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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非常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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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长

2015.09.06

       现在已经到了冲绳向阳高中，这里大家都很温柔，住宿条件也很好，只是没有wifi，很难联系到大家.

        昨天刚到这里，也刚和心连心的大家跟开，十分的不舍。
        已经分别了虽然只有短短七天的相处，但是感觉和大家在一起了很久一样.这七天安排的满满当当。我们在北京见面熟悉开
会玩闹，再到东京不停的奔波研修研修研修，在我们被日程折腾的精疲力尽的同时，我们还是想着在一起闹。互相了解互相关
照好像变成了一家人，我们在异国他乡显然能信任依靠的人就只有心连心同期声的彼此了..好像顿时理解了心连心这个主题的定
义..
       接下来的一年我们会分开到日本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学校学习生活，我们都会遇到我们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当遇到困难时
想想还有另外三十个人和我一样一个人在陌生的环境里摸爬滚打我就百感交集，是的，大家是我的可靠的精神支柱。
       我们都面对新的挑战都面对新的生活，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要各自努力各自面对不断的成长。愿接下来一年的每一次挫折都
给我们带来成长，愿我们前程似锦。原谅我心血来潮突然的矫情，我喜欢第十期生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很优秀，感谢能让
我遇见你们，能遇见你们真是我的万幸。
 

       其实来这里一天之后才理解前辈的话，难过的话就哭吧，眼泪有毒哭出来就没事了。哭完继续面对，使人总要成长，祝我们
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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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日本的校服

2015.09.07

    到学校之后，一直在自我介绍 (笑)

    我觉得大家都是很友善的人，马上就记住了我的名字，然后她们告诉了我她们的名字...但是日本人的名字好长，而且人太多
了...所以没全都记住...不过我会努力记住的。
    然后，体育课很有趣。
     和2年级1、2、3班的女孩子们一起学了篮球，虽然有点累，但是和大家一起很开心 (笑)。
     今天交到一个新朋友。是1班的miyo。她在台湾留过一年学，中文说得很流利 (笑)上个月回来，前天到机场来接的我。她的中
文有很浓的台湾腔，好像台湾人一样 (笑)。
      这里的先月老师很有趣。喜欢开玩笑，我觉得他的心很年轻。
      今天我本来想去参观一下课外活动的，可是有点累了，就回宿舍了。
      以后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事情呢...真让人期待呀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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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也重情也重，天气也暖心也暖

2015.09.11

来冲绳之前父母还一直担心冲绳东西不符合的口味我不吃怎么办，之前也有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更担心的是这里东西太好吃
了我一直吃怎么办..（笑）
       学校的饭意外的好吃，每餐不缺肉，不缺炸的猪排鱼排之类的..之前不习惯这里，很抑郁的时候吃不了很多...但是现在和同
学关系处得很好，一开心渐渐开始吃得多了起来..
       我参加了舞蹈社团，自己觉得非常的帅气逼人（笑），但是运动量出乎意料的大，每天都很累...但是很充实很开心。
       前几天我和我负责清扫食堂，抹桌子，在这边做清洁意外的轻松，我觉得主要是每个人都很注意，在吃饭的时候尽量不会把
饭菜掉到桌子上。在这边做什么都很注意，目的是不给别人添麻烦，所以我在这边除了“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其他都过得好是
很轻松的。
       本来在食堂就吃得很好，后来发现学校对面有一家便利店...这是我长胖的来源...有次我来这边买文具，然后结账的时候发现
旁边冷藏柜里有好像很好吃的便当...后来我每天在晚饭之后吃一种味道的便当...
        这的生活是真的很有趣，这里的人也很有趣。前天晚上在日本交的朋友美月来我房里玩，我给他们看我手机里的照片，突
然翻到一张我们在东京研修时照的一张蟑螂的照片，美月突然说：“东京的蟑螂好小只好可爱，冲绳的蟑螂超大个超强悍...走路
都有声音...”
        然后回头跟我室友仁美说：“仁美我记得你有一只小蟑螂对不对！”
        “对对对！我找找”说这仁美开始翻抽屉“怎么找不着了...明明刚刚还在这里的...”
       “真的假的！”一边吹头发一边问。
      “找到了！”
        仁美回头把什么东西丢到我身上，我拿过来一看是只蟑螂！立即疯狂的把吹风机一丢尖叫着抱着美月离开了我坐的位置...
        然后被她们笑了两天，夸我说我的反应是所有人里面最棒的。
        很感谢组织把我分到了冲绳，我是个不喜欢主动找人讲话的人，在生人面前有时候甚至连话都讲不出来，但这里不管是老
师还是同学都很关照体谅我，不会把我晾在一边，干啥都会带着我一起都是十分好的人。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昨天的中文课，在讲一个动词，我想用电子辞典查那个词的汉字但是没找到，很烦心，然后我旁边的同学
轻轻拍了我，在纸上写下了那个词的汉字，然后什么也没说继续上课。
       每个人都不动声色的关心他人，让我很感动，冲绳地方不仅天气温暖，人心也暖，在这温暖的地方舒适的不止是身体，还有
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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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的心

2015.09.11

运动会，真的是让我深受感动。
      这是我来向阳高中的第一次大活动，每个人都穿着自己班的班服，这种东西吧，真的很让人有归属感，在无依无靠的异国他
乡，让人知道我属于二年二组。
      接力，这里和中国的接力不同，这里是全班带老师一起参加的。参赛前我一直蛮紧张，觉得要是跑不好就太丢脸了...后来老
师跟我讲说不用紧张的，我后面的一叶同学可以跑很快我慢慢跑也没关系...我听了之后很是感动但是还是好紧张。
       我是七号，千寻告诉我七在日本是很好的数字很幸运叫我不要担心...然后我更紧张了。
       
       比赛的枪声打响，我们第一棒班主任疯跑起来，然后一棒接一棒很快就轮到了我。我回头不知所措，我后面的同学握紧拳头
比划着向我加油，接到棍子之后我就使劲跑，然后给下一个同学，期间大家都呼喊着我的名字加油，到达的那一刻我真是太感
动了忍着泪看向大家，大家都说我跑得很快，我真的是好感动。
       大家喊着正在奔跑的人的名字加油给他们，虽然人我还没认全，但是我也跟着大家一起喊，尖叫。
       一个女生脚崴了还拿着棍子坚持着跑，接棒的同学跑向她接了棍子自己多跑了几十米，这是我看到的他们的体贴。
       最后一名最后一棒掉了一大圈，这在哪都是很不好意思的，况且最后一棒还穿了很亮颜色的衣服...
       我看向那边那个班，太让人感动，那个班的所有同学都和他一起跑着，一直到终点，全年级都欢呼说他太棒了。当真太体
贴。
       在这边我终于体会到，接力，这个项目不是要选出全班跑得最快的那几个男生女生，应该是全班，不管跑得快还是慢，不管
有没有得到好的名次，因为是大家共同努力挣来的荣耀，并没有责怪谁掉了棒谁摔了交，大家都很开心。
       我再次感觉到，不管做什么，大家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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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逛街吧

2015.09.13

全世界的女高中生都有一个相同点，喜欢忙里偷闲的三五成群约出去逛街，我这里的也不例外。
        难得周末，我想去其他地方转一下，昨天我起了早床出门，在没有网络的和指导的情况下，我沿着一条路走了半个小时，
我以为可以走出去，可是后来我发现我走不出重重的山。一年很长，到这里来我不止想学习，还想融入这里的生活。
        回宿舍后大家商量着带我去冲绳的中心地，商量着带我买什么，真的这里人都像我妈，我都没说我要什么就帮我想好了。
       之前我一直不敢找同学帮忙，觉得会麻烦别人，然而他们并不觉得我在麻烦他们，今天一天他们都没给自己买什么，全顾
着帮我挑东西了。我觉得也是通过这次一起出来逛街，我更好地融入他们了。
        这里交通不太方便，我们打了一个小时的车之后才到城里。这里真的是旅游胜地，到了之后到处都是中国人，光听他们讲
话就倍感亲切。之后还给一些老乡们做了翻译。
        感觉真的很好的是，我们一起逛街之后一起去照大头贴，虽然早有心理准备日本的大头贴又很强悍的ps功能，可是拿到照
片后我好是受到了冲击（附图一张）。
        买了一些日常备用品之后我们准备回去，在回去的时候我们在遇到了一辆移动餐车，是卖章鱼烧的。老板是从大阪来的一
位大叔，满口关西腔很是有趣，还会讲中文。他讲年轻的时候去中国留过学，什么也没有，就只背了一个背包。
        他说他知道语言不通的无助，明白在异国他乡如潮水般将人淹没的孤独寒冷不会因周围人一个温暖的微笑就会褪去。这种
东西真的是经历过才知道。
        之前我的难过这里的大家也看在眼里，他们和中国人安慰人的方式不同，他们会先给我一个空间让我难过，之后再强烈的
暗示我，去依靠他们求助他们，他们会很乐意帮助我的。
        之前的不习惯源于我自己的不接受，很感谢我来到了冲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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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生活的杂七杂八

2015.09.18

     说冲绳风景好绝不笼人。

     每次下楼都忍不住看一眼冲绳的天。

     偶尔上课开小差也是冲着天。

     前几天去对面买东西遇见了一只小野猫然后和它玩了好久。

     前天上课的时候，我旁边的太辉君执着前几排的秀那君跟我讲“你看秀那的头是不是很像章鱼烧！”

      然后我笑了一天。

      昨天参观社团的时候我摔了一跟头，大家惊慌的朝我过来然后问我有没有事。然后大家抱在一起笑，觉得蛮好玩。多亏这一跤我和大家变亲了，互相开起来玩笑。

      让人感都的事啊。我的日语还有很多单词和语法没学，讲一件事的时候表达不完全，就不想讲了，这个时候我想放弃了。然后大家拉着我的手笑着

      “加油，慢慢想，我们听着，一定要讲完噢。”

      还有明天考试，好烦哦。

      刚刚在family mart买了好吃的零食，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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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雯的日常

2015.09.20

到着两个星期后，我有些想念我的江城。突然想吃随着城管离去而突然出现的路边烧烤，想吃油闷大虾想吃火锅麻辣烫。
     
       今天是五连休的第二天，寝室里的人走了一大半，包括我的室友。
      
        起来的时候早饭的点已过，我一个人呆坐在床上的时候感觉好不现实。房间里只有空调的呼呼声，和我的呼吸声。我一个
人玩着手机，然而不会有人突然推开我的门开始斥责我又玩手机还不起床然后催我起来洗漱学习。
       果然妈妈不在我旁边我就不想玩手机了。
       
       我起床打开窗帘，洗漱完之后就开始打扫我的房间。
        
        在此我还得感谢去年来的郑桐前辈，感谢她留了很多东西没带走。我房里空调遥控没电了，幸好我买电池之前清衣柜，然
后发现了几节南孚电池。
       
       晚饭之后去散步，我这里可以看到海，真的能领略海天一色是有多美，空气好像也变的咸咸的了。我想走到海边，可是海却
比我想象的离得远。天色渐暗我也得回去了。
       
       都说快乐是容易的，因为短暂逗留不必换算时间磨合。那我也希望接下来的一年对于我来说是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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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好的天气也总会下雨

2015.09.24

   该怎么形容我看到的风景呢，明明知道天上的云是水是雾，可这边的天却还是让我像个孩子一样固执的认为云是飘在空中柔软
洁白的棉花。  

     午后的树叶接着微风轻摇，错开洒下的光，将地上的影子抬的深深浅浅。
     
       我听着身边女生们的谈笑，盯着地发呆，这样平静的日子还得过多久。也许是最近冲绳这边天气太好了，让我忘了气候再怎
么宜人的冲绳也会下雨。
     
       显然我已经找到了状态，在这里摸爬滚打了三周，套路什么基本摸清楚了。没有什么大起大落让我开始有心思注意生活的小
事。
     
      然而没有半点不顺心，就这么几周，我好像变得和他们一样，有一颗澄澈的心，一尘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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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仍像这随时降临的雨夜

2015.09.27

       双休照例傍晚散步，就算这边的海被围起来了，我也依然朝着海边去。

   
      看不见眼前的海，看不见阳光灿烂。迎面有海风吹来，我心里一片蔚蓝。
 
      我总是在阴霾迷雾中，分不清那是沉着的落日还是初生的新月，它们遥远的隐藏在天际，扑朔迷离。
 
      睡觉前我总会翻着我手机里的相册，里面记录着太多太多，家人，同学，朋友，自拍，我的狗，笔记，风景，相遇离别，喜
怒哀乐，我的笑与泪，我的回忆，我的生活，不经意中悄悄溜走的时间。
       照片只是把快乐的一瞬，钜细成了永恒的画面，而对于我来说，真正珍贵的是照片所记录下来的大家子一起的时光。
       今天是中秋，中秋是家人在一起团聚的日子，而在这团聚的日子，我身在异国他乡。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爸爸中秋节的时候出差了，我哭着跟他打电话让他回来。他在电话那头思索了一会跟我说
          “爸爸现在在看月亮，你也去看月亮吧，月亮只有一个，这样我们就在看同一个月亮，就像原来我们坐在一起看电视一
样，就好像我们现在就在一起。”
        当时我被笼的一愣一愣的，就盯着月亮看了好久。
       多少人看月亮时就好像做了一个被灌醉了的梦，朦胧的遥不可及。
       多少海外学子看着月亮好像就醉了。
       多少思念的目光集中于月亮，而月光洒向所思念着的远方。
       中秋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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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个月

2015.10.03

我想，这一个月对我而言可能是人生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月了。

   一开始都不怎么跟同学说话，而到今天已经交到了很多日本朋友，时不时开开玩笑，跟大家一起笑，特别幸福。

   我们学校今天是期中考试，最近一直在学习。

   “好累啊~雯雯你在这里生活，不累吗？大家每天每天都只学习 ((-_-))”Hitomi 说。

     我笑着说：“不啊，完全不会。中国比这儿可辛苦多了，不过和日本其他学校相比，这儿可能更严格一点吧。”

    “我跟你说啊~向阳高中啊~是冲绳头脑最好的学校哦，所以大家每天都只学习 (￣^￣)ゞ”

     确实是每天每天都在学习，但是这儿的每一个人都很快乐，无论学生还是老师，每天都是面带笑容的，心态很好。

     日语能力渐渐提高了，体重也渐渐提高了（泪）。主要是在这里的生活让人心情太好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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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我的小伙伴！

2015.10.09

马上我这边学习中文的小伙伴们就要参加中文演讲大赛了，现在都在抓紧练习。

然后我就成了专业的辅导员（笑）

这次演讲也是难，从前鼻音后鼻音到各种饶舌拗口的词全都出现了。

放学之后我就带着他们读，一遍遍的读，一遍遍地纠正。

这让我想起研修时老师说的话，到那边之后要想着能为别人带去些什么。

从我初到的生涩到现在跟大家打打闹闹，其实我都一直受着大家的照顾，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我的感受。

然而不善言表的我盛着感激的心情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心中的感谢，所以觉得能帮助他们，我也很开心。

今天辅导完之后，我的小伙伴理子问老师“老师我们比赛的话逸雯可不可以一起去。”

“如果你们能进全国大赛的话就行。”

“逸雯想去京都吗”理子问我。

 “想的”我回答。

“那我们就抓紧练习，为了让逸雯去京都。”

虽然这句话听起来感觉怪怪的，但是我还是挺感动。

 

这边渐渐变得凉爽了，晚上甚至还有点小冷。

最近我都是六点半才回宿舍，比平常晚了一个半小时。

虽然少了一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但是我却领略了这里的另一番风景。

六点半社团活动才结束，大家看到我都会热情的和我打招呼，寒暄着说要是我有时间就去他们社团玩。

回宿舍途中的风景是很美的,这里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能挡住我视野的东西，天就是一片广阔的，海那边的天是深蓝色，和海的颜色一样，渐渐地往山那边就渐渐地变成了紫粉色，
似梦似幻。

跟我看到的风景和我感受到的温暖，我的语言描述实在太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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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生活与喜欢的人们

2015.10.28

来这里两个月了，时间真是越过越快。

 

对于言辞表达不太擅长的我，只能呆呆的怀揣着对大家的感谢。

 

与她们打成一片的契机

 

同学的生日会，因为都是住宿生，我们都到她的房里去玩，因为旁边只有一个family mart，所以大家都是送的些零食，没有很贵重的
物品。几平米小小的屋，挤了几十个人，然后说笑照相，寿星拆开零食，大家一起吃。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和她们熟络起来的，开始和他们打闹，学当地的有趣的方言，流行词汇。

 

然后女生嘛，话题就是暗恋的人，喜欢的人，那些「恋話」之类的。

 

 关于学习
 

理科倒是没问题，令我头疼的就是文科，虽然一直在记在背，但是专业名词我要记好久。古文对于我简直就是用没学过的现代文去解释

没学过的片假名。

 

不过自第一次期中考试以后我就不停的在学这边的文科。

 

我的伙伴也会帮助我，老师上课的讲解，她会记下来，一个词一个词的写注解。然后给我「できないところがあったら、私に聞いて

ね。」

 

最常听见的话

 

在这里我最常听见的话就是「さあーぶんちゃんも一緒」。

 

 这里的人永远都不会落单。吃饭的时候绝对不会没有人陪你。

 

移动到别的教室的时候绝对不会让你一个人走过去。

 

大家玩的时候绝要带着你。

 

接下来就个月的路我们也会一起走完的。

 

最喜欢听的话就是

王逸雯的日记



 

 「ぶんぶん、一緒ねー！」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我的十月

2015.10.30

总的来说没发生什么大事。
也因为这平平淡淡的十月，让我彻底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我们繁忙穿梭在校园里。
风撩起女生长裙的裙摆，吹起男生衬衣的一角。
十月比想象的要快很多。
和同学的约会也多了起来。
十月第一周
被期末考试折腾的死去活来。
期末考试结束的当天，高二全年级的同学进行了“餐桌礼仪”的培训，移动到了一家西餐厅，用正统的方法吃了一套正统的西
餐，吃了两个小时（一边吃一边饿）。
后来学校决定让学中文的同学参加“日本高中生中文演讲比赛”，我和我们学校的中国人老师开始给他们进行培训。
周日我的同期生郝欣桐来冲绳修学旅行，我起早床驱车赶去和她见面。
映像很深刻的是，飞机不停晚点，我等了两小时，终于她发信息给我说她到了，当时她刚下飞机还没拿行李，隔着厚厚的玻璃
门我们打着电话互相看着，以及她出来后的拥抱，热泪盈眶。
不到十分钟的见面，然后匆匆离别。
十月份第二周
家庭课终于像日漫里讲的一样，让我们开火动刀。
我切了一条生鱼，从洗干净到拨内脏...
大家动手能力都非常强（会做菜的男生就是说不出的かこいい)，总之吃了一次很愉快的午饭。
然后我们班和四班同学打了一场排球。
毕竟有两名超级帅的男生在四班，其中一位是校草排球打的真是好..我们班女生为之疯狂拍手尖叫入了魔。
周末和两个中文超级好的美女前辈去吃了火锅，对于好久没吃辣的我真是一次莫大的安慰！
学姐的妈妈也是美人，善良的美人，一路也和我们说说笑笑开车到宿舍接我再开车把我送回宿舍。
十月份第三周
一开始的防灾演习再次给我提了个醒：该减肥了。
当所有同学包括老师钻到桌子底下，只有我卡在桌子与板凳中间的那一刻，我觉得很「やばい︕」
第二天学校请来了琉球交响乐团到我们学校演奏，亲场一边看一边听和戴着耳机听完全不一样，刚刚演奏出来的音符都是新鲜
的，悦耳。
隔日晚上就是住宿生的福音，食堂自助餐，全部都是肉料理还有冰淇淋蛋糕，让我减肥的想法烟消云散。
还有中文发表大会，在学校，全年级的人都有过来看，我是日语主持，觉得表现得还蛮大方的，虽然说错了一些地方，但是大
家表示理解，还觉得我有点小可爱(=ﾟωﾟ)ﾉ。
晚上是同学的生日，那天好多人去了她的房间，就是那晚玩得嗨，大家了解我是个如此玩的开的人，关系更是升了级。虽然在
大家眼里我不再那么温顺..
本来这周中文比赛因为台风变成下周。
十月第四周
不理想的期中成绩给我来了一记精神暴击。
我沉浸在了追试中。然而简单的追试让我不知道为啥就开心起来了。
之后又进行了一场数学考试，三角函数的章末总结考，然而因为粗心看掉范围，分数再一次给了我一记精神暴击，准备迎接下
周的追试，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微笑）。
生病了去了医务室，迷迷糊糊地听着医务室老师和我讲话。只记得她当时轻声细语的和我讲“明天就是walloween了，要赶快好起
来呢”

王逸雯的日记





就是乐

2015.11.07

   今天模试，从早上七点四十开始到下午五点一刻没停，语数外理化生政史地全考了。

   美妙的周六就全泡在了模试里。

   回来之后和郑桐前辈进行了聊天，也看了她原来在这边的照片以及第九期生研修总集。

   真的不禁让人感叹光阴似箭白驹过隙。

   也希望能像郑桐前辈那样很所有人玩得都很好呐。

   这边的男孩子真是不好交流。

   但是大家都很温柔呢。

   时间真的是对于我来说过得越来越快了。

   然后附上我们年级级草照片一枚。（小图看不清我放长大的）

（从郑桐前辈那里得到的图，真人真的真的超！级！好！看！）

王逸雯的日记





十一月与无限萌动的少女心

2015.11.28

这个月一直在考试所以好像过得特别快。

近三个月，讲话的风格也开始无限偏近日本女孩子的感觉了。
受到影响的不仅是这个。
每次一起聊天的时候，总会提起「恋話」这个话题，然后便是
      “雯雯有男朋友了吗？”
      “啊啊！？没有！？明明这么可爱的！”
      “现在有没有喜欢的人呢？”
      “有没有想在这里找一个呢？”
      “有没有觉得这里有长得好看的？”
      “你觉得****君怎么样？”
 诸如此类的问题轰炸。
感觉简直像是过年走亲访友被大妈大婶问及“找着对象了吗”的大龄剩女一样。
不知道是被洗脑成功了还是怎样。
开始注意隔壁班的一个男生了。
每次偶遇擦肩而过的时候…
总会有淡淡的很好闻的洗衣液的味道。
然后就是如小说一般的小鹿乱撞。
然后掐点去食堂偶遇。
然后掐点去打水偶遇。
然后掐点回宿舍偶遇。
期末考试前晚上可以去食堂复习。有天路过食堂看见他坐在里面看书，二话没说拉着我的朋友抱着一打复习资料就冲进了食堂也开始看书复习。
噢！我的少女心！
让慢慢入冬的十一月不那么寒冷了。
想着这样发表日记影响会不会不太好。
不过这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嘛。
\(//∇//)\

王逸雯的日记



今天又进城了

2015.12.06

  班主任昨天带我去陶艺体验园做了一只冲绳シサー

  （冲绳人说しし都念しさー)

  然后晚上去吃了一家中华料理。

  味道真的是意料之外的正。

  店是一对东北来的夫妇开的，人特别热情。

   走的时候还给我们加餐..

   开心

王逸雯的日记







被保护好的心

2015.12.09

午休的时候和朋友在教室外面吃便当。

冲绳最近降温了，是穿冬季校服正好的温度。
我们后面高高的树正好给我们的石桌那撑起了一片阴。浅浅的草密密的铺成一片，到处都是蒲公英。
一到十二月，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就圣诞节了。
大家聊到サンタさん，她们问我说中国有没有サンタさん。
第一次被问这样的问题，陡然的我愣了一下。
有些人认为有有些人认为没有...我回答。
那ぶんぶん见过サンタさん不？
没有...但是别人扮演的倒是见到过...サンタさん应该不存在吧...
那ぶんぶん不是好孩子，サンタさん只会给好孩子礼物。她开着玩笑。每次圣诞节我都早早睡，起来的时候礼物就在我旁边。
我想他是逗我还是真的认为サンタさん是存在
的。
后来大家话风一转，变成了你什么时候知道サンタさん是不存在的。
枫说他初二的时候知道，到现在还有点接受不了。
那年她没给サンタさん写信，然后他父母吃饭的时候突然问她：圣诞节想要什么礼物。顿时饭桌上的气氛就变的微妙起来。枫
那个时候就开始怀疑到底有没有サンタさん，后来晚上他装作偷偷睡着，把她父母得了个现行，伤心难过了好久。
 
其他人也差不多，不然就是发现父母事先买好了的礼物就是父母说漏嘴了。
 
突然想起我的父母，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世界上没有圣诞老人，我再没有对圣诞节抱有一丝幻想。
 
突然百感交集，这边的父母，用一个幼稚但是美好的方式让自己的孩子保持一颗善良而简单的心。
 
都说单纯善良的人，都亏的周围的人保护，或者大家都是这么单纯善良的生活。
 
打饭的时候，前面的人把舀饭的勺子递给我，微笑着说あげる，这不禁会让我打完饭也微笑着把饭勺递给下一个人，换来一个
温柔的ありがとう。也许这就是最简单的「優しい気持ち」传递吧。
 

王逸雯的日记



职员室的日常（契子）

2015.12.15

 

 
同学们都修学旅行去了。
整个高二就我一个人。
所以直到他们回来之前，我都得在职员室里写课题。
职员室就是一个大办公室，所有老师都在里面。
出入口的小角落里摆了几张大桌子，我就在那里学习。所以每个老师出入职员室都会从我那经过。
昨天认真做了一天课题，所以没发生什么事，索性就从第二天开始。
职员室的老师都是很欢乐的。
坐在最前端中心后面有一块大黑板的位置是主任的。
主任为人正直，不准大家在学校里吃零食。
每次我看到有的老师从对面family mart回来一这一小袋零食我就会想。整个职员室可能就只有主任一个人不会吃零食了。
这边老师都很欢乐。
国语组老师喜欢一起聊天，总能听到笑声，可能就是因为太欢乐了所以位置比较偏。
数学组老师喜欢一起做题目，改卷子。
外语组总是一会英语一会中文一会日语，比较混乱。
还有很多很多。
为什么会想些关于职员室的故事呢？
想看看这边的老师在上课时和私底下有什么不同，想了解和中国的老师有什么不同。
 
这几天日记更的可能都是关于职员室的了。

就当小说看吧。

王逸雯的日记



职员室的日常（1）

2015.12.15

 

昨天扎扎实实地做了一天课题。不仅完成了当天的量还把数学擂完了，想着后几天专攻国语和英语。
然后今天一早我就作了一回漂亮的死。
“我这么高效率老师绝对想不到嘿嘿嘿”
“绝对会夸赞我嘿嘿嘿”
我就上交了数学作业。
老师的确快赞了我。
然后开始担忧我好来几天没事干，就又给了我三套课题。
我内心大呼，哎呦我去还中奖了。
【恭喜玩家王逸雯又获数学课题三套】
下午做国语的时候简直爆炸。
看着古文无从下笔。
远看可能我就是摊在桌子上顶着课题
呈冥想（发呆）状。
后来会学老师捧着一杯茶笑盈盈地走过来
“现在不太忙？”
我脑袋一抽回答“嗯，有点闲。”
“我有化学课题你要不要做？”
 化学这种看起来高端坐起来简单的科目，我要是做的很溜的话，那些看不懂化学的人岂不是会很仰慕我嘿嘿嘿。
然后我脑袋又一抽“诶！？可以吗！我想做化学。”
化学老师可能好久没见我这么喜欢化学的孩子，豪气的给了我四套课题。
等我回过神来，攒着手中的四套课题
此刻我的内心简直是崩溃的。
【恭喜玩家王逸雯获得化学课题四套】

王逸雯的日记



职员室的日常（2）

2015.12.15

我们学校那个长得很高富帅的数学老师
蛮神奇。
每次出入职员室都高冷的的扫我一眼，
好像在向我传递
“我长得这么帅，性格这么好，却只是灵魂的工程师（老师）而已，简直生无可恋。”
然后我也会目光坚定的回他一眼：
“我长得这么可爱，照样在这里老老实实的念书啊。”
后来他仿佛
白了我一眼。
【献给每次出入职员室都会看我一眼的一班的帅气数学老师】
国语组有一个小个子男老师，戴着一副大圆框架眼镜，整个人特别呆萌。
今天中午吃完饭，回职员室的时候，一群老师围在门口，三年级年级组长交政治的高高瘦瘦的老师抓着那个小个子老师的手，
另一个老师拿着一个模型玩具手戳小个子老师的脸，小个子老师皱着脸，撇着脸躲，引的旁边老师发笑。
我矗在那里惊呆了，日本的老师好接地气。
【献给老师们的职员室小可爱国语组小个子老师】

王逸雯的日记



职员室的日常（3）

2015.12.15

我的生活可能就是由小小的感动编制起来的。
同学修学旅行离开宿舍的时候我站在门口，他们向我挥手好大的声音叫着“会给你带礼物的，这几天好好在职员室里写课题。”
我无语。
每天跟一群老师在一起，一个人坐十几个小时写课题，光听我这么说肯定也会觉得很无聊。
从中国来的孩子，多多少少都会对老师有一些抵触的情绪，毕竟中国的老师严格，然后师生之间关系划分的很清楚。
然而这边的老师太有亲和力，我这个“多多少少对老师有些抵触”的孩子，也非常喜欢他们。
他们偶尔出入职员室的时候会走过来，和我聊下天，跟我讲几个笑话，一点也不摆出老师的架子。
我的数学老师在另一张桌子上研究题目。
我僵在那里不动做了俩小时课题，直起腰来扭扭脖子身体就噼里啪啦响。数学老师抬头看我，一脸笑意，“出去走动一下吧”他
说。
我说不用了，大家都在上课我不好意思。
后来他就放下题目领着我好好的把学校转了一圈。
离放学还有三十分钟，我焦虑的等着。
然后我的临时担任老师过来了，一脸温柔
“还有三十分钟，坚持一下”说这偷偷给了我一块巧克力“别给主任发现了，学校可是不准吃零食的。”
然后我攒着巧克力，不知为何心里一阵暖。

王逸雯的日记



职员室的日常（终）

2015.12.17

 

小伙伴们今天就回。
今天也是我在职员室写课题的最后一天。
也许今天也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去了。
我托着脸看着工作中的老师们这么想着。
突然我的临时担任老师过来拍了拍我
「陪我出去买点东西吧」
圣诞树.彩灯.人群
附近的中心地已经有了浓浓的圣诞气氛。
我和临时担任老师聊着天逛街，想普通的闺蜜一样。
聊喜欢的电影，穿衣服的风格，老师学生时代暗恋的人，以及一直在帮我物色对象..
然后给我买了咖啡喝甜品，陪我耗过了一个无聊的下午。
之前对这位老师的印象一直是淡淡的。
了解之后开始很喜欢这位老师。
也许这就是契机吧。
就像因为同学修学旅行去了，以这个为契机，我开始到职员室写课题，了解了老师们平时的欢乐生活。
想着四天前我还拼死挣扎自我进行思想斗争才安安静静到职员室里写作业。
突然一下要离开了还真有点舍不得。
【感谢职员室老师给我带来的欢乐和许多小小的感动，也学这些感动也会让我变成和他们一样温暖的人吧】

王逸雯的日记



小小的喜欢

2015.12.26

宿舍办了圣诞派对。

圣诞节的派对进行得很好，大家出的节目大多都是小品之类的超级好笑，特别有一段是演宿管和我们寮生的对话，斗智斗勇，
有一种农奴翻身把歌唱的即视感。
很开心小草也参加了表演，虽然他演的是宿管。
晚餐又是自助，大鱼大肉，还有做成香槟状的饮料，因为我们不能喝酒，也算尽兴了吧。
这边宿舍给我最大的感受，和国内不同，国内的宿舍就好像只是给我们睡觉洗澡的地方，按时熄灯按时停水。这边宿舍就是一
座大公寓，自己管理自己的作息，还有一个无微不至的宿管，虽然严厉，但我们都知道是为我们好。寮生更不用讲，就是家人
一样的存在了。
喜欢经常跑道别人房间去闹，喜欢和室友偷偷在宿舍里吃泡面，喜欢室友在房间里贴的夜光贴纸，喜欢睡不着的深夜在凉台上
发呆，喜欢天微亮的清晨看大海。喜欢食堂大妈每天给我加餐，喜欢在食堂吃饭时和朋友夸天看电视。喜欢每天上学出宿舍时
一直板着脸的宿管突然温柔的的一句「行ってらっしゃい」。
这些小小的喜欢，让我对这个宿舍，欲罢不能。
圣诞快乐。

王逸雯的日记





十七与成长

2015.12.26

其实昨天就收到了来自心连心老师们的祝福和大家的照片，非常感动。
其实昨天晚上圣诞晚会之后大家并没有马上各自回房间入睡，而又是三五一聚的玩耍。
我就没有回房间，又跟她们一起闹腾了好久，虽然第二天有课。
大概马上就要转钟了，我就回房打算洗洗睡。
我洗完脸回房间，室友正在拉窗帘，我想她应该马上就要睡了吧，我便坐下来清理桌子准备睡觉。
突然凉台门开了，伴随着生日歌窗帘被掀起，我朋友都进来了，抱着给我买的礼物围着我唱歌。
那一瞬间我就懵了，我捂着嘴巴说不出话。实在是好感动。
大家都说这祝福的话，十七岁要好好的。
后来令我想不到的是，她们把自己line的头像全部换成了我的照片，虽然都很丑陋，但是我好感动。
更令我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上学，全年级的人都知道我过生日。认识的不认识的都跟我说生日快乐，还有校草！
当然礼物也收到了很多。
明天就闭寮了，今天好多寮生都回去了。
放学我刚到宿舍，取钥匙的时候そら正好提着他的大行李箱往外走，看见我突然停住「ぶんぶん、ここで待っていい︖1分だけ
ー」
我点头就等着了。
他放下箱子就往回跑，我听得到他跑步时的脚步声，不到一分钟，他就回来了，给了我一盒冬日限定的零食「お誕生日、おめ
でとうー」说完就匆匆回去了。
我也是久久不能平静。
之后和miyu一起去了海边，吃了天妇罗，照了好多相片。虽然走了三个小时，miyu的脚都磨破了，却依然大气凛然地说没关
系，然后继续往前走。我很佩服她，长得好看又不娇生惯养，性格直爽可爱
感想：
感谢陪伴在我身边的每一个人，知道我的不完美，知道我的缺点，却依然不弃，感谢大家。
在国内一直是大家捧在手心的小公主，任性的让大家照顾着，可是这边无亲无故只能靠自己，所以到这边来之后成长了很多，
虽然哭过很多次，但是每一次我都会思考很多很多事情，想明白了之后，自己就成长了。
十七岁我还会继续成长，面对未知的十七岁，我要变得更好。
更多的事情需要自己承担，在这里我逃避不了，没有人会继续宠着我帮我挡掉一切困难。
就像宫崎骏先生的动漫「千与千寻」里最后白龙对千寻说的那句话「千寻去吧，记得别回头」
也许成长就是在某一个时刻被硬生生地往前推了一把。就是一个念旧的人有一天删除了相册里所有的美好，告诉自己要朝前
看。
 

王逸雯的日记





我的头好痛哦

2016.01.07

头痛欲炸。

睡到一半起来擂墙。这是昨天下午的事，六点不到天就全黑了，不知道为什么头就开始疼的厉害，然后就直接躺床上想睡一会
儿，但是一直是半梦半醒，醒来之后胃更是一阵翻滚。
当时我疼的泪流满面，我室友突然就回了，提着袋子没开灯，借着窗外透进来路灯的光摸索着把袋子放了在我的桌子上。
我唤了她一声，她吓了一跳，可能不知道我起来了。
她忙问我感觉怎么样，又递给我一个体温计说看看有没有发烧。
我在量体温的时候她就一直讲，今天下午上英语课古濑老师听说你病了还给你担心了一阵，还有放学我回宿舍的时候国场老师
很生气的样子说你怎么不吃饭... 
滴滴滴...体温计响了起来她才停住问我多少度。
很好，我并没有发烧，就只是头疼的问题了。
没发烧就好，这是えみり给你买的东西你晚上没吃晚餐想着你会饿...她碰了碰袋子。然后又赶快让我躺下休息。
我看着她拿着作业出去了，依旧是没开灯。
然后今天早上我在我室友轻声的呼唤中醒来，脑袋依旧疼的炸。
她说已经跟宿管国场老师反映，过场老师也已经知道我的情况了，但是还要让我去找他，他要确定我的情况。
我一听哎呀我去，又要跟这里唯一会对我很凶的老师谈话了。我顶着灌了铅一般重的脑袋，一路撞着墙去找宿管。
不出我所料，他开始逼我吃饭了。凶巴巴地说我昨天晚上就没吃，昨天早上也只吃了一点，营养跟不上当然会头疼，还有今天
午饭别忘了在食堂一定要吃。但是最后还是很温柔的讲，很难受就跟老师讲，老师会带你去医院的，不要强迫自己。
心里还是很感动的。
然后又去睡。
一直到中午我醒了才好一点，但是脸浮肿到我不敢直面自己了。后来去洗了个澡就去拿饭。
现在值班的宿管是一个温柔的老阿姨，我挺喜欢她的，平常放学的时候就总是看她坐在值班室里工作。
她看见我，和我肿成桃子的眼睛，温柔的说，又难过的事就和老师讲，宫里老师国场老师都可以...他们都是男的啊...时间对的上
的时候也可以跟我讲，我不是老师，我只是附近的大婶而已啦...讲什么都可以啦什么成绩啊好朋友啊喜欢的男生啊...如果你喜欢
的男生是寮生的话我有一大把情报可以和你讨论...机制不开心的时候一定要跟老师讲。然后摸了摸我的头。
我笑着道谢，转身就开始掉泪。
可能是一直以来心酸的事太多了，一下子被人看破有点感动。
虽然我并没有和她进行聊天，但是还是很感动，毕竟异国他乡能对我这么温柔的人没几个。
然而多亏大家的照顾我又变成一个健康的宝宝了。
有句古话叫好了伤疤忘了疼，是个贬义词，但是我想就算忘记了疼应该也不会忘记去治疗我们伤疤的人吧。

王逸雯的日记



我的寒假

2016.01.16

虽然寒假已经过完了，但是由于我懒没有写日记，所以这次就算是补上了，大家好好看图

王逸雯的日记





冲绳的初学

2016.01.25

如果说今年我观赏了初雪，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毕竟我在年平均气温24度以上的冲绳。
然而昨天，这个处于亚热带的小岛，下雪了。
昨天晚上我刚洗完澡在房间里吹头发，因为外面冷，所以在房间里的我很是惬意。突然听到了走廊上一位同学的巨吼
      「雪降っている︕︕︕」
然后我就被扯出去了。
昏暗的廊灯下，依稀的能看见雪飘下来的样子，他们用手去接，然后捧到眼前看，一边笑一边说「本当雪だ︕︕︕すごーー
ー」
昨天下雪的时候室外只有六度，体感温度只有三度，再加上我们处在海边，风特别的强。可是看他们的样子，好像已经忘记了
寒冷。
第二天就新闻了，三十九年一遇的大寒，时隔225年的雪。虽然我每年都可以看见雪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雪很麻烦，但是受到大
家的感染，在冲绳看到雪，这么幸运的事情，我还是很开心。

王逸雯的日记



第五个月：疼痛与成长

2016.02.05

转眼已经过了五个月。

当初有些让我哭的死去活来的事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也变的不痛不痒。
承担和压力。
宿管对我说的一番话真的是彻底点醒了我。
他说说到底我和一般的留学生不同，自费的留学生可以为所欲为，但公费来的我们更多的是义务。
其实对于这里的同学来说我就是中国的代表，可能在他们心中中国学生就是我这个样子的。所以我必须时时刻刻保持一个良好
的形象。
渐渐的我都觉得变的不像我自己了。
后来压力大就跟学校的心里老师讲了，中国的学生不是我一个人能代表的，大家的秉性都有所不同，如果只根据我就断定中国
的学生好或者不好是不是太草率了些？
紧接着就是宿管的训斥，他训了很多，但主要是说这一年我在这里就是代表中国。
因为宿管那天说的话我大哭了一场，当时难受到后悔到这边来留学的程度了，而且是在期末考试前一周，书看不进去，满脑子
都是宿管的话。但是想一想也由不得谁，可能就是我不够优秀和前几年的前辈相比我表现得还不够好，
后来想了一晚上也是把自己想明白了。
当初的我太任性，忘记了到这里来不能只做自己，不可以做一个一直被淹在蜜罐里，拿出来晾一晾就蔫了的小孩。
渐渐的不指望被理解，大家脑回路都不一样，谈何理解呢？
只能不断的改变或者是说完善自己，来适应这个地方吧。
五个月的成长，让我领会到了异文化的交流不仅仅需要相通的语言，更多的还是需要理解与接受，需要用心沟通。
又进一步的体会了「心连心」的含义。
还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当初对于我来说难熬的时间现在也不那么惧怕了，就让时间慢慢的过吧。
痛并成长着，当初的疼痛换来了一个更明白的自己，没经历过什么的人永远长不大。

王逸雯的日记





毕业的季节

2016.03.01

且把分别化作诗，咏叹青春过往。

入春的三月，樱花盛开的日本最南端，毕业季。
看着体育馆里挂着的「咲来势为」变成「卧龙凤雏」，唱着毕业离散的歌，感叹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本以为我不会哭，觉得和高三的前辈没有什么交集，可是他们走的时候我还是哭了。想到我刚来的时候，如果没有他们的指导
和帮助，我不会很好的融入这里。原来他们的温柔，已经渗透到了我的生活中。
老师的送辞也是催泪弹，满满的回忆和总结后，不再是往常的「バイバイー」「また明日ねー」而是一句郑重的「さよな
ら」。再次相见，又是什么季节呢？
也许是因为我也经历过不想分开的离别，所以可以体会到那种,不得不拖着各自的行囊，抱着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难分难舍。
高三的前辈踏入自己理想的大学，将来沉浮于这个社会，过了很久很久，久到现在的离别痛苦已经牵扯不到自己的情绪，可是
看到现在的照片，高中时代大家清澈的面庞，心中还是会泛起涟漪吧。
学校后面的樱花开了，拥簇成了一条花道。再等不久风吹落花瓣，等花瓣落在我们的肩头，我们就高三了。
卒業おめでとう、
素敵な大人になるように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王逸雯的日记



3.11

2016.03.11

 

今天是3.11
2011.3.11   14:46:18
福岛核电站爆炸。
看了五年前灾难发生时的录像，摇晃的房子，黑色的海。视频里的人一直在跑，大声的喊「速く︕もっと速く︕」
「速く逃げーー」
然而话音未落一部分人就突然消失在了黑色的海水中。
太快了，太突然了。
逃命的人，追来的海水，摇晃的大地。
所有频道突然插播防灾提醒，广播员也带上了安全帽。
当地学校的体育馆，大家的避难所。里面有抹泪的老人，痛哭的孩子。
看的特别揪心。
直到去年九月才通知可以回去住。
然后节目采访一对老夫妇。
老夫妇说，去年搬回来了，可惜周围的邻居都不在了，也没有什么店子开门，很寂寞啊，孩子们也不知道在哪...
还有一位老奶奶也接受了采访，现在住在冲绳，和三儿子在一起。
说很想回福岛啊...想和大家一起团聚，何时大家在哪儿呢..？
还有采访有些不想回去的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回去。他们说，那里已经谁都没有了，没有等待他们的人，只有还没有修建起来
的建筑，对于他们来说如噩梦一样冰冷的地方，已经不能称之为家，不想回去。
看到这里真的很心疼，忘不了哭着跑向压住自己家人的房屋的孩子，询问救援队有没有看到自己孩子的母亲，联系不到亲人的
老人，他们的无助也绝望。
时过境迁。五年，希望他们已和自己的家人重逢，也希望他们能放得下，拥有新的生活。

王逸雯的日记



3.25 学年休会

2016.03.31

    学年休会。我又哭了。

    今年离职的老师坐在最显眼的位置，一个一个站到前面发表讲话。
    
 
       我们的学年级主任，也是我们的政治老师，八尺男儿一边讲话一边抽泣，说他经历人生大事的时候，比如结婚，孩子出生的
时候，他一直都在向阳高中，收到了很多学生和同事的祝福。
    
         我喜欢的地理老师，到现在我考了三次地理，两次拿的赤点，每次她都会在我的试卷上画一朵大红花然后说：看得出来你
努力了。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走出了赤点魔咒，她在我卷子上写了好长一段话。可能也是因为地理老师是他吧，我才会好好学地
理。
    
 
     我喜欢的化学老师，这次被调任到东京某高中担任书记，虽然上了点年纪讲话漏风听着还有点模糊，但是课讲的是真的好。
 
  
   我的英语表现老师，说好了下学期看我们组演讲的，也要走了。
 
     体育老师也要走了，突然想起来上次跑三千米的时候她在后面张牙舞爪的追我叫我不要停的时候，眼眶一下就红了。
 
     生物老师真的是很温柔，讲话也是上课也是，一直都是憨憨的笑着。虽然大家上他的课都没怎么好好听，但是大家都很喜欢
他。
   
       最最最最最难过的是我们俊俏的班主任，我刚来的时候特别的关心我，一直去努力的理解我，我生病的时候总是会发line问
候，带我去各地观光。尽职尽责，他真的很喜欢很喜欢二班的大家，每次学期结束都会买蛋糕给我们吃，白色情人节会给我们
买巧克力，这一年我们班后面黑板总是最漂亮的，都是因为他的打扮。最后在班上我们把我们写的信送给他的时候他就开始哭
了，说话也是颤颤巍巍的：“我看政治老师哭的时候我就想在学生面前哭就很バガ，没想到自己也......”同学也是，一边哭一边
笑。
        想着没有了，以后可能再也没有对我们这么好的班主任我就忍不住鼻尖一酸。
      后来听他们郑重其事的跟我们道「さよなら」的时候，真的是特别想哭出来，又不好意思，然后一个劲的憋眼泪，还全部都
憋回去了，嗓子里都是涩涩的味道。
     
      最后走的时候班主任跟我握手，特别的热特别的软，跟我说这段时间辛苦了，接下来为数不多的时间也请加油。然后跟班上
的同学说，ぶんぶん接下来就拜托给大家了。
     然后我泪腺就崩坏了，眼泪又是啪嗒啪嗒的掉。
     希望他们到新的学校之后，也能成为最优秀的老师，愿他们前程似锦。
      
       
        

王逸雯的日记



4.14壮哉我大九州！

2016.04.19

那天突然看手机，群里有消息，“侯天妍！侯天妍！”

后来知道熊本地震了。
从来没有那样认真的祈祷过，熊本拜托不要再震了。
后来大分也震了，九点钟起床的我看着手机里凌晨两点半发来的消息，吓得立马打电话。
谢天谢地他们接了。
谢天谢地他们没事。
后来侯天妍又没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晚上她在她住家，我们给她打电话，她说她睡不着，我们就也不睡，一起唱歌缓解情绪，在这种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我们能做
的只有陪伴。
现在她也去了安全的地方。
壮哉我大心连心小伙伴！
么么哒！

王逸雯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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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远足水枪战争

2016.04.19

     远足真的是一件痛并快乐的事。

     来冲绳这么久，第一次来海边。
     真的是美的名副其实，透明的碧波在阳光下闪耀，有些刺眼却让人不忍挪开目光。我也和他们一样脱下鞋，赤脚走在沙滩
里。细沙干燥柔软，捧起一把总会发现有星砂（就是星星形状的沙子，冲绳沙滩的特色）。
      燥热是被水枪冲散的。
      我和同学在沙滩上堆沙子，突然背上一闷，紧接着是凉意，等我反应过来开始逃跑的时候，背后已经全湿了。
       然后我也接水去打，光脚跑在沙滩上草地上，撒出的水折射耀眼的光，湿着身笑着的同学们，也很耀眼。
       汗与水和在一起浸湿了我们的班服，胸前的logo更加的红了。
        毫不留情的水枪攻击表明了我们不再生疏的关系，倾尽体力的大家睡死在车上，脸上手臂上大腿上晒伤的微红，是这次远
足的印记。
        
        
     

王逸雯的日记



这是一个多么温柔的地方

2016.04.23

这是一个多么温柔的地方。

地理课的上一任同桌是一个特别不会与女生打交道的男孩子。特别腼腆娇羞。之前和他上了大半学期的地理课，除了普通的挨
拶意外，几乎没有其他的交集。
上学期期末考试前，我们在地理课上偷偷复习数学，有一道题我实在是不会，问过我周围的女生，大家也是不知道该怎么解。
无奈之下我就硬着头皮去问他。
他琢磨了一下，说这需要个公式，数学书里面有...  ...
这地理课哪儿去变数学书呢？
然后他说他去上厕所，我也么多想什么，以为他就只是简单的上个厕所而已，然后自己接着琢磨。
后来他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本数学书，跟我讲，刚刚其实是去教室拿书去了。
前几天体育课的时候，因为女生是单数，我又是最后一个，非常自然的我就落单了。然后想着再过不了多久自己就回去了，也
就不太在意这种事情了。
后来我们班的小美女chinatu过来说“ぶん一人か、じゃあ千夏と一緒やろ”感动的我鼻尖一酸。
这里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真的很会照顾别人的感受，体检五人一组，非常的巧我是第四十一个。最后剩下六个人的时候，老
师说“最後の一人辛くねー︖じゃあー”
“三々に分ける”我同学说。
体育五十米短跑也是俩人一组。
怕我落单跑了一遍的kasumi又来陪我跑了一遍。
昨天中午坐在一起吃饭，他们问我来日本最想体验什么我说。“来る前にさ、ホームステイと思ったわけ、だから母さんの弁当
を食べてみたい、でも予想以外のは寮に入った、寮の弁当も美味しいけどー（笑）”
“じゃあ明日楓と交換しよう、楓は寮弁食べたいわ”
然后晚上line上跟我说，问我有没有什么喜欢吃的有什么不能吃的，她的妈妈想用心的准备一下。
早上在学校上课，chiasa突然给了我一份用礼品袋，用粉红色的丝带系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我问她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她说
不是的，就是昨天晚上做作业走神想着大家的事，太喜欢大家，想赶快把这份喜欢传达给大家，就起身去做了几个小蛋糕。
很奇特，但是意外的可爱。
夏天快到了，可能是临海所以这里虫子格外的多。对于我这种怕虫到极致的人简直就是精神折磨，上课上到一半突然被虫子吓
的跳起来这都不叫事儿。
我周围的人总是会帮我赶虫子，虫子靠近了他们就帮我赶走。帮我捉桌子上的蜘蛛，赶走澡堂里的蟑螂。
开始燥热的冲绳，并没有让人心也变的烦躁。
 

王逸雯的日记



5.2新入生球技欢迎大会

2016.05.16

  

    因为不会打排球之前还想着装病逃过这场大赛，结果前两天真的病了，同学非拉着我体育见习结果把排球给学会了。然后反
而开始期待今天的球技大赛。
    
     参加了之后真的发自内心感慨，幸好我来了。
     今天简直就是竞争，平常关系老好了的隔壁理数科还有寮生同盟普通科，因为分组比赛好像变得老死不相往来。
     当然没有那么严重。
     
      开场尤为震撼，国文科理数科普通科分别抱成一个大圈，然后每个年级有一到两个代表在我们围成的圈里带动大家的气氛。
他们挥着自己做的大旗，拿着自制的扩音器大吼“国文！国文！”然后我们跺脚。“声出してー︕声！声！”然后两百四十多个人一
齐吼，和着体育馆放着的热血音乐，整个人都超级振奋。
        虽然理数科和普通科也这么做了，可是他们没有大旗。
      真的他们球技都不是盖的，团队配合的超级好，该往地上摔时摔，该上天的时候上天，真的誓死都不让球落地。
      当然没有那么严重。
      大家应援做的也特别到位，整齐划一，拍手“パーパパーパパ”然后大喊“行けー”喊得时候还要向上打一拳（我形容的不是很
好）。
      认真打球的男生最帅了。
      我真心这么认为。
      帅到已经跟长相没有什么关系了。
  
      把我夹杂在这群帅哥之中我感觉我要窒息了（噢！）
      我真的有好好的打，以至于手臂那一块淤青了。
      即使如此很可惜我们还是没赢。
      
      最终理数科拿了冠军。
       场子上的热血BGM一直没停。
       真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相比常规一直坐在教室里刷题，感觉这才是青春。
        我闻到了青春汗水的味道，虽然它有点臭。

王逸雯的日记



回忆录（一切的开始）

2016.05.31

   今天是2016.5.31，离离开冲绳还有五十多天，这让我不禁回想起一年前的事。
     2015.5.31。
     是我们十期生面试的日子。
     老师们可能不知道，从面试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往来，一直到接到通知，一直到现在。
      ...
      写了一段矫情的话发现完全不是我的丝带儿。发现自己写不下去了。言语完全无法表达我的心情与感想，也许是我的语文学
得不好，或者又是我们的经历与感情一言难尽。
      缘分还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
      
      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恐惧，想着过没过都没什么关系。倒是现在经历了那么多之后，才开始庆幸幸好当时通过了。
      
      一个令人昏睡的下午，我穿戴整齐去面试，用着我坑巴的日语回答老师的问题，有的我反应慢了还听不懂，就含含糊糊的糊
弄过去了。
     现在清清楚楚记得老师的一个问题：
    “你是怎么理解'心连心'这个主题的？”
      我当时一阵懵逼，心想不该问些将来的梦想之类宏大的问题么？怎么突然问起这么有想法的问题了。
      然后凑合着回答“心连心... ...字面上看就是心连着心... ... 其实是心与心的交流吧，真心理解对方，搭建日中友好桥梁...”
     但在我经历了这八九个月的打磨之后，如果再让我回答一遍，我会说：
     对于我十期生的大宝们“无论最终分开比见面多，但是心从未离别过”；对于在日本交到的朋友们“语言不通没关系，可以打心
底去理解接受，毕竟共建和谐社会的心是相同的”。
      ......不知道我的想法有没有很好的传达呢
     还是感谢那天的我有好好表现。

王逸雯的日记



回忆录（family mart）

2016.06.01

以下简称F。
刚来这边的时候我就慌了。
处在深山老林的学校，出行简直难比登天。
唯一的寄托就是对面的F。
刚来的时候没有网卡就是天天去那蹭wifi，也经常去那里买东西。说实话来这边差不多一年涨十公斤有五公斤都是因为F的便当
和デザート。
这家分店的店长十分的帅气，对没错是我喜欢的类型，长得高腿还长，浓眉大眼标准的冲绳人长相，只是比较白。勤恳能干，
吃苦耐劳（跑题了..）
每次考试的前一天，F里的同学格外多，大概都集中买巧克力，特别是寮生。F就是发生美丽邂逅的地方，如果看到某位寮生イ
ケメン撒着拖鞋就出门了，那么你就可以准备着去F跟他邂逅..
我是有事没事就去F的人，甜点零食便当泡面面包饮料口腔溃疡的药防晒霜牙膏洗面奶沐浴露充电器水枪...
马上就要回国了，肯定会有好长一段时间，去适应没有family  mart的日子吧。

王逸雯的日记



回忆录（信）

2016.06.30

 

在我留学期间不能缺少的的是我大十期生的宝贝们。在日本从北到南，都就是我的心灵支柱。
为了证明大家自己都是文艺青年，除了在网上聊天，偶尔还会互相写写信啥的来点小情调..放学的时候看着我的信箱里有了信封
我就会很开心。
收到信的时候感觉自己被挂念着。
喜欢信的原因就是，可以摸着上面笔记的凹槽，感受写信人握笔的力度，然后想象着他们握笔的姿势，他们认真的表情。
大家发信给我之前都会和我说一声，但这并没有减少我的惊喜程度，反而会让我一天天的期待，等着这些写好的信，慢慢的从
大阪、奈良、大分或宫城等等漂洋过海到我手中。
我会读好多好多遍，在我难过的时候，在我焦虑的时候，在我辗转难眠的时候，看着看着就安下了心。
这些信我都好好的放在一起，一齐把活寄回国了。
毕竟对我来说都是很珍贵的东西啊。

王逸雯的日记



回忆录（我收到的零食）

2016.07.04

在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我是极为思念国内那些重口味零食的。
然后我就跟我一同学说“好想吃国内辣辣的零食啊，想念它们：（”
然后隔天下午我正睡午觉呢一个视频电话就打过来了“起来看你想吃什么。”
他推着车举着手机拍零食架上的零食，任我挑，然后他结账给我邮寄来了，我说我转账给你他也不收说没事智障在那边吃好喝
好照顾好自己就行了。
恨与感激交杂在一起了。
过了两周才收到，果然中国零食在日本也是大人气。
当然到现在已经吃完了但是邮寄的单子我还留着做纪念呢...虽然已经寄回国了。
———————————————————
再就是刚研修完的情人节那天，大阪梁方舟宝贝做了情人节曲奇和巧克力，屈于我魅力难当（...）梁宝贝就给我寄了。
过了两天就收到了，宿管老师跟我说“真是好呢情人节还有人给你寄巧克力呢”然后我高举那盒快递在众人羡慕的眼神下高傲的
回房了（...）
完全好评！五星好评OK？
好吃的我照片都忘拍了好吗！
然后我又扒下了邮寄的单子做纪念。
虽然已经寄回国了。
———————————————————
那天突然一个电话打进我的小黑砖“告诉我你的地址快！”
急促的小声音把我听懵逼了回了一句“你谁啊”
“李颜秀”
没过多久..好像就是隔天就收到了，四大盒赤福和一小盒牛奶草莓馒头。
都和她一样甜腻可爱。
然后被我吃完了。
当然邮寄的单子还是被我撕下来做留念了。
同上寄回国了。
 

王逸雯的日记





回忆录（高二的结束）

2016.07.04

那天也就是老师离职的日子，我哭得稀里哗啦的接住老师给我通知表看到后面老师给我写的话哭的更伤心了。
   还记得我不能去修学旅行而在职员室狂写作业的那段日子。同学们回来之后，我的美差老师给我买了一个马来西亚的手表送我
了，现在我都留着....寄回国了。
   哎哟喂我英俊的班主任啊！
   都快回国了但只要看到了这段话我还是会哭「心優しく友達想いのぶんぶん、沖縄に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みんなと過ごし
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たくさんの沖縄観光名所に連れて行ってあげたかったけど、行けなくて、ごめんね。」
我都忘了我那天是怎么送老师离开的，只记得老师给我拿了一卷纸我就杵那儿哭。
想想觉得还真是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我也想说，感谢我来到了冲绳，感谢遇到了为我着想的大家，感谢遇到了那么多那么好那么温柔的老师。

王逸雯的日记



回忆录（花美男教师团）

2016.07.04

我也不知道这么中二的名字能引进来多少人观看，但是我发自真心的不是套路大家增加我这篇作文的点击量，我这学期的男老
师真的都超帅。
 
       新学期还是有点不能接受我走了个英俊的班主任，但是上帝关上了一扇门，就给我开了很多扇窗子。
        首先是新来的副班主任，刚从别的学校转过来的伦理老师，是我们的12期生校友（我这一届是21期生），这个老师不太
高，但是真的很好看。大家能不能想像一下那种精灵花仙之类妖气蓬勃的生物，我们伦理老师就是那一类，帅的妖气满满，睫
毛超级长真的就像两把刷子一样，笑起来眼睛就弯成月牙，让人迷醉。
       再是新来的宿管，真的是！之前宿管让我受得委屈我全认了！真的！不计较了！新来的这个宿管真是太帅了，特别阳光，是
那种运动元气满满型的，宽松的运动体恤也被他穿的很性感，能把衣服撑起来可以明显看出看见发达胸肌的轮廓，毕竟身材好
没办法，还有健壮的肱二头肌，粗壮的小臂。性格也超棒，整个人咋咋唬唬的特可爱。已婚。
   
       新来的化学老师是那种把西装穿的特别笔挺的人，帅得很低调，看起来成熟稳重。讲题的时候非常的迷人，可能因为声音低
成好听，听的时候大家都是少女心泛滥，一股邻家大哥哥的即视感，可惜这位邻家大哥哥的孩子都两岁了。
       隆重的！之前我在《职员室的日常》里写过的帅出新天地的一班数学老师，对没错！我现在就是一班的学生！帅的简直就是
从漫画里走出来的一样，自从老师变成他之后我就没有在数学课上睡过觉，小差都不开真的！真的是又高又帅温柔还幽默... ...他
马上结婚一周年了！祝福他！
       体育老师是个帅大叔，黑发里面夹杂着白发，非常的有韵味，皱纹并没有影响到他帅气的面庞，当他穿上球衣和男生一起打
球的时候，真的觉得连岁月也不能拿他怎么样，真的会运动的男生太帅。
      不要看我我没有照片。
      

王逸雯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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