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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　瑞雪的日记



我什么都不想说QAQ

2016.09.12

7:30
第一天上学，穿着姐姐的裙子^_^怕赶不上车，提早来了几分钟，但是反而早过头了…刚到车站的时候上一班车还没走…看到了
很多高中生，其中也有我们学校的，裙子的长度简直ヤバい还有化浓妆的…好可怕QAQ（虽然aki说我们学校还好，不像有的学
校毎日ホロウィン233)

从家到车站大概需要15分钟，其中有一半的路程是上坡，走起来有点累，到车站都出汗了。不过听寄宿家庭妈妈说路边的树其
实都是樱花树，三月份的时候樱花盛开非常美，我们家旁边也有樱花，开的要更早一些，二月份就会开了，想想还有点小激动
呢…但是在这之前，我要先熬过（据说）刺骨的冬天…
话说我觉得我已经不会写东西了，中文日文切换的有点混乱，阿姨和あき倒是切换自如，举个例子，阿姨要给我解释点东西，
日语可能我不太理解，就用中文和我说，寄宿家庭妈妈在旁边一脸寂し的感觉，あき就和她妈妈说：“ママ、从刚才开始，ずっ
と中国語で真的好吗。”
16:20
啊今天真是难忘而又刻骨铭心的一天。
早上，下车出站的时候从一个不认识的出口出去了，我完全没察觉到，就往记忆中的方向走，而且旁边还有很多妹子穿着好像
是我们学校的制服，我就安心地跟着走了…大概到八点的时候我有点慌了…因为我好像来到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地方…又走了
十分钟我实在忍不住了,问了问身边的学生，才知道原来她们不是我那个学校的………………我就更慌了，往来的车站方向走，
但是马上就要到约定的时间了，我当时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回去，想着总之先告诉家里吧，就往家打电话，结果是寄宿家庭妈妈
接的，语言不太通…他以为我坐过站了就安慰我先坐回去吧…我怎么也解释不明白…挂了电话就想哭，最后还是哭了边哽咽边
往回走…然后往回走了好久回到车站…绕到另一面果然看见了之前见过的路…打了个电话回家，阿姨一直在安慰我，然后我一
边走一边打电话一边哭…到学校了，好不容易平复了心情结果所有人都在和我说不要哭不要哭…同志们大家知道逆反心理是人
控制不了的啊…然后我又没忍住,然后好多老师就过来安慰我，我就这样变成了一个新梗…一上午好多人都对我说不要哭…
我就想问问上学第一天就糗成这样的还！有！谁！！来战！！！
和同学相处的一天也是so尴尬…交流不太顺畅,这边上课的时候简直过于活跃到了闹腾的程度…上一节课脑袋都大了…
不过大家对我很友好，比如我选了音乐课，要吹八孔竖笛,我完全没接触过，有一个同学就很耐心地教我，虽然也没什么成果，
我还有点后悔早知道就选书道好了还可以做陶器，不过自己选的课跪着也得上完…就当是新学了样乐器好了…
话说总觉得比起女生男生更好相处呢orz比如数学课坐在我旁边总想教我的小哥，还有和我说自己是日本的王力宏的小哥…
期待一下以后好了^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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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帐一般的日记

2016.09.16

在这边也生活了几天，像这边的高中生一样上了几天学。每天早上走十五分钟左右去车站，路不算长但基本都是很陡的上坡，
每天早上都会走一身汗生无可恋。车站是终点站，完全不用担心没座，我一般赶7:41的那班车就可以，大概要坐15 分钟吧，我
经常在等车或是坐车时写写日记什么的，就像现在这样）下车出站时从车站东门下，东门下，东门下，重要的事情…你们都懂
（详情见上一篇日记，我第一天从西门出站然后跟着不知道哪个学校的学生一直走啊一直走大概半个小时后我看到了大山=_=）
从正确的口下车后走十多分钟就可以到学校，有很多条路可以选择，各种胡同，有各种回家的方法，不过迷路的方法更多，顺
带一提我前几天在回家的时候也迷过路，不过后来问路找到了…

学校的生活真的是比较轻松的，反正我觉得学习比人际交往轻松很多，学习的话，数学化学英语都是学过的内容，上课抱着
Casio查单词就好了，古典其实感觉也还好，不把它当日语学就行…虽然我也背不下来…这边每人配一台笔记本，也能当平板
用，上好多课都需要用，还有一个类似云盘的东西，所有年级所有学生所有课程的东西都在那里面,上课的时候先把这节课要用
的文件放到自己电脑的D盘里，之后就可以记笔记或是完成上课讲的题篇。保健课的时候用电脑记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内容，我有
很多不知道发音的词，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输入，旁边一个有点小帅的小哥（就是数学课说要指导我放学还帮我找老师的那
个）把桌子和我的并在一起，特優しい地一个一个单词给我读出来，让我可以输入到电脑里，真的特感动。我总是觉得他很像
神奇宝贝里面的小智（虽然一点也不像ˊ_>ˋ…不过以后就管他叫小智好了2333）
和女生相处的时候就觉得不是特别自在，嗯也没有不自在那么严重，只是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所以总有顾忌，而且语言也不
是那么通，还会有表达不清的情况，有点累的慌，心累=(。aki和我说要明白日本人的想法需要三年，好嘛我还没弄明白别人想
什么就要滚蛋了哈哈哈…不过在心连心的群里大家也有表示有的时候有点尴尬…啊正常啦…
机会难得顺便总结一下小伙伴们在第一天上学结束后的的发言吧，比如学文的在学数理化啊，学理的被古典和地理虐的死去活
来啊，一大男生家庭课做针线活啊，上体育课没有运动鞋结果在体育馆里光着脚跳绳啊，东北人和台湾巴西人交朋友结果中文
带成台湾腔英文带成巴西腔啊之类的…还有好多好多…
上课的时候也有有趣的事情，比如英语表达两周有一节外教课，老师是一个黑人叫Tim，上课时我被叫起来回答一个问题，我回
答完后他就问我：You're not Japanese, right ?我回答：yeah I come from China.Tim特兴奋地竖起大拇指说well China is so cool 后来
我想一想为什么他会知道我不是日本人呢，应该是因为我的发音比日本人标准一丢丢吧…同学和英语老师的发音我听得很纠结
=_= 还有化学课的时候，一上课老师就出了两道摩尔计算的题，我一分钟就做出来了，老师看到了就开始哦哦哦哦！！！同学们
也开始哦哦哦哦！！！老师惊讶了一会反应过来说你是不是学过了，我点点头刚想说我已经上过高一了就看到老师仰天长啸：
“日本どうしよう‼ （日本！怎么办啊！！）全班都一起笑…我想了想也没解释…:-)
未完不一定有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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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 棒球

2016.10.08

2016.10.6
好久没有写日记了。

原因有很多：最近放学后有部活，会晚一点回家，在电车上只想放松放松，听个歌眯一会之类的；还有就是最近找到了好几首
百听不厌的歌，每天早上坐车都要听一遍；以及我基本每天都会在微信朋友圈发一些一天的事和照片之类的，日记就觉得没什
么可写的；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为了弄line把手机apple ID设成日本的之后，我之前在备忘录里吭哧吭哧一个一个字打的几篇
日记就不见了，两篇是还没有发过的…有一篇我写了好多字来描写我们很厉害的美术部，然而现在什么用都没有了，我之前的
努力都付之东流，有点堵得慌，就没再写日记…
今天写当然是因为发生了不得了的事…
昨天晚上我回到家以后外面开始下雨，后来风越来越大把我的台灯都掀翻在地，我赶快把窗户都锁上了。睡觉的时候下着倾盆
大雨，风吹在窗户上发出哐哐的声音…特别吓人…我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台风，而且还是在晚上睡觉时。再加之我这个人睡
觉的时候真的是很挑，尤其是入睡的时候有一点声音就会睡不着…我就和着外面喧嚣的风儿，一直迷迷糊糊地醒到了一点，后
来还安慰自己没事万一下到明天早上说不定还能停课了呢…
然而早上起来的时候真是晴空万里，这一个月都没看到过几次这么大的太阳。因为睡眠不足，我整个人都是虚的，眼睛也睁不
开。闭着眼睛吃了早饭出家门，路上看到了一只喵，我拿出手机给它拍照，它看了我半天，我挥挥手和它打招呼，脑子迷迷糊
糊的伸错了手，右手拿着手机打招呼结果手一滑把手机摔了出去…手机壳也瘪了猫也吓跑了TAT。刚才在电车上写日记，又差点
摔倒地上，被我一个猴子捞月挽救回来…去便利店买了杯咖啡顶一顶，嗯怎么说能不能振奋精神我不知道，不过它是真的挺好
喝的：）
今天前两节课是体育，一个月以来第一次正经的体育课，可是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废人了…
体育课可以选项目，我秋天选了ソフトボール，也就是棒球，要在操场那边上课——我们学校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教学楼这
边，另一部分是体育场，据学校不远，大概要走五分钟。今天的太阳真是我来日本后见过的最大的太阳了，然后我在没有一丝
遮挡的运动场上待了两个小时…这么形容吧，我和泡面里的蔬菜包没什么两样了…
我在中国打过几天垒球，就是不用球棒和手套而且球轻一点软一点那种，所以规则还是知道一点，但打上实际的棒球就感觉还
是挺难的。我习惯用手抓球，可是带着手套抓不到，应该是等球打到手里再抓。克服抓球的下意识就用了好久，再加上我有个
看到球就发呆的毛病，于是我今天又被打了…一次胳膊一次脸…嗯棒球打的真的比垒球疼…
但是同学都很優しい，因为我是第一次用球棒打，所以到我击球的时候投手就给我投好接的那种球（话说投手就是以前说过的
小智同学）就是那种高度正好速度还慢的球，有几次投快了或者投低了还一直说ごめん弄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成功上垒后大家
给我鼓掌，跑完垒后有几个还和我击掌（虽然击掌之后大家都吐槽好奇怪哈哈哈）
总之虽然今天特别热，但是因为和大家玩棒球…好吧还是很热，不过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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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去东京看画展啦:-D

2016.11.13

今天去上野看了一天画展，因为展览不让照相，所以配图乱七八糟没什么营养。

早上起早去汐入和大家汇合，结果到了之后发现所谓的大家只有两个高三的和老师和我一共四个人，老师开车带我们去的东京，避免了我找不到地方的危险，科科。

高三的两个前辈都特别好，其中有一个和蔼可亲美若天仙的小姐姐，真的好可爱哦 本来想照相的结果各种机缘巧合就错过了呜呜呜呜[流泪]

上午看的是卢卡斯克拉纳赫的画展，怎么讲，作为一个宫廷画师他的画感觉是很华丽的，而且特别细致，细致到每一根头发衣服上的每一粒珠子，包括从他的画就可以看出来他生活

的年代比较久远，脸和笔触都是古典主义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的画这么细致他居然是以画得快而闻名的 后来没记错的话好像他不在宫廷画画自己带着儿子弟子们
单干了，非常有商人的眼光，建立了工房卖画好像赚了不少钱…中后期的画就是各种裸女各种放飞自我，值得一提的是他那个年代应该不会有妹子给他做模特，女性的身体比例之类
的也应该是他自己琢磨的，所以虽然不太标准但对于这种尝试探索我们是应该敬佩的…不过我是不太喜欢啦，第一是因为我对于一个天天画裸女的老大爷没什么好感，第二也是最重
要的是他画的人体比例真不是太好看…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老师兴高采烈地带着我们去旁边一家类似室外咖啡厅一样的地方说这里很便宜，然而买完才发现便宜是便宜但是量超级少根本不够吃，啊顺带一提我和那个特可
爱的前辈自己早上买了面包所有并没有买东西吃。酒足饭饱之后老师问两个前辈要不要吃パンケーキ和たこ焼き之类的…前辈犹豫了一下老师接着说他请我们吃，我们连忙点头说要
要要一点也没矜持[呲牙]

后来老师下午有点事我们三个就去看梵高和高更的画展了，嗯总的来说也很棒，放了两个人在同一时期的作品，还有他们俩崇拜欣赏的画家的画（比如莫奈啊我好喜欢莫奈）其中还
着重介绍了两人的友♂谊，包括相识啊相知啊然后一起住在黄色小屋那段时期各种互相启发互相激励啊还有后来梵高精神出问题后两个人分开后依然关系还可以经常书信来往之类
的，挺感人的。不过我下午有点累了还有点脑袋疼，然后展馆人又特别多，买纪念品的时候还发现没带够钱…也是挺遗憾的…

顺带一提上野中国人好多啊，有一个感觉像是旅游团似的，导游绝对是北京人，一口京片儿扇得我耳朵疼

孫　瑞雪的日记



久违

2016.12.08

终于考完试了，久违的写一篇日记好了。

在这边连学校考试加上N1一共五天，终于结束了，但是反而没有像从前在国内考完期中期末考试那样的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想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考试对我来说确实不是很难，
最不擅长的国语是那种无从下笔的难，不会就是不会，我也没指望考个高分；第二就是考完了不放假……嘛，这个我也没有办法：)。

但确实是有很开心的事情的。

感觉来日本之后情绪波动特别大，可能前一天还特别高兴第二天就很不开心，有的时候情绪波动也许只是因为一件小事比如买到了一款非常好喝的饮料之类的。我在国内上学的时候
是住宿，每天基本就是宿舍教室两点一线的生活，每天所考虑的东西也是大同小异，烦恼啊开心的事啊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东西。来到日本之后，体验到了和以前不一样的生活，每天
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会遇到困难，会有各种期待，会感受到各种各样的惊喜；也时常会手足无措，但依然要硬着头皮上，把自己学过的知道的积累下的各种经验应用到生活中，
努力去一样一样地解决问题，而当你做到的时候，真的会有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翻过山岭的成就与满足感。会有情绪突然崩溃的时候，乱七八糟的想法一下子涌进来，哭得撕心裂肺停
不下来还不敢让别人听见；会有特别想说话的时候，有一次半夜和海那边的同学聊了一两个小时；还会有特别开心特别感动的时候，他人给予的一点点帮助都会在在这种异国他乡孤
身一人的催化下，化成巨大的幸福感撞进心里，每到这种时候，我都会觉得来日本留学真的是太好了。

跑题了。

说说为什么开心吧，虽然说来话长。

我在这边一直很苦恼的一件事就是学习。因为我上的是高一，但其实今年我应该上高二，而且日本教的东西也比较简单，轻松是轻松，但我也在担心回国后还能不能跟上国内的课。
自己在这边也买了练习册之类的，但是一直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这是前言。

我们学校在每一科考试当天需要提交当天考试科目在这一段时间留的作业，我因为不知道要求，所以把数学1和数学A的作业写在了一个本子上，交的时候才知道要分开，我就想去
找老师解释一下情况。一个小伙伴主动陪我一起去，她帮我叫了教我的老师出来，这时候一个不认识的老师问我能不能和我说几句，我说，可以呀什么事，他问我是不是很喜欢数
学，我说是的，他说可以给我一些难一点的题，还可以教我，我确实是很开心，但是也有些茫然，因为我确实不认识这个老师，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我的。接着他说听学校外教
说我去新加坡参加过数学竞赛……哦，我想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这件事又要追溯到至少一个月以前。我们学校有一位外教，她是菲律宾人，有一次和她唠嗑的时候她好像是说自己在新加坡生活过还是我们学校会有去新加坡的修学旅行来着，我
（为了套个近乎)就提到了自己小学的时候去新加坡参加过IMC数学竞赛。但实际上那并不是什么像奥林匹克这种非常不得了的比赛，而且小学的时候题也不是很难。

这位数学老师（后来我知道他姓永易）最开始以为我参加的是奥林匹克那种级别的比赛，着实吓了一跳，我哭笑不得地解释清楚……后来他问我在中国的时候学到什么程度了，我拿
这边的教科书给他大致说明了一下，还提了一嘴自己数列学的不太好，永易老师就拿了一本高三的数列方面的习题集给我，说自己先回去做做看，有不会的就去问他。日本做数列的
时候会用∑，但是我没学过，第二天就去问了，永易老师就给我讲了近两个小时，不仅是符号，还有各种方法之类的，我真的学的很开心，一直很喜欢数学但是感觉头一次这么用
功，可能是学的内容不用考试的缘故吧……除了数学他还和我说了很多，比如他说很喜欢三国志，以前读的时候每天废寝忘食，他特别喜欢那个时代的事情。我不是姓孙么，他就觉
得和孙权孙策孙子兵法什么的听起来有关系，还问我祖上是哪里人……哈哈哈我完全不知道啊而且中国人这么多……他还和我说他去过桂林，问我家在哪里，我解释不明白只好扯了
张纸开始画中国地图，（感觉在国内地理学的好还是很有用的，我已经画了好多张地图给小伙伴们介绍中国了：）永易老师幽默且善谈，讲课也特别细，有什么不会的没太听明白的
他都会一步一步地给我讲，直到我会为止。还问我以后要参加什么样的考试，数学大概学到什么程度等等等等，真的是特别为学生着想的老师。回家后和住家爸爸也说了永易老师对
我非常好，住家爸爸和我说他在听说永易老师在辅导我之后，也去拜托了一下永易老师，我真的挺感动的。

在中国的时候总是想的比做的要多，总是害怕做错的后果，反而连尝试的勇气都失掉了，一点也没有激情，来到日本后才觉得要努力尝试各种各样的事，什么都不要怕，要抓住一切
能抓住的机会，趁着有这样的机会尽可能地去尝试各种事，尽自己最大可能与人为善，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人对自己也怀着同样的善意。

反正还年轻嘛，不如什么都试试，不撞南墙不回头。

就算撞了南墙，也不过是两指宽的红斑，怕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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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与生日

2017.01.28

最近真的是没日没夜的在写学校life design的报告书和发表，前几天可算把报告书写完了，ppt是写了又改改了有写，怎么做都感觉不太对，大纲就改了好多次……不知道这两天到底
能不能写完……今天也做了将近一天ppt，中间电脑死机做好的都没了，崩溃地又做了一遍……

昨天是农历大年三十，和住家阿姨一起包了饺子，自己一个人在屋里看了会niconico上的春晚直播，歌舞戏曲武术依旧很精彩，小品真的是……一言难尽。小的时候每年都会追着
看，现在基本就没有看的兴趣了，十一点多就着春晚的声音开始做ppt。依然是做了删删了做。

十二点的时候收到了国内最好的朋友发的特别感人的长长的生日祝福，当时就把电脑啪地关上了，一边看一边哭看一遍哭一遍……有友如此真的是人生幸事。

话说昨天放学的时候我在学校走廊走着走着突然后面追上来一个女生，和我不是一个班的但是我们英语数学课在一起上，我是美术部的她是吹奏乐部的部活的时候也是隔壁，很惭愧
的是我还没有记住她的名字……她追上来说祝你明天生日快乐啊，明天大概见不着了我就今天说了吧……我同班同学都没记住然而她记住了，超级感动。

放学后去找N老师学数学，闲聊的时候他问我现在多大，我说明天就十七了，他突然想起来说哦你以前是不是说过你28号，哎呀我忘了……我说没事没事不要在意，他说你等我一下
然后去自动贩卖机给我买了可可说是生日礼物……老师超可爱：)

今天上午把行李收拾的差不多了，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其他人了。中午住家陪我过生日，特意买了寿司和蛋糕，插了十七根蜡烛还一起唱了生日歌……很开心很感动。

已经十七了（然而还在上高一……）祝我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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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开始下半年了啊

2017.02.04

中期研修真的是太开心了，用语言形容不出的开心，认识你们真的太棒了。期待最后研修，又有点舍不得，因为最后研修完了就是真正的分别了……

不知道网站让不让发，姑且放一张不带脸的吧。

 

果然还是想你们啊，于是画了张画贴墙上了，看到心情就会变好。

 

最近家旁边车站的樱花开了，很漂亮，大家都在拍拍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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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声说一句联想自带浏览器写日记不知道是不兼容还是怎么的……我要崩溃了……最后用chrome才成功发出来……我爱chrome……



大概就…流水账？

2017.02.09

最近忙的总算告一段落了。

微信里大家都在朋友圈发自己去哪里玩了吃什么好吃的了，就我一个人每天都在发“啊啊明天考试”“明天还要补考怎么办……”被学姐说成是朋友圈里的一股泥石流……

大概报告一下吧，上周研修欠的助动词考试已经补完，音乐鉴赏今天放学后也补上了（一个人的音乐鉴赏觉得自己真的666），ライフデザイン的班级发表也姑且做完了，改是肯定
要改的，虽然我不太想改……距离最终发表还有一个多月呢，先干别的吧……国语山一样的题篇还没做，今天考完了進研模試，题比较难大家都在睡觉，好吧我考国语的时候也睡了
会儿……

这两天高二去新加坡修学旅行了，高三自由上学，基本上就剩我们高一的了，感觉好安静啊。社团也是，不过美术部高一人还是很多的……和老师商量了一下接下来要做什么，想尝
试一下立体作品，不过材料之类的还不了解，做一步看一步吧。哦对说到社团，美术部暑假还有合宿呢，但是是七月末那时我已经回国了呜呜呜呜TAT，我好想去啊……

我对不起翻译老师，感觉又用了一些奇怪的词语……真是对不起……

孫　瑞雪的日记



授赏式

2017.02.13

这半年在社团画画真的占用了我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啊，不过我个人还是很享受的，虽然感觉可能牺牲了出去玩的时间，不过还是有回报的嘛，我已经很满足了。中期研修的时候让我
们提出自己的目标，当时有一个老师就建议我说要不要写一个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奖的目标之类的，当时我没来得及解释，但是画画这种东西真的不是说像运动啊比赛啊只要努力就会

有认可的……不过好在，我可能运气还不错。

中期研修临走的那天收到了住家爸爸的短信，说我好像交上去的两幅作品有一幅得奖了，全日本学生美术展的特选。我当时也很兴奋，上网查了一下大概是一百多名的样子，相当于
是二等奖吧。我们学校也有好多同学受赏了，还有一个团体的全日本学生美术会赏。

于是周日（2.12）的时候住家爸爸就和我一起去了上野参加授赏式，来回坐了三个小时的电车，真是辛苦了……

感觉还是挺难忘的经历的，穿着正装坐在台下，然后大家一个一个上去领奖，我之前从来没想过出来留学还会有这样的经历……下午上去领了证书，还给了一盒油画颜料……挺好的
又要沉迷画画了……

最开心的事！！就是！！中心的两位老师也来看我啦哈哈哈！！还给我带了花和巧克力，真是费心了，十分感谢：）G老师真的好帅好可爱啊>w<!!（不会被看到吧……）

下午去看了旁边的拉斯科洞窟展，非常精彩，真的难以想象这些壁画居然是两万年以前的，洞窟很神秘，发现以及发掘保护的过程也很戏剧性……展中的石壁都是扫描之后3D打印出
来的，现在的科技真是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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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风舞（folk dance）

2017.03.09

今天体育课第一次跳了“土风舞(folk dance)”。因为是期末期间，所以５・６・７・８班一起上了体育课。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点小害羞（要和男生一起跳舞啊、、、）但是越跳越
喜欢起来了。说起来我这两天身体状态不是很好，昨天还有点发烧，想着今天估计没什么问题，但还是有点担心自己的体力，体育课本来想去保健室休息来着，可是土风舞又不是每
次都有，所以想尽量参加。虽然有点累，但真的好开心，托土风舞的福，感觉不良的身体状态都变好了！！听说下周还是一样的内容，期待期待！！

（没有照片好可惜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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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

2017.03.16

一直想写但是一直没抽出时间写，记一篇流水账好啦……

今天是球技大会的练习，正式的是在明天和下周二。我今天和同学练习了排球，在国内虽然赶鸭子上架般地参加过比赛，但是我水平很差…不过今天练习了下感觉还不错诶，因为是
体育馆内，没有风，好像比室外简单了点：）我还蛮擅长发球的，而且人胖嘛力气也不小，然后大家还夸我打的不错嘿嘿嘿……明天正式比赛加油啊！！

今天同时也是新生说明会，我们体育课后半个小时一直在布置体育馆，就是在地上铺塑料布啊（为了让大家能直接进来）摆凳子桌子什么的，这个事之前毕业式结束之后也干过，不
过那个时候是拆……怎么讲，果然和大家一起干一件事的时候感觉超棒。

啊说到毕业式，我之前忘记写日记了。虽然那两天（前一天彩排了两遍）阴天还要穿正装特别特别冷，拍手拍到麻木……正式的时候真的特别感动，吹奏乐部的演奏一直也没停下，
整个毕业式的仪式感也超棒。总之就是很感动。

（不过我还是好不明白为什么要在期末考试前两天进行彩排和毕业式啊）

我从一月份就开始准备的LifeDesign终于要正式发表了，在22号，它已经折磨了我近两个月了感觉像凌迟一样……明天要彩排，我今天刚把原稿写完……班上的一个同学人超好，陪
我改了整整一个半小时QUQ终于改完了的感受就是：日语好难我不想学日语了呜呜呜……

最近一直忙着忙那好久都没去过社团了……老师还特意给我定了材料来着……好愧疚啊……而且作品还需要好久才能做完的样子，只好春假的时候玩命做了……话说我们春假好短啊……
听说大阪的同学已经放假好久了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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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烦写题目……

2017.03.19

没什么主要内容，就碎碎念一下……

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七个月了啊，还有不到四个月就回去了，感觉像在做梦一样。两年前第一次知道这个项目是一个前辈交流结束后回去给我们讲的时候，她当时说后几个月其实挺后
悔的，刚来的那几个月更积极点和大家交流就好了，而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我当时也在想如果我能去的话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吧，能避免还是尽量避免吧，虽然希望不
大……这个事真的是一个自己控制不了的事情。

国内的学校听说已经开始选下一届来交流的学生了，来找我咨询情况的到是一个也没有，我性格其实也蛮差的，尤其是与人交往方面，没人找我倒是也松了口气。还有回去之后的各
种事情……算了回去之后再说吧。

不想回去。

最近的一个经常出现的想法。但是也不是说我就想一直留在这，其实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心情。一方面是在这边的生活确实比国内要丰富多彩得多，除了学习还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事
和人，而且我觉得我对于日本的了解也才刚刚开了个头；另一方面确实也比较现实：不是我想不想而是我能不留的问题，就算是我能留，可和我同期的大家也都回去了，后辈们陆陆
续续地来，就剩我一个人像是被遗忘了一样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了这都是妄想，我七月份是一定要回去的，横总虽然很好，我很喜欢，这是一个就算我回去了也可以拿来和大家
炫耀的学校，但是说实话，如果我真的在这里学习的话我可能是考不上我想去的大学的，也许就学习来说还是国内的氛围比较合适吧。

总的来说这个心情是比较微妙的，可能我最希望的是时间可以停下，或者把这三个月无限拉长，最好是度日如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

行吧这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也就是想想……就像是我这两天刚知道CY同学春假的住家和我离的超级近，但是想想他开学就要去大分了又很惆怅，明明来我们学校也是不错的嘛……
好吧这个我们说了不算来着……

说点好事吧，我这个死宅明天终于要出门玩了，约了部活的同学一块看电影…看完电影我再去看吹奏部的定期演奏会…对比同期的大家三天两头出去吃饭唱歌看电影的，我只想说，
这对你们来说只是一小步，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人类的一大步啊哈哈哈哈（感觉好心酸）

再有就是22号的发表了…自信真的很重要但是我太紧张了……我…我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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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完试也很忙碌的期末

2017.03.24

20号的那天和隔壁班，同时也是美术部的マナカちゃん一起去看了电影，迪士尼新拍的那个，日文名是モアナと伝説の海，中文的话好像是海洋奇缘。一天都超级开心，感觉又交
到了一个好朋友。中午会合后一起去吃了饭，两个人有很多共同话题，电影也超好看（不愧是迪士尼）我都想有机会再看一遍了哈哈还是以后网上能看了再说吧……四月份还想去看
美女与野兽，中国的朋友们都说超级棒>w<然后两个人还去夹了娃娃（虽然毛都没夹到）玩了太鼓达人（虽然我一关也没合格）扭了鱼君和阿松的扭蛋，一起拍了照片，买了漫
画，总之就是超级开心，虽然我是个死宅但是和小伙伴出去玩果然还是很开心啊，下次还要约约约！！！

晚上一个人去看了学校吹奏部的定期演奏会，虽说是一个人但是站排的时候对面正好是同班的几个小伙伴，就被拉过去了（插排是不对的好孩子不要学），演奏特别精彩，我觉得他
们不仅是吹奏乐部还是演剧部舞蹈部合唱部，演出形式特丰富，我有好几个朋友都在吹奏部，我看的也很开心。

22号是产社的那个发表，我个人觉得自己发挥的还不错：），就是老师们没来好遗憾哦……中间结巴了几回还念错了好几个单词哈哈哈不过无所谓啦，自我感觉良好~最后问问题的
环节蛮有意思的，因为我很害怕听不懂问题，就很紧张一直在台上傻笑，然后抽号正好抽到了一个同是美术部的小哥，他人特好没问问题而是说的感想，说的我还蛮感动QUQ，后
来有另外一个同是发表的男生也问了问题，怎么说呢，可以感觉到他确实认真听我讲的了，但是吧他问的问题我是真说不太明白……我要研究明白了我基本就可以参加大学面试了
（笑）……不知道怎么回答也没办法啊，我最后就回答的是我不知道…………除了这一点剩下的还是很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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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壊れちゃった＞△＜

2017.04.07

最近暖かくなった、もう春だよね。

今日朝から雨降っていた、駅で友達のOさんとシャベルながら一緒に学校へ行く途中に、風が強かったので、傘が壊れちゃったQUQ。

その時に数学のK先生がちょうど後ろから走ってきた

先生が「傘が壊れちゃったの？」と笑っていた

「はい」

「俺今日傘忘れたーー」と言いながら走っていた

ちょー面白かった（笑）

K先生が好きだが、今年先生の授業がとってないよねTAT

 

なんか私の日本語おかしくない？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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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しぶりの日記（っていうか、毎回も久しぶりじゃん（笑））

2017.05.23

最近は本当に忙しくて忙しくてずっと日記を書かなかったなぁ、でももうすぐ帰国の作文を書かなきゃ、やはり一回日本語で日記を書いて練習しようか。
もうそろそろ作文の締切日のに、正直私はまだ全然書いてないんだよTAT…一つ目の原因はやはり帰りたくない、作文は「留学のまとめ」だから、書く時はいつも
悲しくて、テンションも高くない…それに最近はテストあるから、テストが終わったらまた書こうか。あそういえはうちの高校は二年生から自分で時間割を作るか
ら、テストもバラバラにする、教科の担任の先生がテストの時間場所内容などを教えて、みんな別々でやる。初めてこんなテストを受けて、高校ですごいなぁと思
っている。

二つ目の原因は最近一生懸命部活をやっていた（笑）。中間研修から帰ってきたときからもう考えていたが、実際始めたはもう三月十日ぐらい、今までの二か月す
ぎほぼ毎日やっていた。明日は一次審査の締切日だからとくに先週は毎日学校で遅くまで残っていた。先生もいろいろ助けてくれてほんとにありがたいです。美術
部のみんなもありがとう！！昨日の夜でやっとほぼ完成していって、今日あさ撮影して、写真を向こうに送った。賞を取れなくてもいいんだ、今自分も満足した
ｗ。

夜八時の学校

二年生になって、美術部のみんなは前よりも仲良くなったと感じる。毎日一緒にお弁当を食べたりしゃべたり、ちょー楽しい！！帰ったらたぶん寂しくなるかな…
今の授業は自分が選んだから、結構楽しんでいって、理科をいっぱいとった（「強っ」と言われたけど）、ものつくりや立体構成なども面白かった（残念だがもう
すぐ帰るから溶接と金属加工もやってみたいね、二人の先生もすごくいい感じ＞ｗ＜）先生たちもちょーーナイスだTUT　数学のK先生と今日廊下に会ったときニ
コニコしながら「久しぶり」を私に言った、優しいなぁって思ったQAQ　あとは数学のTK先生も好き＞////＜、授業は受けたことないんだけどめちゃ優しくてイ
ケメンらしい先生だね…好きな先生本当に多すぎだ…もうーー感動すぎ泣きほどのいい先生たちだ…帰りたくないわｗーー帰国前に先生たちと友達に手紙を書きた
いが、この間一回名前を書いてみた時何と五十枚以上だ（笑）書くことは大変かもこんなたくさん友達ができて本当に幸せ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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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審査を合格した！！！LOL

2017.05.31

 

嬉しい！！！！！！！

 

http://www.ihsaf.net/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孫　瑞雪的日记



体育祭（の準備）など

2017.06.17

来週の金曜は体育祭ーー私のこの学校で最後の行事だ。楽しみしている～

先週からもパフォーマンスの練習が始まった、私たちの青軍なんかパフォーマンス中にライブペインティングをやるらしい、超面白そうだ。でも時間が短くて、できるかな…と
りあえず頑張る！！！

あもう十時半なの…明日日本語能力試験の模試がある…しかも川崎で、二時間以上もかかるわ…遠すぎて、乗換も複雑で…無理TAT、、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孫　瑞雪的日记


	14326
	14372
	14386
	14437
	14465
	14473
	14512
	14533
	14536
	14538
	14558
	14561
	14565
	14568
	14584
	14617
	14621
	14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