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京　第三日

2015.09.03

 

昨日の写真です。

今日は池袋の防災館へ行きました。とてこ面白いところです。火事も地震も体験しました。

張　戈的日记



这是真正的日记啦

2015.09.03

我再投次试试。。。毕竟是过几天就没Wi-Fi可用了。

早晨去了琦玉的防灾馆玩了火灾地震模拟。。。刚开始还有个魔性的动画。。。中午吃的炸鸡饭某个黑糊糊的菜一致获得差
评。。。其他好评！下午在中心学习如何使用web日记然而我寄宿家庭没有Wi-Fi。。。但我会坚持写的那怕发不上去。「街歩
き」很好玩。街道上很干净，自行车轮胎上都没有土！！碰到了两只萌萌哒鸽子～和泉老师告诉我超市比便利店会便宜。一定
记住了这一年得省钱不然一年后再算会心疼。日本街道给人一种祥和平淡的感觉，少了中国的车水马龙，多了一份恬淡闲适。
晚餐自助！！！吃了好多甜食哈哈哈一年后回去估计胖的不成人样了！晚上面谈～了解了好多注意事项，有点担心会做错事，
但感觉接待我的粑粑麻麻都是好好的人^_^一定会珍惜他们好好相处（＾∇＾）还有目前打算进武冈台的网球部～～～入校后一
定要先去见习一下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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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的最后一整天

2015.09.04

一大早就去了众议院，看到了天皇休息处。感觉那里好有钱地毯是几万一米的鲤鱼是一万一条的！然后有每个县捐的树鹿儿岛是樟树。这里的自动贩卖机很便宜！！

接着“回家”！！！去中国大使馆。空调有点冷但老师们都告诉我们了许多东西。午饭是有机自助餐，味道有的不错有的魔
性。。。。
然后去了外务省。感觉高大上。
第三期的学姐给我们做了讲座。大家真是有各种对未知的好奇啊。
晚餐重头戏！！（我可以说我几乎没在吃嘛太激动了）今吉老师看上去超和蔼明天会一起回到鹿儿岛！重点是见！到！了！
优！美！！！！！还有许多当时认识的老师和同学！！！太激动了。其实她在讲话的时候我激动得想哭！这就是缘分
啊！！！！五个月前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头发剪短了不知学习压力是不是变大了。她现在三年生了看上去很努
力。而且好学霸！！！我真的完成了当初离别时与她的约定：在东京再见！现在又约好我学校修学旅行来东京时再见面！！！
明天就要启程去鹿儿岛了。爱东京！嗯没错我还会再来的。

張　戈的日记



体育祭！！！！！

2015.09.12

图文无关。。。

体育祭！！吃沙子。。。瞬间感觉跟所有说过几句话的都能成为朋友！！！！！超累超累的，我竟然还得跑，但大家都好努力不管啥项目。第1位！！！「イッテイッテイッテイッ

テ赤組！！！ソレソレソレソレハイハイハイ！！！」虽然不知为何这样叫但跟着吼真的很开心！！！就是妹子们声音好尖。。。。 耳朵到现在还不好使。还有応援団超厉害看
得我一愣一愣的！

大家手都拍得通红，蒙着一脸沙子喊加油感觉莫名心酸。我们学校通常都是低头写稿件，自己班的运动员来了才疯狂的加油。感觉这里一年级一组虽然貌似不太公平但大家呼喊声和
氛围好了许多。

Dave 说武冈台old fashion 是没错，不管和济南比和芝加哥比这里教室电脑化和运动场现代化水平都比较低，二三十年前的设施还随处可见，然而这的同学的热情和淳朴真的很令
人感动Dave 也很欣赏大家的求知欲，所以一切都不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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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感觉上一篇没表达完我的真情实感哈哈哈

2015.09.14

9 12

还是想正常的写写体育祭！！！先说我真的黑的不能再黑了。超黑超黑超黑重事三。
终于可以搬凳子进帐篷啦，虽然免不了吃沙子。。。。于是我又愉快的跟着大家跑跟着大家做操，虽然真心听不懂台上老师讲
啥但我可以“林黛玉”嘛。（有在操场上吃沙子的林黛玉嘛）学校国旗校旗的位置都好低调啊，升降了三次我都没找到旗在哪
里。
马上就去准备跑步了，想着去年还因为学生会工作和个人原因没能跑成800米现在还蛮遗憾的，体力真不如从前了。于是想着进
体育部部活的。。。。后来貌似都是室外又都每天活动感觉自己又被吓到了。但真的很羡慕体育系的那种同伴合作关系，就像
学生会一个部门一起工作的同事一样。纠结。。
徒竞走累坏我，明明不到两百米。。。。同组的一个八班的女生摔倒了，本来想去扶的，后来她自己站起来了我以为没事了就
先跑走了耽误了些时间，但最后到了终点发现她受伤了心里好内疚的，当时应该去帮帮她的！！！然后就和同组的女生们一起
把她带到水边洗了洗有找到了救护处我们才放心的走了。
接力好棒的真的是感受到了大家发达的运动神经。
武台魂就是比举重的，被妹子们说地味也是醉醉哒。
集团演技我没法参加，跑到老师那里蹭位置看了，老师没告诉我她的名字，但超级温柔的，她去过东北大学觉得东北空气不
好，那是当然了，鹿儿岛的空气没火山灰时不在学校操场上时可是透亮的。
中午粑粑麻麻都来啦，好感动的。前一天随口一问说不来也没事，他们还是都来了。还带来了好吃的寿司便当，第一次在日本
吃到寿司很高兴，那个萝卜做的长条的东西超好吃！！！
下午的应援团实在是棒呆了，我们级部明明都是女孩子动作还都那么有力整齐划一，手的动作超好看，鼓打得也很有气势很有
力度，节奏感超强悍。如果这也又部活的话我当即就参加了！！！
百足走也超累，两次加起来跑了一整圈，现在过去一天多了腿还很疼。不过一个组的大家都很耐心的告诉我怎么做我在最后听
不见口号大家就一起喊，我不停踩到前面同学的脚她也总说没关系，真的很感谢大家，很庆幸一来就遇上体育祭能和大家这么
快要好起来。
部活接力感觉好厉害，可以看到每个体育部个样子，但是穿袍子拿剑光脚的剑道部和穿特制衣服穿钉鞋的陆上部一起跑感觉好
可怜。。。。
最后的应援舞大家都跳high了。
最后总成绩第一耶大家都超兴奋因为三年生真的很强，能赢真的不容易。
总之再一次感到了大家的友好质朴，真的感觉与每个人都能成为很好的朋友。也下来的十个月也一定会因家人朋友的存在变的
更加美好！！！！
附黑照一张（真黑）
还有寿司便当 无视我的脚。。。。
写这么多。。。翻译人员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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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20

9 16

记日记真心做不到。。。。日本高中生都只睡六个小时我算是体会到了
还是回归老本行记周记啦。
这周最难忘的就是十六号了也不能算是homesick只是感受到了一人在外的不易。
一大早晨就肚子疼。。。这毛病经常犯，想着躺躺就好了的，结果越躺越疼最后爬起来一看表6:48！两分钟穿好制服自行车骑
的飞快赶上了6:57的jr。好得喘了口气结果发现忘带便当盒了！！！！爸爸发来信息，感觉好愧疚。中午就吃的炒荞麦面，只要
210円哦！！！比电车费便宜多了呢。然而在jr上越来越难受要不是人挤人我就蹲下了。到中央站时两眼昏花啥也看不见了，干
脆就一屁股坐在了等车的椅子上，路过的人一定很好奇哈哈哈哈。果真jr和bus在这时候对不上时间于是迟到了。好在遇上了雅
子，这里就是好人多！！！雅子说不用担心你敲门进去说明缘由就行了，果真老师一脸的理解的样子还问我好了没，这里人就
是好。要是在我们学校就要被扣量化了。
于是就高兴的上完了数学早读。
结果第二节课又开始疼，想着喝点热水就好了问同学有没有热水，他们都一脸不可思议问为何喝热水。我说你们保温壶里不都
是热水嘛，他们说那是冰水，冬天也冰水，于是我就震惊了！！！！！但他们一听我肚子疼就马上到处帮我问有没有热水，最
后带我到了老师的办公室，正好碰上他们的数学老师。这个老师看上去很有趣，二话没说就给我接了满满一杯，那么烫就给我
拿来了真是太感动了。他也第一次听说中国人比较喜欢喝热水，我说我们学校都是开水机他也震惊了。
果真热水是个好东西，一直抱着扫完教室后就活过来了！！
同学们都好奇地来摸我的水杯，边摸边说好烫啊你就这样喝嘛。我说这样当然喝不了在稍微晾凉就能喝了，就像热茶一样很舒
服，他们仍旧一脸惊讶。
同学们真的很好同学们真的很好同学们真的很好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这周去了花道部放送部茶道部玩耍！！花道部的花真的很好看！！负责的老师很和蔼！！！放送部看起来高大上而且据说可也
随便去玩！！茶道部有好吃的有好喝的环境优雅就是正坐好累。。但适宜长期居住！！！但我也真的很喜欢演剧部的大家。还
想去弓道部和剑道部看看的。。但不知道自己是不适合高强度训练啊？？
还有16号晚上的晚餐真的是谢谢老师们啦！！！能吃到中华料理还能见到大家真的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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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投一次试试。。

2015.10.10

9 20

某天上午和miee一起散步啦，它开心的不得了，当然我也很开心啦但就是它拉好多的便便。。。真的很喜欢它，不吵不闹时最可爱了，
听得懂回房间和坐下的指示，蛮聪明嘛，但每天就吃一顿饭感觉好可怜。。。。

然后去了一个叫「ららら」的温泉，天哪竟然有露天的。我以为很暖和的马上洗好就跑出去泡啦结果冻死了一会又跑进来了屋内还有桑
拿进去又被热出来了。。。我还是乖乖的在池子里泡着吧有个按摩的地方，蛮舒服。还有小宝宝边进食边洗澡太萌了像个小肉丸子，温
泉里的大家都很喜欢她。

鹿儿岛的水族馆也蛮好玩，虽然小了些但啥都有！！萌萌的水母，聪明的海豚。。。。一跳就能跳好高！！！！

嗯差不多这就是silver week 了。

然后讲讲我坎坷的经历。。。先是发现我必须得有个gmail了。。。。然后关于信用卡密码。。。。我以为是自己设的那个密码。。然
而输不了六位，就怎么输都付不了款。。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卡后的数字没搞清secret code的意思真是日语不好啊。。还有真是谢谢李
老师了真是麻烦了帮了大忙了！！！！

还有尽管我发现现在的课程有不少学过了但我已经忘光光啦！！！那个i真是头疼死我了还有国语汉文。。。十月一考试，感觉第一次在
这边考的会很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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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嗯我竟然发现忙的连周记都快写不了了。。其实也不忙啊时间都被我吃了不成？

我真是体会到了日语不好的后果。。上星期去优衣库卖薄毛衫。结果付账时没听懂收银员说啥，就反问了一下，结果收银员姐姐被我吓
了一跳。。。然后她一看我的信用卡才马上反应过来我是个歪果仁。。。。现在真是为自己的日语水平担心啊！！

2.嗯抱小宝宝可以练臂力！！！

3.上了第一节音乐课～老师用钢琴弹了茉莉花给我听一瞬间好感动，问我会不会唱，我说记不住歌词后老师就让我看着谱子唱。。。学
民族乐器的人表示对五线谱的节奏还可以感受但音高实在找不准。。。。嗯对对对我一定跑调了。然后大家唱歌都好好听！！！！大家
选择唱君之代给我听。然后大家都不太明白国歌的意思。。

4.发现住家麻麻特别萌！！住家粑粑麻麻超有爱。粑粑要带麻麻去温泉麻麻不想去就缩成了一小团被粑粑揪着。。。鹿儿岛真实温泉之
乡啊听姐姐说住家爸爸超享受泡温泉吃拉面的生活哈哈哈哈哈哈哈！！！这次的温泉姐姐带我在热水和冷水之间换着泡，就是被烫死又
被冻死的节奏哈哈哈哈，最后在冷水里都泡的晕乎了。不过洗温泉有淋浴还有各种神奇的池子真的很喜欢！还有这的温泉水酸酸咸咸甜
甜的

5.这周考试。。。。。数学英语还好。。。。地理地学生物也都还好。。。嗯至少还都可以蒙！！！但国语古文实在做不到啊TUT汉文
意思都懂但不会做题的感觉真是不爽。最最最最无语的是现社。。。。我只会填两个空。。。一个北京一个天安门。。。。其他应该都
错了。。。

6.住家粑粑告诉我日本竟然有一个字的姓和一个字的名！！！但很少。。。所欲我的名字依旧不太正常。。

7.最近吃到了一片刺身。。。意外的非常好吃！！！入口即化～～～～一点腥味都没！

8.和麻麻一起看了几集电视剧叫「あさが来た」主角小女孩萌翻了！姐姐貌似很喜欢猫猫和嫂嫂三人一起看猫猫们搞笑的短片笑的我要
躺地上打滚了。一旁的小宝宝在睡觉。。发出那么大笑声没把你吵醒？真是抱歉呢。。。

張　戈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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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何前几次的日记都没出来。。于是又都投了一遍。。就是照片传不上去了真遗憾！！

去了个叫花水木的温泉，在山里景色美腻啊！！！露天温泉超有feel！！！温泉外还有小溪，温泉水里还有汤花，就是露天温泉冷了
些。之后买了有名的小店里的鸡肉和刺身，还记得第一次吃刺身觉得好恐怖啊是生的！！！！然后尝了一口觉得好吃的不得了。

考试出成绩了。。国语汉文啥的都是三十多分，令我惊讶的是竟然现社也上了三十！！英语意外的分低。。因为句子哪怕写对了只要和
书上不一样就没有分，诶。。。

这周见学了好多部。篮球剑道啥的去看了之后吓一跳！！都好厉害的，篮球部的妹子们比我们学校里的男生都打得好多了，果真日本部
活名不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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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连休

2015.10.16

三天小连休。。。。

第一天十分惨淡(っ╥╯﹏╰╥c)

第二天和刘雅轩还有她住家的MIKI一起出来玩耍了，我和刘雅轩都觉得对方黑了╭(￣▽￣)╮笑哭。。。MIKI人特别好，也终于说了久别的母语，天文馆地不错吃到了好吃不贵的甜甜
圈，谢谢MIKI(๑´ㅂ`๑)。大创和堂吉诃德里有不少便宜的东西(๑•̀ㅂ•́)و✧欢脱的一天！

第三天嗯嗯嗯十分充实主要是帮同学的演讲采集外国人的资料我就一歪果仁嘛先是当了第一手资料然后去采集别人的耶

早晨起的比上学时都早，按住家粑粑昨天教给我的路线成功自行车到达港口，晨景很美，浓云中露出的点点金光和对岸沉寂的樱岛，别有一番富士山的错觉。天空渐渐泛蓝，当我正
愁这么大个港口我和同学到哪汇合时正好看见了校服们╭(￣▽￣)╮校服有时能救命啊。。。还记得我第一天上学时就跟着校服走并成功到达学校(๑¯ω¯๑)扯回来→小M小A也看见我啦
然后就吐槽我粽子般的外套哈哈哈还有生锈的自行车，可怜的小自行车你辛苦啦。然后又看到了在桥上的小MN和小R人终于全了！！！港口十分漂亮感觉都不真实了船有种泰坦尼
克的感觉嗯嗯嗯毕竟都是英国的船。蓝宝石公主号，我第一次见这么大的船耶有十几层？大家告诉我是英国船所以都以为是英国人准备的英文采访稿，然。。。而。。。这是一船中
国人！！大家都吓了一跳然后都十分庆幸我来了(๑•̀ㅂ•́)و✧于是开始说中文啦！嗯老乡们有的人说你中文学几年啦说这么好-_-||然后大家都是对我很感兴趣一直问我哪里人咋来这了啥
的对采访并不感兴趣泣泣泣泣。。被拒绝了很多次但大家都会再鼓励我上前去问当然最后也有不少成果，因为大家都是初到鹿儿岛所以决定中午再去天文馆下午开船时再来，于是我
们开始了长途跋涉→→→从港口跋涉到电车站在天文馆几个小时里除了吃了个汉堡的时间外都在徒步(｡•ˇ‸ˇ•｡)在免税店见到的中国人都拒绝我的采访。。。好在有个芬兰的美女姐姐
和一法国大叔超亲切的接受了采访还算有收获。于是电车返回又徒步到堂吉诃德。。。。在那里并没有收获在返回港口→→→脚都快折了但收获不小，大家走时说鹿儿岛很干净人们
很亲切但旅游景点仍需开发设施要跟进，嗯大致跟我感觉差不多，然而有人竟然购了一天物"(º Д º*)！

三天假期就是短啊。。。下周又有实力考查，我中间考查的成绩单还没下来呢。。。。这边的考试比国内还多(ノ°ο°)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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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19

10 18

周末住家粑粑带我去了joyfull吃午饭，饮料竟然自助哈哈哈而且意外的便宜。这家店还为六十岁以上的人随时提供早餐和饮品，而且不
用证明，看脸判断！而在国内都是需要老年证的，然后大家就喝喝喝，( ´▽` )我喝到了奇妙的黑豆汁和梅子昆布茶，说不出的味
道。。。。还是最喜欢抹茶拿铁了，在学校150円一盒在这随便喝，还是热的！然后第二天去了中央公园，说是去采访歪果仁结果最后
大家都玩开了╭(￣▽￣)╮，karaage好好吃，还照了purikura看了印尼和马来的舞蹈很开心。回家后成功的哄睡了小宝！激动啊。小宝蹭
了一脸眼泪的睡相也萌萌哒。还有发现自己渐渐能克服对做有油的料理的恐惧心理了，加油。

感觉比较力不从心的还是语言问题吧，住家妈妈也觉得我需要更多的交流了，自己也经常看看语法单词啥的，但终究和流畅的日语有距
离，还需加油加油啊啊啊啊啊。而且我发现自己的英语水平下降了不少╭(°A°`)╮已经并不能和美国的外教教顺利的交流自己的观点了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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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324

2015.10.24

今天实力考查。。。嗯和国内差不多两个小时连考●ｖ●感觉县里出的英语题做的还可以吧（因为没大有英译和的题(๑•̀ㅂ•́)و✧）数学我拼命算啊算最后把三个二十五分的题大致弄明
白了因为没学过还不知对不对(ฅ>ω<*ฅ)。总之英语数学还理想，同学告诉我我上次成绩还不错所以如果这次也还可以就能进有趣的老师的班了！！！加油加油(^ω^)然后。。。国
语。。。。我神速的用一个小时做完了两个小时的题量因为就读了读文章。。。写了些单词。。。。剩下的不知道能蒙对多少(●—●)

已经习惯了如今的生活，貌似养成了不少好习惯呢，真是多亏了住家粑粑麻麻姐姐~（我貌似也给住家制造了不少麻烦，总是笨手笨脚::>_<::，日语也不好，真心谢谢能被原谅）嗯
就是早睡早起还有待改进。习惯了5.40的铃声，自己吞完面包拎包出门，不假思索的靠左骑车，不假思索的路过路口停车右看左看。。还有每天早晨的与认识的不认识的人的问
候。。

现在每天早晨出门都会遇上一位走路健身的奶奶，然后我们会擦肩而过点头微笑，这算是我清晨起床后的第一声问候吧^_^虽然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但总能感觉心里暖上好一阵
子。问候与微笑真的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却又暖心的事O(∩_∩)O

当然也有些困难的事，希望自己能克服困难忘掉不愉快，用心去感受这里的一切。嗯，真的，喜欢每天早晨打开门总会闻到的芬芳，喜欢路过肋田川时看看水中天空的倒影，喜欢途
中阵阵鸽子小鹤掠过，喜欢看到同学们清晨的笑脸，喜欢和朋友体育课一起打排球或赢或输（我打球方向没谱真的输了不少分~>_<~但大家都人太好了）一起准备英文演讲采访歪
果仁们，喜欢回家途中和朋友有说有笑，还有真心喜欢部活的大家，喜欢每晚回家时看到的明黄的灯光，还有进门听到宝宝们的声音和家人们的问候时的莫名的小感动。。。。

如今的生活平常、繁忙，却又不同于往常的平常繁忙。有些想念国内的生活，也下决心要在这度过充实有意义的一年，还希望自己能更努力一些，多学些日语，搞明白国语和古典
课。就像住家麻麻说的，时间这么短不抓紧会后悔哒！

没错这篇是我两天写哒，今天考了现社啥的副科。。。哭晕在考场T_T感觉与期中考的差不多没有长进下决心期末一定要进步>_<回家打算做彩色水饺，不知能不能成功和不和住家
的口味呢

单词听写这算是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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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功！！！

2015.10.24

黄瓜汁和的面！！自己觉得蛮好吃！！！第一次做没掌握好馅的量，谢谢麻麻谅解。做料理很开心，希望以后拜住家麻麻为师学日本料理

張　戈的日记





秋天就不要再窝家啦！！

2015.10.27

1025

周末算是去秋游了，和住家粑粑麻麻还有刘雅轩一起。一直呆在鹿儿岛市内，能去趟应到对面看看也是蛮期待的。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
好的机会^_^

大巴车从鹿大图书馆前出发，第一站是志布志市的垃圾处理厂，真的见识到了传说中的日本垃圾处理系统，瓶子塑料等都被一一分拣好
然后运往不同的机器压缩，（压出来的垃圾绝对让强迫症满足(๑•̀ㅂ•́)و✧）各种瓶瓶罐罐袋袋被装成整齐的一大打一大打的，还有回收废
油整理成燃料的，叹为观止。感觉以后一定要好好扔垃圾，不能给分拣人员添麻烦哦。

第二站是一个新酒祭，看到了好大好大的酒坛子，嗯蛮香的。我是去吃的≧∇≦，买了烤肉和寿司和大家一起吃吃吃，这里饭略贵不过很
开心。粑粑（嗯，“专业品酒师”(๑•̀ㅂ•́)و✧）说这的酒蛮不错，麻麻也喝了不常喝的清酒也觉得挺好，果然和家人朋友在一起什么的最
开心了(ฅ>ω<*ฅ)

路过垂水道站，看到了樱岛的另一面，这还有足浴^_^

接着是一个漂亮的醋厂，最喜欢醋了，还第一次见这么漂亮的醋厂，漫山遍野都是醋坛子和花，看了一年醋三年醋五年醋的样子，果真
还是陈醋香！！买了杯菠萝醋，还不错。

绳文之森，貌似是个考古地点，刘雅轩小盆友渴望有个这样的房子╭(°A°`)╮

总之很开心的一天，有这样的机会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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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31

1026

总算是加全了部活了！！！演剧部和茶道部的大家都好喜欢的！！！

 

突然发现同学是抓娃娃机小能手，抓一两次就能抓到很萌的，而同学告诉我这平常都买六七百的 于是大家每人都抓了颜色不同的，我抓娃娃从没成功过于是就交给小A了，小A给我
捞了个粉嫩粉嫩的_(:з」∠)_不在这照片里。，大家打算一起挂到书包上，不造学校到底让不让呢。。

演剧部刚刚参加完大会还比较闲，我和英文演讲准备小组整理完思路后才和小R一起去，大家竟然在玩狼人游戏，类似于中国的天黑请闭眼但复杂的多，第一次还没搞明白就抽了个
灵媒师，好在机智的同学们用各种不被察觉的方法教我(๑•̀ㅂ•́)و✧。演剧部的都是逗比！倒不如说都是疯子！！我终于找到归宿了(๑•̀ㅂ•́)و✧也从此改变不常和男孩子说话的局面。天
天在部活时笑的喘不过来气，还有竟然要练柔韧啊！！！日本小盆友从小就跪超柔软啊我一年没咋锻炼比男生的韧带还硬啊╮(￣▽￣")╭ 然后因为笑过了头嗓子疼。。。。。

话说下个月围绕樱岛的五千米马拉松真是不想再吐槽了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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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圣节前夜的前夜

2015.10.31

1030

明天是万圣节但今天美国外教带我们开了派对，外教D人超好带来了一大堆巧克力分给我们吃，还教我们做了南瓜灯！！！很有成就感啊，最后大家把做好的南瓜放在了教室里，是
不是很萌啊╭(￣▽￣)╮

真是太感谢D啦！这是我第一次做万圣节南瓜灯。

还有一件很感动的事，见下图。生物老师的评语，好感动。（满分50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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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菊

2015.11.05

1030

去看花！！！住家早就告诉我秋天可赏花，当时还以为是秋天的樱花，原来是波斯菊啊（我现在一听kosumosu就想到超市╮(￣▽￣")╭ 还有数学老师的kosumosu saita saita
kosumosu.....就是和角公式）

嗯这应该是一个农业体验区，漫山遍野都是各种颜色各异的波斯菊，从山上向下看可好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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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05

1104

今天姐姐下午带我去买冬装啦(ฅ>ω<*ฅ)蛮开心哒，虽然鹿儿岛现在不太冷但冬装还是备着好。估计是日本女孩子都一年四季穿裙子大
大服装店里竟然没有合适的裤子⊙_⊙于是姐姐又带我去了opsia。买裤子的时候好玩极了o(*≧▽≦)ツ┏━┓（拍桌狂笑）姐姐的男朋友因为
在服装店打工，进了服装店后马上就变身了。一举一动和店员一样，然后一个麻麻就问她小孩子进女试衣间可以吗，哥哥就一脸正经的
说没问题请请请。。。。。。之后大家笑了好久

又想到了打排球时小R由于小Y用极帅的姿势输球后过于激动，翻了个跟头于是运动鞋掉下砸脸上的场景。。。。我们一起笑了一
天。。。。

張　戈的日记



1107

2015.11.14

1107

水馒头。。蛮可爱的。。第一次做和果子。但这次做的并不完美╮(╯▽╰)╭住家粑粑说可以再放点糖，嫂嫂说加上黄豆粉会更好吃(๑•̀ㅂ•́)و✧下次也要努力做的更圆点(ฅ>ω<*ฅ)

晚饭的神在饼超好吃(ฅ>ω<*ฅ)谢谢住家麻麻。。。。

1108

串木野的新酒祭！！！！路过了刘小盆友的学校果真私立就是不一样啊(ฅ>ω<*ฅ)╭(°A°`)╮

回来是去了家金枪鱼馆，真的是金枪鱼的满汉全席啊ヽ(•̀ω•́ )ゝ

我好像无意间脱口而出说了什么鹿儿岛方言被住家粑粑麻麻姐姐笑了半天。。。粑粑说我已经是鹿儿岛人啦好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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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30

1114

因为种种原因我最近拖了好多想写的事。。。

1.上上周艺术鉴赏会

不知为何突然会有鉴赏会，但的确歌剧很厉害！放眼望去大家睡了一片。。。不过我真心觉得如果自己会唱歌剧真的很棒！！！等等我先把五线谱学会了再说•﹏•现在上音乐课就是
翻译课啊╯﹏╰

2.前辈关系

真是体会到了部活的上下级系啊。。。我啥都不会却被一年生前辈前辈的叫╮(￣▽￣")╭他们用敬语教我这教我那有时真是不好意思

3.地震

啊哈哈哈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地震(๑•̀ㅂ•́)و✧住家也说鹿儿岛十多年没这么大的地震了，第一天四级地震我都没醒，还是小黑手机把我叫起来的才知道地震了。。。然而第二天二级的
余震却把我惊醒了(ฅ>ω<*ฅ)同学说最近鹿儿岛不正常啊，一定会樱岛大喷发o(*≧▽≦)ツ┏━┓

4.志愿清扫

说好的去樱岛扫除的结果由于突来的地震有了海啸预警没去成啊。。。。就扫了扫自行车场蛮遗憾的不过获得了好吃的甜甜圈

5.鹿大祭

本来是冲着茶会去的，结果和小M一起吃了一天(๑•̀ㅂ•́)و✧真的像姐姐说的一样，模拟店不是一般的多，还能领养萌萌的狗狗和猫，看乐队啥的很好玩

6.县演剧大会

真 的 是 专 业 水 平"(º Д º*)

尤其是第二天的简直了！！布景道具动作台词好的没话说，就是服装有点凑合，不过制服也挺好的，毕竟我在国内只演过时代剧还是不一样的。考试后我们也要着手自己的剧了，好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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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

2015.12.02

生物老师之后又收获了来自现代社会老师那里的 感动感动感动!!!!我要更加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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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记

2015.12.12

马拉松

该来的还是来了，五千米。。。。。。还有限时。。不合格还重跑！！！╭(°A°`)╮体育课练习时一跑跑半小时不停还顶个大太阳真是累坏了，然而真的五千米跑下来却发现我的体力
完全没问题啊同学都很好奇我跑完休息一下后和没跑过一样(๑•̀ㅂ•́)و✧身体一点都不累，然而岔了四千米的气却实在是痛苦不堪╯﹏╰

跑完后小M说今天是ゆうちゃん第一次来樱岛好不容易坐船来一趟一起去足浴吧于是我当然是满心欢喜和大家一起去了(๑•̀ㅂ•́)و✧光足浴不泡温泉也很舒服啊而且旁边就是海！！还
有十几只萌萌的温泉猫(ฅ>ω<*ฅ)各种毛色的可萌了，小A小S都可喜欢猫交给我正确的抱猫姿势。。。不过好像总有什么地方不对。。。猫猫在我怀里就会挣扎在小A怀里就极其温
顺啊Orz

 

去看了一个私人医院，咖啡便利店全都有，果真什么都是私立的高大上啊

 

麻麻交给了我一种刺身的简单做法，全程只用手，十分方便(๑•̀ㅂ•́)و✧第一次做的还蛮慢的。。。第二次就比较顺手啦果真学什么都是要有过程的

周末印度人来住家一晚，住家真是好客啊~\(≧▽≦)/~特别好的一印度阿姨，不仅特喜欢宝宝们还叫给我们了正宗印度料理的做法，当然我能痛痛快快说两天英语也是超开心的

前几天和同学一起吃了お好み烧，圆圆的所以叫满月，而且这个点据说满月的时候就有特惠呢。五个人的饼好像五环啊而且个头都蛮大，全填进肚子后大家都吃撑了，过隧道时都走
不动了( ´▽` )

一直很好奇日本卡拉OK是啥样，正好演剧部庆功会决定去卡拉OK，十人一起也是蛮热闹哒。地比较小进去后吓一跳还有这么窄的卡拉OK啊。。但是是饮品随便喝！所以有 这 就
足 够 了！大家唱歌都好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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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学旅行！！！！！

2015.12.14

修学旅行

几周前大家就已经迫不及待了，它可算是被盼来了！

飞机坐的很开心，应该是因为比较开心所以耳朵也不疼。风景棒棒哒，看见了富士山的白帽子还偶遇了圆形的小彩虹:D海面干净的可以看见水母！

大都市果真是大都市！工业的大烟囱大吊车林立，果真和鹿儿岛比起来会有点霾啊。。。

好吧大家一起惊呼的第一件事就是都会的制服裙子太短！！！难道不冷么，我们都是穿着连裤袜大外套还喊冷，大城市妹子的耐寒程度难以想象ヾ(Ő∀Ő)ﾉ

估计是飞机兴奋过度，大家坐巴士时都昏昏欲睡=_=结果萌萌的导游姐姐就放鸡叫的音效叫我们起床(*/ω＼*)真贴心啊，平常导游都会让周围人叫醒你吧。。

第一天中午是和美国人在横须贺的无人岛上做咖喱呢。。。美国阿姨和印度阿姨一样暖啊！结果第二天去JICA午饭还是咖喱！(°ー°〃)我已经连续四天咖喱了。。。虽然超好
吃。。。。

班别活动和小R去了原宿和涉谷。。。小R买到了自己偶像的照片超开心啊，日本本土的偶像影响力强大啊！HEYSAYJUMP啥的经常听同学们说´∀`然后去了明治神宫，第一次去神社
诶，感觉闹市中真心难得这一片安详。小R继续追随偶像的脚步去了偶像去过的两家咖啡店，有一家是破破烂烂的装修风格，别有风情。

宝塚剧场实在太赞！歌剧的新源氏物语前半部分因为有教科书所以都听懂了然而后半部分实在不知所云(っ╥╯﹏╰╥c)不过能看见这么漂亮的古装歌剧足矣足矣 (*ﾟ▽ﾟ)ﾉ

迪士尼就是超棒的儿童乐园啊！！！迪士尼海洋真是人山人海，同学说她在迪士尼乐园里都转了三圈了（￣⊿￣）因为人少。。。。。然而我们有次排了一个多小时队还没坐上过山
车。。转过弯发现竟然还有那么长的队果断放弃。。下午就是吃喝玩乐加体会FP的优越感。。又是走了一天累坏了▕(:3▒▒▒▏【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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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圣诞

2015.12.19

马上就是圣诞节了，日本的圣诞氛围真的是很浓厚啊

老早就看到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的，那时好像还穿短袖来着（笑）现在已经是鹿儿岛少有的零下了，同学们修学旅行回来后说得最多的话又变成了“真冷啊”。蛮期待樱岛啥时候能戴
顶雪帽子啊哈哈哈哈

关于日本的圣诞节最感动的应该是来自家长们的礼物吧，前桌的小Y说她小学六年级还坚信有圣诞老人，后来发现圣诞老人就是妈妈后哭了好久。然而这份家长们对孩子梦想的守护
确实是暖心而又值得深思的。

在花道部（我没加花道部，是去玩耍的）和小N一起做的挂饰！！漂亮吧～小N是理科班的，经常听她说物理化学好难，感觉自己已经很久没学物理化学了呢哈哈哈现在超想学化
学！！！

 

 

还有这就是住家麻麻交给我的做法超简单的刺身～～～这次的摆盘自己觉得也是蛮不错哒Y(^_^)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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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水饺～～～～

2015.12.30

因为明天大晦日所以今天又做饺子啦～

这次是鸡蛋和的面皮

亲妈爱吃饺子经常做所以我超有信心！！！

从下午两点到晚上七点

先是传说中的三光面团达成

白菜素哒 掺了一点点猪肉。。。住家麻麻不爱吃肉

九十个！！！

粑粑麻麻哥哥都说好吃极了 最高兴的是姐姐平常吃的极少也（おかわり)了！！

成就感满满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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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贺卡的季节!!!

2015.12.30

我觉得贺卡还是亲笔写好!!!

给中国的朋友日本的朋友总共写了20张！

听住家爸爸和妈妈说他们曾经寄过500张，太受打击了！日本的邮局太厉害了！

我也期待着朋友寄来的贺卡！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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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是聊天的好去处！

2016.01.13

粑粑好久前带我去了一个泉水温泉，据说包治各种皮肤病(๑•̀ㅂ•́)و✧然而住家麻麻忙没能一起去成。。。原以为自己泡温泉空虚寂寞冷的。。结！果！一起泡的阿姨们那个热情啊
(ฅ>ω<*ฅ)我进桑拿房时忘拿泡沫板了，进去后一阿姨马上就对我说快去拿不然烫屁股，我没听清以为是毛巾就拿了毛巾回来。阿姨们连说不对不对我才反应过来⁄(๑´ㅂ`๑)于是又跑
出去拿了泡沫板。。。。忙道歉说抱歉不是日本人(*/ω＼*)然后就聊！high！了！在哪住啊几岁啦和谁来哒等等，还有意外发现一个阿姨的丈夫是在中国出生的等等。。。。然后出
了桑拿房一阿姨就像所有人介绍我（笑哭）和粑粑约的时间快到了都还在聊( ´ ▽ ` )

然后最近去了有名的喜入站周围的一个温泉，我刚进去泡就有一个大妈过来问我干头发用的毛巾在哪买的，我说在中国买的然后又！聊！high！了！我已经泡晕了想站起来歇歇去桑
拿房时热情的大妈还想聊╮(￣▽￣")╭ 说第一次和中国人聊啊。。

和大妈们聊天也是蛮开心的啊！

结论就是，温泉是个聊天的好去处(๑•̀ㅂ•́)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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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演讲！

2016.01.13

关于英语演讲的种种。。。。

刚来这没几天时就开始和大家准备这个演讲了≧∇≦直到现在总算大功告成啦先呱唧呱唧！！！

从预选到十六校进四再到县第三也算是成就感满满啦中间的小插曲我来吐槽一下吧。。

先是留学生不让参加╭(°A°`)╮演讲题目是如何让更多外国人来鹿儿岛但却不听留学生的意见╭(°A°`)╮这。。。。。。我和小伙伴们当真是惊呆了。。。住家和老师也都觉得很可惜。
Orz于是我就成了类似于顾问的存在。。哦还身兼记者。。采访中国人。。。不过“ゆうちゃん这个词怎么发音。。ゆうちゃん我这里加什么手势好。。。ゆうちゃん有啥建议
没。。。”看着大家一点点进步也是蛮开心哒！

终于预选来了去纯心女子大学！因为是基督教学校，所以有玛利亚像，每天坐jr会家时都能看见，晚上金碧辉煌的。近了看意外的很小但从纯心可一览樱岛锦江湾全貌ヽ(•̀ω•́ )ゝ蛮
壮观哒！

关于比赛我可是自我感觉良好哦，毕竟大家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棒棒哒，进决赛意料之中！

然后两周的准备后是决赛！

插一句决赛前一天我日语演讲比赛，四十进十也进决赛啦。听了各国人在日居住的感受也是涨姿势啦，最感动的是今吉老师特地来看我了≧∇≦老师真认真啊一直在做笔记(ง •̀_•́)ง总之
多亏了住家粑粑姐姐们的建议和小伙伴们的帮助！谢谢大家的关心！我会继续加油哒！（争取拿第一哈哈哈哈哈争取吧(๑•̀ㅂ•́)و✧）

决赛。。感觉感觉大家都进步不少啊！语音语调棒棒哒，结果有点出人意料。。。不咋看好的两组竟然第一第二！不过和全国闻名的la salle并列也是蛮开心哒(ฅ>ω<*ฅ)

庆功会去吃了寿司市场，军舰好吃！我吃了八碟耶，就是这么厉害ヽ(•̀ω•́ )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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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灯！

2016.01.19

不同于中国大大方方的张灯结彩，这里的更多是用灯组成的风景

最后来张传说中的樱岛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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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的！日本的！有名的！暗！！锅！！

2016.01.19

 

论一锅美味火锅如何变成噩梦。。。。去部长家吃了暗锅。。刚开始大家还放的都是白菜啊丸子啊啥的正常食材，到后边就变成了甜甜圈鱼介类魔芋软糖。。。。。。简直不能想像
╭(°A°`)╮但意外的能吃。。。大家最后都东倒西歪的都玩疯了所以累坏了´∀`

善良的我为了大家的胃还是决定不传最后的照片了

張　戈的日记



一直期待的正月

2016.01.19

昨天收到了同学的最后一枚年贺状，，，正月应该是真正结束了。。。。

半月前我一直盼望的正月终于来啦~大哥也从大分赶来过年啦≧∇≦原本先辈也说要回来的结果考试忙实在没空没法回来真是遗憾啊

第一次感受到日本的年味，定番OMOTI是少不了的话题，住家一向注重健康OMOTI也是自制哒，那个机器咕噜咕噜转啊转粘乎乎软塌塌的萌萌的饼团就和成了，倒入模子定型后切
割冷冻能吃好久哦。

不像中国年夜饭那么丰盛，日本年夜饭十分普通因为OSETI料理是新年吃哒，新年早晨还用漆器吃杂煮，新年要喝的酒叫醪糟也是用很漂亮的漆器小壶小碟装的。中午就很丰盛啦而
且住家粑粑麻麻都喜欢吃荞麦面我们一连好几天都在吃荞麦面耶:D

大哥从大分寄回来了一箱牡蛎，在国内吃的都是煮的，然而我在这学会了烤牡蛎，烤起来很开心于是就把一箱都烤啦！大哥还教我煮螃蟹(ฅ>ω<*ฅ)大哥真的啥都会好帅好厉害的，
姐姐说大哥之前在酒吧打工所以会做好多东西！还会做章鱼小丸子！我说我也想做章鱼小丸子后大哥还特地买来了机器和材料，真感动啊，和嫂子做了好多好多太开心啦。

寒假放到四号，真短啊，大哥也回大分了，除了桌子上摆的同学寄来的十一张年贺状，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感觉正月太开心了，像做了一场梦一样，果真和大家在一起热热闹
闹的最棒啦。

新的一年，也加油咯！

还有不得不提的是每逢佳节胖三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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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肉烤肉～

2016.01.26

和亲们去吃烤肉啦，真的是自助餐啊≧∇≦连烤都是自助哒，而且点菜机十分好用。一百分钟吃了个饱，走的时候大家收拾的也干干净净的！吃完之后是雷打不动的照puri，在游戏中
心顺便玩了3D的鬼屋密室逃脱(ฅ>ω<*ฅ)，还被评为了bibiri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张是住家粑粑带我吃的手打荞麦面！人间美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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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儿岛竟然也下雪？！

2016.01.26

鹿儿岛下！雪！啦！下！雪！啦！下！雪！啦！重事三！而且下的很大，市内下了十四厘米，这在济南都很少见！我在雪还大的时候就已经不淡定了，跑出去对了个雪人，进家后身
上的雪化了搞的浑身都湿了。院子变得可漂亮了。第二天学校停课了，粑粑又带我去泡温泉啦(ฅ>ω<*ฅ)冻人的天泡温泉最舒服啦！然而鹿儿岛雪化的快，第三天就学校正常开课
了。下雪不冷化雪冷，学校还在山上，真是冻坏了╯﹏╰

据说平川动物园里的小熊猫也冻坏了

雪中含苞待放的早樱，不愧是鹿儿岛！樱花像梅花一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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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们我爱你们

2016.01.28

几个月来一直准备的日语演讲终于结束啦~得了优秀奖。真的很感谢住家粑粑麻麻姐姐们给我很多很多建议还有同学老师们的支持，每当你们耐心听我练习真心给我建议时我都特别

感动！谢谢你们！付出总有汇报说的没错，虽然有点点不甘心但毕竟那个第一名的大叔已经参加三回了。 。。。。奖品除了奖金茶叶各种零碎小礼物之外还有十斤大米（笑哭）
够大家吃好久啦！

很高兴又见到大石老师啦！！别吐槽，我知道我脸又变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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饺子工房

2016.02.03

终于盼来了三十一号，小伙伴萌要来我家学包饺子啦！

先在电停集合，去我家附近的超市（我住五个月了都不知道这个大超市的存在( ´▽` )）买食材，然后回到家就开工啦！

这次做三种馅的：肉馅,鱼肉馅,胡萝卜粉丝素。小伙伴们听说饺子皮也是自己做的都惊呆了，不过大家学和面擀皮都棒棒哒，我就只负责整形（捏不紧会煮烂）和煮饺子真是轻松
╭(￣▽￣)╮大家还是一直觉得肉馅的好吃，所以下午大家又做了所有家人的晚饭我煮好后用快餐盒带回家啦～小伙伴的家人也都说好吃～真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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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

2016.02.03

 

因为会弹古筝，所以音乐课明明自己拉着小提琴眼睛却一直盯着那几台日本筝(ฅ>ω<*ฅ)，跟老师说我想弹后老师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哦，真是太开心啦，于是在同学们补进研模试的
时候我愉快的来音乐教室弹琴啦。

古筝有二十一根弦，日本筝就比较少而且令我惊讶的是弦的粗细是一样的还有指甲只有三枚（古筝普遍八枚）是方形的（尖形）而且直接往手指上套（用胶带缠紧），感觉很难用方
形指甲弹出连贯的音啊。。。。因为没有教材，自己摸索了一会总算找准了音，但不知为何有两根弦是一个音•﹏•试着弹了弹中国的曲子，怪怪的果断放弃。。。找来音乐课本试着
弹了弹日本曲子果真还是“术业有专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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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一年生

2016.02.06

前些天遇见了一只可爱的一年生(ฅ>ω<*ฅ)

我部活结束后去了趟一楼的洗手间，换拖鞋的时候这只妹子给我打了声招呼，当时没反应过来这谁啊。。。。出来后她好像特意在等我，塞给我一个小甜甜圈，说“请有空一定再来
玩！”啊？我一头雾水。。。“这样好么？”“没~关系，再见~”她把甜甜圈塞到我口袋里很害羞就跑了╮(￣▽￣")╭ 后来想想可能是书道部的小妹子（我有次去书道部玩耍），真
是可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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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在我身边

2016.02.14

日历到翻回到这周的起点

候机室的阳光难得的晃眼

手中的二维码紧攥

期待着与你们相见

 

大年初一我们在关西相会

一盘水饺感受到隔海年味

不管努力是为了谁

你们成长姿态最美

 

那片大阪湾我们一起眺望

那座东大寺有你笑声回荡

鹿食煎饼也想尝尝

写经阁里愿望起航

 

东北人的炒烤肉太优秀了

我们的牛肉火锅忘加水了

药师寺咖喱没吃饱

大阪烧的型做不好

 

你们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

你们的欢歌笑语朗朗有声

 

东北味的日语从北说到南

全日本的小吃都尝了个遍

 

还有半年让我们一起努力

那时相会我们就会记起：

日历翻到最初的起点

那个一辈子忘不了的西西友谊

首都机场的那架JAL还没有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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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不多看一眼

趁你

还在我身边

 





好吧这个节日跟我并没有关系。。。

2016.02.24

原谅我都过了一周了才来赞美日本妹子们强悍的女子力！！不过因为濒临考试所以大家大部分都打算下个月再做，然后小M邀请我去她家学做曲奇～～～好期待啊～～～

最近流感盛行呢，大家注意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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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は見てくれると分かってますよ

2016.02.25

親愛なるMちゃん(๑´ㅂ`๑)十七歳の誕生日おめでとう！花びらを撒こう！ ✿✿ヽ(ﾟ▽ﾟ)ノ✿

実は誕生日は一昨日でしたね、覚えていますよ～

何日間も出席停止になって今日でようやく会えましたが、Mちゃんは相変わらず元気満々ですね (*^．^*)

正直、君に会えて本当に嬉しいです。君と一緒に居る時間も温もりを感じます。Mちゃんって優しいなあ╭(￣▽￣)╮初めて話を交わしたのは、私はノートを買いたいから、君は
無印に連れて行ってくれました。その時はもう心が融けてしまいそう~それからとても印象に残ったのは、ある日の朝から私は体調が優れていなく、いつものJRに間に合わなか
ったに加えてお弁当も忘れたという悲しいことになって。。学校に着いたのはもう八時過ぎになって、先生は授業中でどうしようと思った時にMちゃんが現した（君も遅刻だっ
たですね）どう入ってどう説明するかを教えてくれて。。弁当引換券は何時まで販売するかを教えてくれて。。。心が滓を残らずすっかり溶けちゃいました☆*:.｡. o(≧▽≦)o
.｡.:*☆

その時から、いろいろ一緒に食べたり遊んだりしていろいろと美しい思い出ができたわけですね~港。。桜島。。焼き肉。。。お寿司。。大阪やき。。それからもちろんAIMち
ゃんとAIRちゃんも！！！

今年は素晴らしい十七歳になりますね！！！体育服の着替えも速くなったですね（アハハハハ）とにかく嬢ちゃんが大好きですよ~君は見ると分かっているからここで書くこと
にしました！来月の中国への交流は頑張ってね！残りの何ヶ月間もたくさん美しい思い出を作りましょうね！一生の親友ですよチュ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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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又在吃吃吃

2016.03.06

前几天去书道部晃悠，闲着自己就也写着玩玩。。。感觉真是一日不练手生啊=_=正楷已经变得歪歪扭扭的了。。。。。于是就试了试行书（我不会告诉你我这是第一次写行书作品
的=_=）感觉当初来的时候送给学校的校训写的跟这完全不是出自一人啊。。。。。。

茶道部前几天给三年生前辈们开送别会（虽然我是第一次见ヽ(ﾟ▽ﾟ)ノ）我们给前辈们买了会变色的神奇玻璃杯，一年生就带来了好多好吃的！果真是茶道部啊零食都摆盘！还有一
只前辈唱歌炒鸡棒！我点了首let it go，就跟听演唱会现场似的！

学年末考察刚刚结束，想着自己春假回来就是三年生了虽然面对的不是center考试但也要更加努力了。日子过得飞快，仿佛昨天我才拎着箱子踏进现在的家门然而现在却马上开始考
虑一些新的事情。。。。。。anyway，向前走！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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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奇～

2016.03.06

上周六去小M家里做甜点啦╭(￣▽￣)╮原以为只有曲奇的结果小M的妈妈还教我们做了派和muffin很是激动啊看muffin和派在烤箱里膨胀真的很开心！

还有小M把自己的弟弟比喻成金鱼噗哈哈哈哈哈第一次听这说法:D

真的很谢谢小M和她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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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洗手间？！

2016.03.06

和同学们去一间咖啡店是偶然发现的萌萌哒洗手间，知道日本很重视洗手间（学校也是不修操场先修洗手间）。。。。但打开门的一瞬间还是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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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的初午祭

2016.03.24

初午祭！

据说是雾岛市最盛大的节日，去隼人我坐jr要四十多分车程，还是蛮远的。。。不过看到了传说中的捞金鱼和苹果糖的小摊好开心(ฅ>ω<*ฅ)天气十分好中午感觉顿时到了夏天啊。
马好可爱啊刘雅轩也很可爱哈哈哈哈。还抽了签，有大吉~

 

大瀑布的照片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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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提琴

2016.03.24

关于小提琴

连五线谱都不认从小学民乐的我会拉小提琴啦可喜可贺（给自己呱唧呱唧(๑•̀ㅂ•́)و✧）虽然是蛮简单的曲子但心中突然掠过一种啊这就是“拉”小提琴的感觉啊时真的一瞬间还是被
自己感动了(❁´︶`❁)好棒棒~虽然如果还有艺术课选修的话我一定会选书道因为写完作品有成就感啊哈哈哈哈哈（前几天给小MY宝宝写了名字的挂轴╭(￣▽￣)╮虽然很认真很认真的
写了但有一张不小心把手一抖毛笔掉上弄脏了我那个悲伤的啊(´╥ω╥`)）但捯饬乐器也是蛮开心的嘛！想想马上就是三年生了今天与艺术课告别了之后还有文化祭之后的部活引退在
之后我就会暂离这片温暖的土地暂别这里的亲人们......时间真的所剩无几所以我会经常问自己还有什么想做的事没做？想说的话没说？时间永远不会停下来等我而我又能在这有限的
时间里留下什么呢？若如那一曲未绝琴弓下缓缓流出的音符，是珠落玉盘还是细水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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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假期

2016.03.24

高校入试 自宅学习

终于迎来了这个小假期(ฅ>ω<*ฅ)

先是去钓了趟鱼和姐姐还有她男票（没错请叫我专业小电灯泡(๑•̀ㅂ•́)و✧）虽然那天是满潮水速太快没钓上来鱼但还是很开心哒，真的是很少有机会与姐姐一起玩耍呢（姐姐周末上
班）~

第二天住家爸爸带我去了个观景温泉，能看见樱岛锦江湾~真的鹿儿岛市里有很多樱岛的观光地啊

第三天去和同学们出去浪了(ฅ>ω<*ฅ)，五六个人卡拉OK唱了五个多小时哈哈哈哈 令人“气愤”的是不但没伴唱还唱完打分。。。。我起先不知道胡唱了一首。。。还是中文
歌。。。。好丢人。。。啊哈哈哈哈哈哈哈不过后来有认真唱哦，还有冰淇淋真好吃..然后去了鹿儿岛近代文学馆美术馆童话馆~这个童话馆里全是小孩纸我一人鹤立鸡群啊哈哈哈
哈哈好尴尬

第四天是311，一个令全球震撼的日子，同时也是住家妈妈的生日。早晨起来就满电视的五年祭相关的活动。我也是第一次感觉大地震离我们这样近，灾害离我们这样近。看着五年
前的日本，灾害过后，没有惊慌没有绝望，有的是秩序的井然，有的事相互的安慰与关怀。国民素质想来的确实是国家的根基。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开始相信国产 开始相信国人 开始
习惯微微带笑 开始习惯彬彬有礼.....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相信这个国家 学习这个国家呢？这半年间我没有看到所谓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与日本所谓发达国家在物质文化上的区别，中
国的设施甚至有时更完备，规则有时更合理，风光有时更秀丽......然而在这里我看到的是人心的“发达” 素质的“发达”......但可喜可贺，我能感到我们的进步能感到或许契机就在
我们这一代。。。。据说日本六十年代时也曾经济大发展，从而造成过类如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所以我们也应该同时对五十年后的中国坚定信心！好吧扯远了(*/ω＼*)扯回来——
住家爸爸妈妈感情真的很好诶住家妈妈每年都会收到漂亮的花，今年也不例外呢~住家妈妈生日快乐~谢谢你的陪伴让我在短时间里成长了许多，谢谢你的陪伴让我在异国时刻还能
被亲情包裹，谢谢你的陪伴我能开开心心每时每刻，祝您天天开心～～最重要的是要一直健健康康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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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太优秀了

2016.03.27

白色情人节

本来情人节白色情人节啥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结果今年才知道原来这节日是来长肉的!再次赞美下日本妹子的女子力╭(￣▽￣)╮最近一个月几乎天天吃便当时都能收到大家的各种点
心特别是十四号几乎吃撑！吃不完的就只好带回家了。。大家做的都太好吃了(╥﹏╥)（感动的泪水）想想我当时做曲奇时的各种艰辛啊，，，大家太优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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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tch

2016.03.27

 

不知为何班级对战赶上下雨，因为选了室外项目（keriyakyu）所以大家都做好了淋雨的准备，我把折伞都带来了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我不懂棒球规则的（看都没看过）所以只知道踢了就跑(๑•̀ㅂ•́)و✧好在以前在国内和英语外教玩过kickball所以大致总算看懂了基本规则ヽ(•̀ω•́ )ゝ小K好厉害的，接球啊跑啊动作
干净利落。即使主力小A不在（呜呜呜不巧生病了好担心小A.....）我们还是连胜两场~下午踢第三场时对方练得六分遥遥领先但我们依然不气馁最后五分钟连得三分。结束后大家都
一脸阳光（尽管一直在下小雨我们都淋湿了）没过多在意胜负而是一窝蜂跑去看篮球了。

三班女孩子打起篮球来都好帅啊虽说只有两人是篮球部的在但大家看上去都是训练有素！（男生们也不差班主任老师也蛮厉害但人数是个可怜的现实......）

我自然会想起去年我们学校的篮球赛，那天的风那天的呐喊那天激动的泪水那天亲爱的你们竟与隔海千里的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如此相似真是不可思议呢！再一次看到自己拍红的手
掌，一瞬间那种仿佛我曾与大家一直都在这片土地上共同成长的感觉十分强烈，与大家并肩喊出班级口号时，我明白了这个我才来了六个月的班级里已留有我的位置而且是永远的，
哪怕我会离开。

但现在耳边震天回响的呐喊，已永远镌刻心中。

LOVE YOU ALL

GAIGO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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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小M的中国之行

2016.03.30

小M现在应该在中国玩得正high吧^_^

总是在说中国的料理好吃哈哈哈

小M也能来中国看看我真是打心眼里高兴啊，而且据说她在东京还见到了我去年作为寄宿家庭接待的小Y！！！这就是缘分啊！！！真的谢谢交流中心，能有这样的机会我能遇见小
M和同学们还有住家还有身边所有的人真的太开心了，同时她也能去我的国家看看感觉这机会实在来之不易(*^_^*)啊啊啊好感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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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动动动动物园～（≧∇≦）

2016.03.30

从小就爱往动物园里跑的我来到鹿儿岛怎么会有理由不去平川动物园？

平川动物园离家不远嫂嫂开车不一会我们就到了。青山绿水之间是彩虹桥一样的大门，很是可爱 一进门就看到了河马犀牛长颈鹿等非洲动物～～感觉很贴心的是动物园线路规划
的很好可以一口气转完看遍园区内的所有动物！更令我感动的是不管卫生间有多狭窄一定都会有一间多功能卫生间，女洗手间里也一定会有一间有放小孩子的座椅和换纸尿裤的台

子，真的好贴心！第一次看到企鹅和考拉萌萌哒～～还意外的喜欢上了乌龟这种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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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せです~

2016.04.06

自分でも忘れましたけど、、、4月いつかは私の17歳の誕生日です ずっとピクニックの準備をしましたから

演劇部の打ち上げでみんな鹿児島健康の森へ行きました。結構広い公園です、一周歩いて回るとかなり時間がかかります。特に今の時期桜並木はとても綺麗です 花びらが散
る時はまるで花雨のようでした。

お昼はみんなの手作り弁当！！！私も昨日の夜頑張って（葱香饼）というものを作りました！お父さんお母さんからも友達からも美味しい美味しいと言われてとても嬉しいで
す。それに、SとRはこれが気に入ってRは最後の4枚を持って帰って「妹にも食べさしたい」って、私もすごく喜んでいますよ〜みんなの手作り弁当もめっちゃ美味しかった！

食べる途中でRは急に今日は私の誕生日を言ってみんな誕生日歌を歌ってくれました、ありがとう 食べ終わったら逃走中のゲームをやりました。あんなに広い公園で私だいた
い３周も走りました！足が痛いけどめっちゃ楽しかった！

晩御飯の時、お姉ちゃんからかわいいプレゼントと手作りケーキをいただいました！！誕生日ケーキまじ久しぶり！ケーキは市販みたいに美味しかったで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
います！

それに中国からも今のクラスメートからもたくさんのお祝いが届いて本当に嬉しかった！学校の日じゃないのに、LINEとかQQとか1日ずっと着信だった！私のことも考えて、
みんなありがとう〜〜大好き~~~

私はいつもこういう風な幸せに囲まれています だから、これからももっと頑張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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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りがとう

2016.04.08

6日は登校日

三年生になった私たち

靴箱も教室も変わった

みんな新しい副担任が大好き

私も予想外に生活委員になった

すでにここの一員になった私に対して

新しいスタートである1日

……

すべてが少しずつ変わって行く

すべてがいつも通りで行く

……

誕生日のこと

自分もあまり重視しないし

みんなにもあまり言ってなかったけど

朝から

「おはよう」「久しぶり」ではなく

いつもの笑顔で

「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になった

隣のクラスのKちゃんから

鹿児島のお菓子をもらった

Yちゃんから

かわいい財布と記念品をもらった

……

一番感動したのは

私が弁当を食べてから

まだ歯磨きしてた時に

みんな全員いつの間に

私の後ろに静かに立てて

急に大声で誕生日歌を歌ってくれた

ほんまびっくりぽんや

でも大好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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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りがとう

この暖かさ

いただいた

 

あねきからMちゃんから

たくさんのサプライズをもらった

なぜずいぶん前から

トトロ好き？ジジ好き？マカロン好き？

と聞かれるのがやっとわかった

アルバムの中にも

みんなからのメッセージ

今までの思い出

全部載せてる

読んでから

幸せの涙も出てきた

 

本当に

みんなが言う通りに

私

生まれてきた

よかった

ここにきて

みんなと出会って

よかった

この暖かさ

永遠に

私の心の底でひかってる

 

ありがとう

みんなのこと

大好き

 

Gaigo power 

 

we are family 

always and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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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遠足

2016.04.21

金曜日のとき1日遠足で海浜公園へ行きました。天気がよかったからすごく楽しかったです。私は往復のバスでずっと爆睡しましたハハハハハ、いつ公園に着いたのも知らなか
った。バスに降りって、まずみんなと一緒にチャリンコを借りました。チャリンに乗ってお互いに追いかけて汗がいっぱいかいたけど風が涼しいから気持ちがいいです。砂浜に
着いたら、そこにはたくさんの蟻みたいなサイズの蟹がいる~けっこうかわいいです。昼はお母さんが作ってくれた贅沢お弁当です〜超美味しかった〜おにぎりサンドイッチは

本当にサプライズでした ありがとうお母さん〜〜 お弁当だけでもう十分お腹がいっぱいになったけど、みんなとまた大量のお菓子を食べました。まじ食べ過ぎまし

た。。。。午後はシャボン玉を作ってだるまさんのゲームをして、本当にみんなと一緒にいる時間は最高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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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武战

2016.05.03

锦武战

周五我们学校与锦江湾高校一起举办了运动交欢会，幸运的是赶上了十几天中唯一的晴天\( ˆoˆ)/\(ˆoˆ )/

最先上场的是我最爱的应援团~真的很帅气，本来想着参加的但演剧部也几乎每天都有练习所以纠结了下还是放弃了，残念啊残念ಥ_ಥ

真的是第一次看棒球比赛，特别的激动人心，只是很奇怪为什么这项运动在国内并不普及还有打棒球的为什么没有女孩子？◑▂◑

武冈台依旧赢了几乎所有的项目，只是意外的棒球输了。。。被对方一开始就拉开四分的差距真是不好再赶了啊。。。第一次得分时激动的小R都哭了(ฅ>ω<*ฅ)

不过真的很开心，看到我们一起跳的应援舞的视频被发到twitter和youtube上时也是很自豪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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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目の逃走中

2016.05.30

逃走中という番組見たことがないけど、、みなんと健森でリアル感満々の逃走中をやりに行きました

二回目だから、健森は超広いだけど、もうけっこう詳しくなって隠す場所も逃げる道もだいたいわかります。ハンターとしても楽しか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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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们

2016.05.21

 

BBQ虽然风向导致烟一直往我这边刮╮(￣▽￣")╭ 但却吃到了最新鲜的烧烤*^o^*比烤肉还好吃哦肉包饭团也超美味！

放烟花时仿佛有种自己身处中国的感觉╰(*´︶`*)╯AM放的烟花简直帅炸！最后的线香花火也成功了呢！

第一次打保龄球，AR真是太厉害了！不过我也算是创造了奇迹吧(*/ω＼*)

M.A.A.

一直以来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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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祭的种种

2016.05.30

关于文化祭的种种

六月十一号文化祭

真是又期盼又不想让它那么快的到来

毕竟文化祭也意味着演剧部和茶道部我们三年生们的引退

三个部活都完成了opening movie的摄影，大家真的是已经迫不及待了。

但可能我那天会很忙。。很忙。。。

先是演剧部的小剧，然后是幕间（就我是一个人单独报的名◑▂◐真佩服自己的勇气。。。。不过真的很想让大家看看中国的乐器），然后是茶道展示，我还想帮班级卖东
西。。。。

真的有点手足无措了。。。不过很期待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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ブンカサーーーイ

2016.06.03

2016.06.02

文化祭 カウントダウン

演劇部の武台ラブストーリー

茶道部の糸巻棚のお点前

一人の幕間

頑張れ私

 

ちなみに

クラスパーカーかわいい！

ガイゴ ライオン

大好き

返回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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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番

2016.06.17

最高の笑顔と最高の涙

最初と最後の文化祭

盛り上がってきた

夢

燦々

 

 

1 後輩たちかわいすぎる〜〜ありがとう〜

2 一人でやっぱり寂しかった、でも叫んでくれてありがとう〜

3 汗まみれでメガネが落ちそう

4 クラス写真を撮るとき、私はまだ照明音響設備と闘ってた

5 照明が眩しかった、、声が届けてよか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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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武不滅

2016.07.12

大好きなあなたたち

懐かしい部活の日々

歌ってくれたYELL

永遠に心の底に刻んでおり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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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願の指宿

2016.07.12

先月の日曜

珍しく晴れだった

帰国前に思い出作りのために 家族と 指宿を満喫してきた！

初めてタツノオトシゴハウスに行ってめっちゃかわいいタツノオトシゴの赤ちゃんも発見！

砂蒸し温泉で伝説の温泉たまごも食べた！暖かい砂に埋められて超爆笑してた

夕焼けですごく綺麗な開聞岳、最南端の西大山駅、雲が低く載せてた池田湖、全部記憶に映った

パパちゃん母ちゃんありがとう〜いつも私のことを考え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いつも家族と一緒にいる時が最高に幸せだからありがと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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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GO

2016.07.12

大好きなGAIGOへ

 

まるで昨日からクラス入ったばかりのような感じ、本当に、光陰矢の如し。

この一年間を振り返ってみると、本当に刻一刻、すべては私の宝物です。麗しい思い出がたくさん、もう数えきれないぐらい、もうはっきり覚えていないぐらい多かったです。

最も感動したことは、クラスマッチの時、みんなと三十六人が円になって、バスケの選手達を応援しました。その一瞬、私は中国の学校のことも思い出しました。目に前のと印
象中の光景が重なって、その団結力は、私に無上の誇りと喜びをもたらしてくれました。

最も幸せなことは、ちょうど新学期の始まり、17歳の誕生日の日でした。昼休み弁当を食べてまだ歯磨きしているときに、いつも間にか、みんなが私の後ろに立って、「ゆう
ちゃん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と叫んでくれました。

優しいみんながいるから、学校に行くことが、私は毎日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した。

また会おうと約束しましたから、さようならを言いません！

GAIGO

ありがとう

GAIGO

大好き

ありがとう、大好き！

 

7.9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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帰りたくないーー

2016.07.12

最近食べ過ぎ、プリを取り過ぎた

急にさようならを言うなんて

あまりにも切なすぎます

張　戈的日记





またね♡

2016.07.16

never say goodbye

 

I will stay by your side 

 

always and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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