却总还能接到你们的电话，收到你们的信息，听你们分享班里面发生的有趣的事
情。那一刻真的幸福到笑出声来~今天元旦，你们不约而同地给我发来小作文，真的让我好感动。明年你们就要参加会考了，希望你们都过！都是A！祝大家新年快乐，财源滚滚！

一起加油吧~~送给最爱的你们♥

劉雅軒的日记



2016年，希望一切都好

2016.01.01

2016、你好！昨儿晚上熬夜守岁、今天却起了个大早，去看日出，迎个好兆头～虽然每天太阳都会升起、但是却很少有这样一段时间，静静地等待它慢慢笼罩大地的瞬间。大自然
总是能让我们成为摄影师，那种不参杂任何特技的美丽，带给我们的是心旷神怡的美，大气磅礴的美。后来又去了附近的神社，许了愿，抽了签（吉），住家爸爸抽到的是大吉！羡
慕———不过住家妈妈说，虽然位于中间，但是也很好，只要努力就有进步的空间～嘿嘿～回去之后，又吃了年节菜，饱饱!(*^o^*)最主要的是，还收到了压岁钱～～～～～～!开
心～～～!（＾ν＾）

劉雅軒的日记





漂亮的贺年卡

2016.01.04

在日本，有每年都要寄贺年卡的传统。之前我也买了贺年卡，不过觉得住宿家庭做的特别的贺年卡更好。住宿家庭的妈妈说12月25号之前寄的话，1月1号就能到。所以我早早写
好，寄给了在日本的朋友、日中交流中心、班主任老师还有社团活动的老师。问地址的时候，他们说也会给我寄，好开心(●'◡'●)剩下的贺年卡打算回头寄给中国的朋友和父母（剩
下的……？其实是特意留下来的啦＞－＜）。然后，Miki告诉我，如果有人的家人去世了的话，那一年就不能给这个人寄贺年卡（学到知识了）。

今年你也给认识的人寄了贺年卡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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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比赛———

2016.01.10

经过两周多的准备！昨天我参加了鹿儿岛县的演讲比赛！预赛大概有四十名选手，大家来自各个国家，身着不同的服饰，有人留学，有人工作，有日语水平高的，有上下台礼仪规范
的，总之各有千秋，各具特色。因为演讲没有固定的主题，所以，我也从各位选手的演讲中，听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看法。大家不约而同的都在演讲里结合了自己在日本的
这段经历，有苦有乐，我也从中学习到了不少东西，找到了自己的影子。特别是选择讲日本和自己原来生活的城市的一些异同点的人很多。有很多我虽然知道，但却并未留意的异同
点，听了演讲者的讲述后，不仅觉得有趣，更觉得很多差异就是体现在细节上的。在演讲比赛的时候，也结识了不少来自中国的大学交换生。相比于他们，我觉得自己欠缺的不是日
语的能力，而是对于留学的渴望和坚定。总之，听了很多，学到了很多，下面展示一些照片吧～有我可爱的朋友，张戈哦～

哦哦哦哦！最重要的！很意外！很意外的！我进入下一场比赛了～～吼吼～～～

我们下期再会！（≧∇≦）

劉雅軒的日记





我做汉堡牛肉饼了

2016.01.20

昨天，住家妈妈教我汉堡牛肉饼的做法了。第一次自己做了汉堡牛肉饼（≧∇≦）大大提升了我的满足感----做了五个人的牛肉饼，大家都夸赞：“好吃”。太高兴了。回中国后，我

想做给爸妈吃(。-_-。)

劉雅軒的日记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南国的雪

2016.01.20

最近两天很冷，但是能在九州最南边的县看到雪，也是不容易的。前两天，民俗家庭的爸爸妈妈带我爬山，看雪。鹿儿岛的雪不似北京，下大雪的时候铺天盖地，把整座城市都笼罩
在白色里。鹿儿岛的雪倒更像是蒲公英，轻轻的，小小的随风飘舞，时有时无。而且雪景也与北方不同，这座山上颜色分层很明显，山顶上的大石头上覆盖着一层雪，石头下面是略

显荒芜的植被，在山脚下，还有碧绿的湖水。可谓南方与北方的雪各有千秋，难分伯仲。好啦～上图

劉雅軒的日记





获得五斤大米

2016.01.25

1.23演讲决赛-----获得了奖励奖(｡-_-｡)并不是很满意------但是确实是一次很好的经历，也结识了很多和我一样，在鹿儿岛留学，对日语很执着的外国人。也通过大家的演讲，意识
到很多平时没有注意，或是并没有放在心上的细节。能有这样的机会锻炼自己，也丰富了留学生活，确实收获了很多。在将近一个月的准备中，老师、住家的家人、同学都给了我很
多帮助，真的谢谢大家了～下面发图啦（我与可爱的外国小男孩(●°u°●)  」

劉雅軒的日记





美美的雪

2016.01.25

昨天早上一睡醒，就感觉自己从鹿儿岛穿越到北海道了一样。一股寒流给整个西日本带来了罕见的大雪。虽然对于我这个北方姑娘来讲，雪并不是什么罕见的景象，但能在鹿儿岛看
到漫天大雪的情景，还是觉得倍感亲切。前段时间北京下雪的时候，看到同学们在朋友圈里发了一起玩雪的照片，深表羡慕的我这会也显呗了一次（≧∇≦）miki找来了她的同学，大
家一起堆雪人、打雪仗，感受着雪花落到身上的喜悦，在反射着阳光的雪地里打滚。虽然天气寒冷，但内心炙热。到今天，厚厚的雪依然静静地覆盖在屋顶上，伴随着滴答滴答的溶
雪声，我在家里静静的感受寒冷-_-#冻死啦-----！因为下雪，电车动不了，我获得了一天假期～开心！不过路很滑，也不能出去，只能在家里冷着了---呜呜ヽ(´o｀；

劉雅軒的日记





Ss的鸡蛋

2016.01.25

最近经常吃辣的面条。对完全不会做饭的我来说，这就有了一个最简单的做饭的机会。就是放一个蛋进去。昨天的我觉得最好了。颜色外观还有味道都是最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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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笛不是催促，而是致谢。

2016.01.30

对于日本司机的文明和礼让，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都感同身受。虽然以前也听说过日本的司机是很少鸣笛的，来了之后，也慢慢习惯于他们的谦让，但是回忆起北京的司机叔叔们，
才觉得真是天壤之别o(` • ~ • ′。)o。在日本也存在堵车的时候，被堵在后面的司机既不能快快的到达目的地，也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状况，真着急（○｀ 3′○）！但是却很少有人
选择通过鸣笛的方式催促前面的司机。因为你急大家都急，还是安静地等交警叔叔过来吧，别给大家添乱了 (-人-)。在日本有许多路都很窄(记得我之前跟住家介绍北京的长安街，他
们都不敢相信= =)，有好多地方甚至只容一辆车经过，所以两辆车面对面碰头的机会就很多。不过礼让的日本人一般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不管是哪一方先看到对面的车都会主动地
退回去，或者是停下让对方先过去。当两辆车平安“挤”过去之后，司机会按一下喇叭，表示感谢。这便是互相不熟悉的司机们致谢的方式。虽然路很窄，车子并不少，但是相比北
京，在日本堵车的现象并不多，每个人都对交通规则百分之百的遵守，正是因为这种秩序，不仅让司机们能更快的到达目的地，也是对自己，对对方生命的负责。几年之后，想必大

家也都会与自己的爱车奔驰在路上，不论路是宽是窄，车是多是少，平安都是对于自己和家人最重要的。

劉雅軒的日记



第一次过节分（＾ν＾）

2016.02.05

节分

鬼----出去！

福----进来！

2月3日是日本的节分日。这一天要一边大声说着“福进来，鬼出去”一边撒豆子，还要吃和年龄一样数量的豆子（≧∇≦）我吃了17个花
生，喉咙好干 (-｡-;爸爸和奶奶分别吃了50多个和70多个…好痛苦的样子！饭吃的是紫菜卷。一开始我以为那么长量那么多的紫菜卷肯
定吃不完的，但是住宿家庭说要向着吉利的方向默默地想着心愿全部吃完，我就使劲想着“我想瘦、我想瘦”全都给吃了。 (´･_･`)。越
吃越好吃（≧∇≦）

反正很有意思！（＾ν＾）

劉雅軒的日记





猴年，你好

2016.02.07

新年快乐～

第一次觉得这四个字这么重，重到喘气都有点儿哽咽。

猴年，你好（＾ν＾）在这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当然都是中国人和海外侨胞了）一同辞旧迎新之际，我谨代表自己，向大家说一声
———新年快乐！第一次这么发自内心的想要过年，想要吃饺子，看春晚，放炮…然而却只能自己一个人在屋里拿着手机写下这篇日
记。对“形影相吊”这个词也有了更深的体会。第一次一个人在外边儿过年，越是这种举国欢庆的团圆时刻，想要回家的这种归属感就
越强。问了好多人怎么能在国外看到春晚，也打算除夕夜给住家包一次饺子（第一次包饺子，其实真的是不会的，但还是想满足自己，
让自己吃一次饺子，嘿嘿d(^_^o)。今年甚至哪天是除夕，哪天是初一都有点儿模糊。周围的人都很平静，只有我自己内心澎湃的想要
过年。张罗着要买肉买菜，提前很久就问爸妈怎么包饺子，怎么捏得好看…甚至幻想日本和中国离得这么近，当除夕晚上，全中国都放
炮的时候，是不是也能看到一点点儿光m(__)m也在心连心的群里和大家聊了两句，还在想如果今年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能做饭的话，岂
不是全国东南西北的年夜菜都能吃到了，哈哈哈（不过很遗憾…我就不怎么会做菜）。好在，很快就能和大家见面了，那时候应该就会
很热闹了吧～～m(._.)m

劉雅軒的日记



研修第一天

2016.02.08

研修第一天

从很久之前就一直很期待这次研修。能再度与大家见面，真的很开心。说不出为什么对只认识了一周多的同期生会产生诸多依赖和信任的情愫。又不禁回忆起来日之后的第一次分
别。那种对未来生活的担心与激动仿佛还回荡在心里。一别就是半年，这半年，我们被迫着成长了许多，也收获了许多，但我想有些收获是不能用语言形容的，它悄然无息的改变了
我，刺激着我去尝试很多个第一次。第一天的见面很开心，和大家一起坐车来到中心、一起分享寄宿家庭和学校的事情、一起在车上传零食、一起包饺子、吃饺子…又找回了半年前
的样子。我想，这次的经历留给我的不仅仅是语言上的进步，还有与同期生和老师们结下的深厚的友谊，以及对事物更深刻的看法和更宽阔的视野…

期待接下来快乐的研修～

劉雅軒的日记





情人节～

2016.02.15

从大阪回来已经三天了，昨天是情人节，今天是周一，所以，同学们都把做好的巧克力、小点心带到学校来分享。第一次做巧克力，虽然是最简单的那种，但还是注入了对大家的
“爱”(￣▽￣)不过和别的同学的一比，简直天壤之别，日本的女孩子女子力太高了，连男孩也会做巧克力…不过还是很开心，收到了很多好吃的小饼干和巧克力。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哦～

劉雅軒的日记





羽毛球大赛

2016.02.23

好久没写日记了(*^_^*)

上周日，和部活的同学还有学校的学生一共十个人左右，一起参加了萨摩川内的羽毛球比赛。比赛全部都是双人的，上午，我和我的小伙伴一起打了三场，胜了两场，意外的获得了
「准优秀」的奖状和小礼品，作为初学者的我，表示很开心～～～后来比赛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我们一直帮助工作人员打扫卫生，收拾善后，所以是最后离开体育馆的人。

劉雅軒的日记





家的味道

2016.03.02

刚走近，一股浓厚的肉香味儿就扑鼻而来，推开门，红星二锅头、牛栏山二锅头的酒瓶子摆满了不足十平米的小店，坐到座位上，红色的菜单，汉字的菜名，顿时让我味蕾打开。今
天中午我和同学一起到中华料理店吃午饭，在日本有很多中华料理，来了之后也和住家的爸爸妈妈一起去吃过，但说实话，很少有能让我觉得很好吃的地方。可能是都慢慢变的更符
合日本人的口味了吧。不过，不管为了什么，我觉得店家还是应该保持中华料理原有的味道，原有的特色，并不是以量多价钱低作为营销的手段（我之前去过一家中华料理店，撑死
也吃不完的量，但是住家还很喜欢，因为量多价钱低）。今天去的那家店就感觉很亲切，从装潢到味道，让我们这种只身一人在异国他乡的人也能尽可能的尝到家的味道。所以，对
那些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却能坚守做出家的口味的厨师们表示感谢，谢谢他们为像我这样的人点亮了一盏照亮家的方向的灯。

今天的店家是一位老爷爷，他知道我是中国人之后，特意做了三个春卷和三个麻团送给我们（一共三个人）。我一直跟他说谢谢，但他却说，都是中国人，应该的。我顿时被那种从
内而外的温暖包围住。让我不禁想起了这半年我在日本所见过的中国人，虽然年龄、出身地等等都不一样，但却因为彼此是中国人而互相帮助。从陌生到熟悉，只是因为听到了那句
熟悉的“你好”。

红烧茄子

宫保鸡丁

三个肉包子

外加您送给我们的春卷和麻团

这顿饭吃的胃里暖暖的，心里也暖暖的。下次有机会，还去您的店里^_^

劉雅軒的日记



----摘草莓----

2016.03.19

今天和住宿家庭一起去熊本摘草莓了(・ω・)ノ好开心〜因为草莓是随便吃的，所以一边摘一边吃了好多(｡-_-｡)和Miki照了好多相(^｡^)最喜欢甜甜的好吃的草莓了 ( ´ ▽ ` )ﾉ

劉雅軒的日记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跟同学去玩儿了

2016.03.24

刚进入春假，我就和三个同学一起到鹿儿岛县非常有名的樱岛去玩儿了。我不怎么跟同学出去玩儿，这次却主动邀请同学，经过多次商量， 最后决定去樱岛玩。那天我早早起床，
请Miki和住家妈妈帮我烫头发，关于穿什么衣服去她们也给了我很多建议。见到大家后，大家都称赞我“好可爱”，真开心。（妈妈，Miki，谢谢你们〜）跟大家集合后，就乘轮
渡，去了樱岛。然后，4个人一起去恐龙公园玩了。在那里，又荡秋千，又玩滑梯，真开心〜回去的时候我们去看了在历史课上老师讲过的特别的LAWSON和Family Mart。像老师
说的那样，为了不破坏樱岛的景观，LAWSON和Family Mart字样的颜色和普通便利店的不一样。最后，我们去了礼品店。我本来打算买桔子的，可是朋友说季节不对，可能不好
吃，所以就没买，在店里我发现了一种叫“枇杷”的像小芒果一样的水果。我从来没吃过就买了。然后给住家买了红薯做的点心就回去了。

我觉得跟同学出去玩过以后，关系变好了。和大家一起拍了很多照片。真得很开心〜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

劉雅軒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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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笋

2016.04.03

第一次挖笋，直接上图秀成果

劉雅軒的日记



みきと花見に行った(o^^o)

2016.04.11

学校が始まったから、ずっと休みがなかった。今日は久しぶりの休みなんだから、みきと二人で家の近くの公園に行った。(実はぜんぜん近くないけどm(_ _)m)そこでご飯を食
べたり、遊んだりして、いっぱいさくらの写真を撮った。後3ヶ月ぐらいだね〜これから、できるだけいい思い出をいっぱい作りたい！

劉雅軒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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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世界( ´ ▽ ` )ﾉ

2016.04.19

遠足で、動物園に行った いっぱい写真を撮って、いい思い出を作った( ´ ▽ ` )ﾉ

劉雅軒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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楽しいバーベキュー

2016.05.06

天気がだんだん暑くなってきて、先日ホストファミリーとベランダでバーベキューをした。ホストお母さんの友達も、お客さんも一緒に来てくれて、肉をいっぱい食べてしまっ

た。

夜は寒いけど、暖かい炭火の隣に座って、熱々な焼肉を食べて、ホストファミリーと一緒にとても幸せです。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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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懒，但我爱你们！

2016.05.06

翻手机相册，又让我回忆起了难忘的那天。开心~

情人节对于大部分中国的学生来讲，很普通。但是，在日本，却是一个可以让人怦然心动的一天。向你暗恋好久的学长，送去自己亲手制作的小点心~巧克力~或者，在桌子下面，
收到一个粉红色的信封...总之，相比中国的学生，日本的高中生更善于表达自己对对方的喜爱，尤其是借助情人节这个特殊的日子，再用好吃的巧克力加以辅助，难免不会迸发出爱
情的火花~

其实，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2.14那个情人节。而是，3.14的白色情人节。全班女生，与班里唯一的三个男生，一起迸出了爱情的火花~~~~~bangbangbang~!

那天放学，三个男生从外边拿着一大摞巧克力进班的时候，班里面沸腾一片~暖心男神们不仅发了巧克力，还在后边给每个女生写了一句话~男神！班里还有好几个女生哭着问，这

三个人，我该跟谁交往

原来...不止我是第一次，大家都是第一次

虽然想把巧克力带回国，但是怕它过期或者化掉（其实就是忍不住想吃= =）所以，小心翼翼的打开了，吃掉了里面的巧克力。但是外面的纸盒还保存的好好的~上面可是有男神们
的亲笔！

虽然很迟，虽然我很懒，但我是爱你们的——！ 

劉雅軒的日记



旅

2016.06.26

曇り空の一週間はやっと終わった。この晴天の土日はホストファミリーと宮崎のシエラトンホテルに泊まった。部屋の窓からみると、キラキラと輝いてる宮崎の海はとても綺麗
だった。

この一年間、ホストファミリーには大変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ちょうどテストが終わった際に、さらに最後の思い出を作ってくれるために、みんなでホテルに泊まって宮崎の観
光地でたくさん記念写真を撮った。

今日の帰りは飫肥城によって、観光しにいった。何百年前建てられたお城の壁は今までも現代の人の前に現れている。そして保存されてる甲冑と武器も深い印象を残った。また
古人たちの知恵の素晴らしさを感じた。

ちょっと疲れたけど、楽しかった二日間を送ってくれたホストファミリーに感謝いっぱい---！

劉雅軒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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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物の初着

2016.07.09

この間みきが応募したやつが当たって、今日ただで振袖を試着してもらった。ずっと前から、日本の着物に興味を持って、雑誌とドラマを見たときに着物を着てる女性がとても
綺麗で、いつか自分も着てみたいと思った。ちょうど帰る前に、みきのおかげで着物の初着ができて、とても嬉しかった。2人でいっぱい写真を撮って、いい思い出を作った。

(o^^o)

劉雅軒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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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つもありがとう(o^^o)

2016.07.12

今日の桜島も相変わらず、綺麗だった。

私がいつも乗ってる日豊本線は鹿児島駅から、竜ケ水駅の間でちょうど桜島が見える。海に囲まれている桜島は美しくて、心が誘われる。朝夕の景色も全然違う。朝は太陽の光
で、波がキラキラと輝いて、海に反射してる光は電車に乗っている人の顔に照らしている。帰りは夕日に染められている夕焼け雲が青い海と接して、山、海、空が絵のように融
合してる。毎日桜島を見ると気持ちが良くなるし、電車の2時間という長い時間も楽しくなる。

残念ながら、今日の電車で人が多かったので、写真が撮れなかったが、桜島の美しさはもう胸に刻んでいる。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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みきと楽しかった夏休み

2016.10.17

今年の夏休みにいつもお世話になったホストファミリーの友達みきちゃんが北京に遊びに来てくれてとても楽しかったです。

劉雅軒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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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如梦

2016.12.22

每天沉浸在写不完的卷子和题里，竟不知回国已经有五个月了。现在想想在日本的那段日子真的很快乐。我当时去日本的时候，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想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一看日
本，看一看日本人。在鹿儿岛那个美丽的地方，民宿家庭的家人们，同学们陪我度过了我一生难忘的充实的一年。现在我还总是和住家保持着联系，前段时间收到了住家给我寄来的
小礼物和考级证书，心里暖暖的。

回到了学校，生活变得紧促和忙碌。生活很充实也很有趣，但是压力也增加了不少。马上就要会考了，希望自己能够再努力一些，在会考的时候取得好的成绩。

收到中心寄来的包裹，很开心。这让我又有机会慢慢的回忆在日本的点点滴滴，翻看着手机里的照片，那些快乐的，悲伤的，寂寞的，幸福的…都是我毕生的财富，和我前进道路上
的动力。

也希望日中交流中心的老师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越变越漂亮～～(*¯︶¯*)

劉雅軒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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