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楽しかったわ~

2016.09.16

耳边充斥着的不是加油 而是歇斯底里的 頑張れ 先輩 はやい……

各种奇葩又美好的紅白团体竞赛 最后 胜利属于我们あか☆〜（ゝ。∂）

最后还有班主任的褒美--小さいアイ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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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爆ド-ム☆○☆

2016.09.17

今天独自去了和平纪念公园、原爆ドーム，心情就是 异常的 奇怪吧……

【老师和孩子】像 就是今天的开始。本来没觉得有什么啊，瞄了一眼正要走，一个大叔走了过来，（第二张图）从长道上缓缓走向前，放下手中的包，双手合十，静默地站在那
里。突然的，心如同电触一般，放下了自己的浮躁，和周围一同，寂静、和祥。那是折好的纸鹤，很奇特的样子，成为了这里的一大风景线。奥巴马今年也来过折了三只，やっぱ
り、为了和平。抒情的话想更多的留给自己的心，这里就说说我看到的吧。  那是只乌鸦 很大个 很有趣的是 有一个标牌（不是图片的）写着注意⚠ 乌鸦的投石，避免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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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的晚上

2016.09.20

  昨天傍晚，淅沥的雨还断断续续，就来的风已经蓄势待发。一个人骑车赴同学的约。经过那个公园，才发现这第二次的模样是多么的别具一格。灯光、余晖、洒在那幢建筑、川流
上，忽闪着那历史的经验...

  在いちばん焼き肉屋さん的晚宴过后，又一人穿过本通り。只是那么的戏剧化，粉红的旋律突现，然后，就映入了眼帘—（大结局没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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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图

2016.09.20

どうして私の写真、毎回出てこなか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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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球の試合☆〜（ゝ。∂）

2016.09.22

激动激动激动...

さすがcarp!!!

人がいっぱいいた^o^

みんないっしょに歌を歌って、すごく楽しか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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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料理（≧∇≦）

2016.09.23

私は(^_-)久しぶりに中華料理を作って、ホストファミリーの家族と一緒に食べた～～

簡単な料理だったけど、みんな'おいしい'と言った！

お母さんも「これから、週に一回傲ちゃんが作った中華料理を食べよう！」と言った。みんな好きで、よかった^o^

これからも日本料理をお母さんに教え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う~_~;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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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と一緒☆

2016.09.24

今日すごく楽しかった！スピーチコンテストの準備で、広島の留学生たちが国際会議場に行った。勉強が終わって、みんな一緒面白い写真を撮った^o^    おしゃべりしたり、
映画を見に行った^o^、アイスも美味しかったわ＼(^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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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课的考试

2016.09.26

今天一下午两个小时的家庭课进行了料理考试～虽然不是什么难的测试，但还是惨败=_=

切黄瓜切黄瓜切呀切呀切黄瓜.....30秒以内60枚以上不能连接厚度不能超过2mm……所以我就是切了一堆并且手也挺快 但最后合格的片数 哈哈哈只有20枚

不说伤心的事了 。 考完试后 继续用切完的黄瓜做了酢の物 大家分了组 一个组决定一个组的的口味 用各种调味料调配黄瓜片和裙带菜和小鱼仁...（只能这么翻译了）

最后的结果是 大赞大赞  砂糖和沙拉油的完美结合 配上家庭教室的小茶 一个下午就那样过去啦～最后和大家一起清扫保洁，还是那么开心！（附上家庭课的高大上教科书）

然后然后、就去了剑道部的每日魔鬼训练 最后的俯卧撑和腹背肌训练爽翻了  和我的可爱的竹剑一起

虽然每天三四点就放学了 但是我每天都要进行两个小时的剑道部活，很累 但是 我相信我能坚持下来 ！初段 比赛 我会向着这些目标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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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烤烤肉

2016.10.01

开心的一上午～

为了欢迎我和另一位新成员的到来 在今天上午训练结束后 剑道部的老师和同学特开了趴～自烤烤肉 自己烤出来的就是多了一种味道呢——超赞的满足感

哈哈哈还学习了日本超人气的棉花糖吃法——烤棉花糖 当火的热度慢慢浸入软软的棉花糖后，就要融化了 抬起手来很想一口吃掉的时候 大家着急的异口同声的说：烫烫烫！。

然后我愣着 眼睛看了一圈他们 全笑了  最后吹了吹 慢慢慢慢地放到嘴里 当外面的稍微有一点点硬脆的皮被牙刺破的时候 里面的又甜又多汁地流入到舌头中央 うっま！瞬间感慨

简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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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末的日子

2016.10.10

已经习惯了每周末的日子 来到这里 和各国的留学生一起 学习 聊天 到处逛

而每周的这里 也有每周的风景 从巨热得无法忍受 到现在时而的细雨 这个沧桑的地方 也和日出日落一同 更换着自己的美丽心情 

我 怕是爱上你了 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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イカパスタ

2016.10.22

今週は本当にやばかった

お父さんが3時に起きて家を出て60cm以上のハマチとたくさんのイカを釣った

お母さんがイカの刺身パスタを作った〜〜写真のどおり やばくない？ははは〜〜  食べた後は、口、 歯、ぜんぜんまっくろ   

それからは、、、ご飯は毎日カルパッチョとか焼き魚になった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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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懸命

2016.11.02

もうすぐ、11月13日のスピ-チコンテスト！原稿は何回も書き直しても、まだ満足ではない！

なかなかすごくいい感じの文章できなくて、やばいなぁ、、

でも！必ず頑張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まず11月5日の学校の英語スピ-チコンテストを準備しよう！自分きっと、できる 最後の結果はどうか、今考えないで頑張ろ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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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

2016.11.13

准备一个多月啦～圆满告终

虽然有点小遗憾没有取得第一位....很精彩的一天，广岛所有留学生的演讲都成了我珍贵的记忆。还有、自己内心的成长。或许就是在这些些许的遗憾中来逐渐构筑一个更加完美的自
己、

就当来日本两个月的纪念！纪念自己的体验、学习、成长！接下来的八个月，继续加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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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活动

2016.11.23

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真的是太开心了

专门对来广岛市的外国人开设的一系列体验活动、学习、交流～最重要的是？       ～吃了很丰富很赞的世界小吃——各国的在住人们把国家的特色食品展现出来，在国际会议场

门前成了一块和中国庙会时般的风景。在一个个帐子下，有各国的民族服饰的人们 亮出形形色色的点心 片假名的看板让每个人费力地读然后掏出腰包 ...

和服、花道、书道、和平采访研究结果、英语角、日语志愿者活动....一天下来，只能完成最想做的那么几件事，高中生、大学生、老师、新闻报社记者、各方面的学者、老人，都是
活动的服务者与享受者。而每一个广岛市民以及外国人，也兴致勃勃地参与、交流感悟着，国际、日本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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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转转～～bingo

2016.12.11

12月3日，在每周六的我们的国际会议场，一个送别会——はるかぜ，广岛的广大志愿者团队中的一支、日语教学志愿者队。帮助我们这些广岛市的留学生在闲暇的时候提高自己的
日语能力。而这个队伍，由2月到来年1月为期间的留学生、也有我这样9月到来年7月份的，一个走了接一个来，心连心，AFS,YFU（留学生的机构），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我
们相处半年，然后分别，然后迎接下一波新来者。九月份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新人来到这里，大家照顾我，日语英语中文混着聊，开心地分享“国际小生活”，而这即将的1月，

AFS YFU的留学们就要回国了，我将作为一个前辈，迎接新一轮留学生们，一起学习，交流， 啊 。或许，人与人的相遇相识，与bingo游戏相似呢 在这个球形中，转啊转，
然后，bingo，说不定，就碰巧遇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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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氛

2016.12.11

其实我是惊讶于这里的气氛的。

九月来到这里，各种商店就已经摆出了有关万圣节的东西，而万圣节一过，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但这里就已经duang地浸在了圣诞节的氛围中。イリミネーション的期间为48
天，圣诞点心、服装、装饰品、各种物件人气集聚售卖。还在“圣诞”这两个字中久久不能移步的时候，一瞥眼，一片的年贺状，日本正月的装饰品又闯入视线。在这东西方文化的

交相辉映中，气氛、竟不知该如何形容了 内心只是惊叹于这里的行事，重视，认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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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长跑

2017.01.08

冬季的开学，拉开了长跑运动的帷幕。我从未想过新的一年会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

剑道部活每天至少4km的路程跑，加上一周三次的体育课，一天最多可达8km。感觉整个人在那长长的河边，随时可以扑下，滚入河中 看不到尽头，却也不能停下脚步。就当是
正月偷懒悠闲的代价，好好还欠自己的债吧。 中考体育满分在这里，悬啊…… 希望最后能够爱上长跑这个磨人的小妖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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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2017.01.21

上周末开始一直在下雪、、

在雪中、骑着自行车上学的时候变成雪人的自己 、、长跑的时候吃到的很多的“雪糖” 、、眼泪都要流出来了、、真的好累啊，但是心情却非常，不是一般的好！

差不多也习惯了、从现在开始不光只是去做，而是要开心地享受这每天的“体力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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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

2017.01.30

和日本的正月新年不一样的中国春节 就连远离家乡的我也能感受到国内热闹、盛大的氛围…但是对于我来说成为意味深长又难忘的回忆是…

首先，1月26日我们学校举行了合唱大赛。每天放学后我们练习的歌声像长了翅膀一样，和窗外的星空，夜晚演奏出美丽的旋律。终于这日复一日的努力没有付之东流，我们友爱的
7班拿到了高一年级唯一的奖。

之后的1月27日，我度过了16年来从未经历过的生日。正好赶上除夕之夜，大家都对我说“祝贺你！”、“生日快乐！新年快乐！”，还送我很多好吃的，真的是朴实而又很棒的生
日。然后和寄宿家庭的家人们在外面吃了美食，家人们还在大大的袋子里装了很多生日礼物送给我，最后还吃了寄宿家庭阿姨做的奶酪蛋糕。生平第一次在异国他乡过的生日和春

节，与其说是回忆，倒不如说这一天已经像纪念影像一样留在我心中了，我想这样才可以表达出我当时感动过头的心情吧

春节的时候，因为有中间研修，所以终于可以和大家见面了，好期待 但愿今后的日本生活变得更加开心快乐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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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2017.02.24

中间研修已经过了20多天，又开始了很多新的回忆〜

2.3日回来的那天，和住家阿姨边吃边做了手卷寿司。5合米全都用上了（※合：日本容积单位，1升的1/10。）、、、非常好吃、、量也好多。

说到2.14日、、现在正、、吃着当时的巧克力，写着日记 女生全体一起送了男生礼物、、班主任（男老师）给我们全体42人买了布丁、、不管到哪儿、、都会提到女子力 现在
想起来都是、、甜甜的甜甜的感觉！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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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

2017.02.24

2月的第2个星期，踏入好久没来的学校的瞬间，“好久不见〜”“呀，小傲！大阪怎么样”，老师、朋友、班同学们一连串的问候，让我心里觉得好有充实感。

这种充实感，上课的时候、、也有充分地感受(￣∇￣)

在家政课上，大家已经完成的笔袋都是花了2个小时做的，每个都好可爱，每一个都能看出下了好多功夫。我为了赶上大家的进度，下课后用了30分钟时间，好不容易完成。虽然不

是很漂亮、、但老师还是夸我“好厉害！完成了、、很好很好〜”，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其他、、书道课、、发现大家都开始了新的作业。不过这回、、我慢慢的、、心平气和的、、从作品的构想、、草稿、、然后到清书，一步一步做了下去。我想书到还是以这样的顺
序比较好，愉快地按自己的想法写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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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班

2017.03.19

一年级的最后活动ーー球技大会结束了、、等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各自进入新的班级。半年间，我在这个班经历了很多，成长了很多，也习惯了这个班。每天的学校生活，感
觉跟在中国一样快乐。之前有好几次想过差不多该换班级了、、那个时候感觉没什么，想“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我完全、、错了。可能是上中学以后从没换过班的我，没有经历
过分班的原因、、、

这次、和日本的同学们一起品尝到了。这个月末是班主任的生日，大家一起做了纪念相册 让大家开心的是，老师把这一年，班级的照片整理出来，做成了幻灯片。我们班主任平
时就是一副笑过头的很有意思的表情，总会让大家忍不住笑起来、、可毕业式那天是沉浸在悲伤中的无表情、、给老师递相册的时候，那个同学哭着说了“谢谢”，这感动的话语让
老师的表情变的，不知道是笑还是哭、、可是、、这回、大家谁都没有笑。20多个孩子、、眼眶里眼泪越集越多，终于没有忍住落了下来。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大家都感动了吧、、在这人生的一部分中。

“感觉，我连毕业式也不会哭成这个样子吧、一定。(笑笑)”

“幸好是在7班！”

我，“嗯、、是这么想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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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灵力”的一个下午

2017.03.30

一放春假就和住家一起去了岩国钓鱼。不是很明媚天气和着濑户内海的微凉的风，吹着三五成群的鸥划动着翅膀高昂着歌。没有那寻常的波光粼粼，海浪便打在近岸的岩石壁上清澈

着发着光。从一开始不敢抓コウジ到一手一个准的钩在鱼钩上，住家爸爸给了我很大的鼓动

虽然两个多小时没有钓到一条鱼、、但是亲眼见到了一大波小鱼群，一整片海草地，一条活蹦乱跳的飛び魚，还有，偷吃掉我鱼饵“拔尾就跑”的メバル，，，耳边传来：“厉害！
四十三点二厘米！一定很美味！”的时候，一位钓鱼プロ手拎一肥鱼，用甜化了的眼神许久打量着他的宝贝，而后，周围的人便又沉下心来继续静待着那属于自己的可能出现的成
果。

在海边的一个下午，没有怎么运动，确是损害了不少“灵力，在车上睡了一路  回家之后，更是倒头就睡

春假的开端，留下了很独特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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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天

2017.04.29

其实我是爱着秋天的。

秋的色彩不比春少，不比夏乏，更有着红叶清透的热烈、我行我素独树一帜的傲气。可春，一句人间四月天，嘹响了自己的名号，从未有过兴趣的我，居然，这个时间这个地点，，
花瓣萦绕，鸟声啼啼之下，丝丝缕缕地牵扯出了与春的微妙邂逅。

河的两岸花苞鼓鼓待放，午后四点钟，西装领带的社会人已经坐在席子上，年轻俊朗的小伙子们对着社长先辈们彬彬有礼，筹备着这个季节的晚宴。那是三月底的夜樱，着实让我惊
了一场——夜晚九点，远处前方的桥灯一如既往地盏盏熠着光，橙子皮倍亮的鲜果河岸餐厅一如既往的座无虚席，眼神不是很好的我照旧沿着河草小路随感觉走着，不知路径第几颗
樱花树之时，突然的一阵爽朗巨笑，完全威慑住了我的脚步。恍惚之间，一缕缕白雾从草中冉冉升来扩散去。一瞬寒气贯身然后下意识的后撤了一步，屏着气看着听着，原来是午后
的那伙人啊……才要往前走，才发现，那笑声的来源的方向，一路上，人影组着团密布着，微醺的氛围在夜樱下肆意“泛滥”，寂静地河水伴着喃喃的细语，还有那不时的仰天长
笑，几大包几大包的空易拉罐...整条河岸小路有了不寻常的四月夜的生气。

同剑道部的老师和同学一起去江波小山行花见，在一个小丘上一棵伞状樱花树下，五个人吃着便当聊着天，后边是很远很远的濑户内海，仅仅的一个中午，就有好几十行人来来往往
于山顶和山脚之间，都完成着，这个四月季的独有行事。我见到过一群人，在路边的仅有的一棵大樱花树下，行“花见”。其实所谓花见，我觉得说到底就是找一棵樱花树，没有多
少人真正去赏花，三五人群坐在下面吃吃喝喝聊聊天，也并没有什么特别欣喜之处。在其他季节，换个说法，野餐也不为过。

但那是截然不同的了。正是因为在这温暖和煦之际，与短短几周的春景樱花相称，才有这么一个行事，促着忙碌的人们闲下心来，悠悠交谈。

仿佛昨日还在盼着樱花满开之事，现已凋落两三周了。附近的那几颗樱花树，也就在我的手指之间留下了三张照片的生命印记。四月是新生，同样也是逝去。而从这里，我发现，不
同于秋的是，她会一直新生下去，生出新的花儿，新的色彩，新的气息。就像，涅槃重生，形容这绝美的四月天，再好不过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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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游春游春游 5月5月5月 来啦来啦来啦

2017.04.30

向こうといっしょの、、4月末の遠足！

バスでのお菓子回し、、bingoゲ-ム、、国営備北丘陵公園の様々なスライダー、、男女の警泥遊び、、めっちゃ暑かった昼に、3クラス同時に炭火焼肉〜〜

やっと、、4月が楽しく終わった。

次、5月だ

後2ヶ月間、頑張る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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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女さんになった ♡

2017.05.28

三日間の万灯みたま祭りで、1日の巫女踊りというのがあって、申し込んで参加してみました

友達といろいろな募集者と、先週に一回練習して、昨日の本番また会いました。いろいろな話ができて楽しかったです。

祭りは午後の集合から、記念撮影、夕食(買ってもらった弁当)、リハ－サル、本番の順で行いました。カメラマンや外人たちにカメラを持っていっぱいの写真を撮られて、、私
たちは「アイドルだ！そう！これはアイドルに違いない！」っていう感覚で恥ずかしいながら自分の最高の姿と身振りをみんなの前に現れました。

夜9時に周りの灯籠の微光と星がキラキラの笑顔を見て、疲れ感が出て来て満足と春の涼しい夜を、久しぶりの静かな心で味わい、1人で平日の通る深夜の川に沿って、自転車

で帰り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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