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はじめての日記

2017.09.10

はじめての日記は、お試しの日記です。

何を書くかわからんないんだけど、一応写真を‥‥

次は京都行きます‥‥!楽しみ!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趙楚軒的日记



这只是开始

2017.09.11

今天是我入住宿舍的第二天。已经渐渐熟悉了环境。

第一天抵达已经是晚上六点左右，house master带我们参观了宿舍，详细地讲解了宿舍各处的构造。原本紧张的心情就在house master的亲切的笑容下渐渐放松下来，消失不见。

一个宿舍只有两个人。宿舍很宽敞，环境很棒。每人有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写字台旁边有一个很多格子的架子，柜子和桌子也有很多抽屉，可以放很多东
西。

我的舍友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姐姐，会一些中文。其实这里的住校生因为父母在海外工作的原因，也有人是混血，好多人都会一点中文，交流起来感觉没什么障碍。我的舍友对我非
常亲切，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她。她帮助了我很多。

晚上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又认识了很多人。大家都很热情地和我搭话，还决定帮我想一个昵称。经过讨论，最后大家定下的我的昵称是no ki。因为我的名字是赵楚轩，cho-
soken，轩的音读是ken，训读是no ki，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

第一天刚刚抵达京都的我没有时间去买日用品。晚上洗澡的时候，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一位同学借了洗发水，她爽快地答应了，我感到十分温暖。

第二天，也就是今天，我与和我同校的中国同学决定去购物。house master的合田老师非常热心地为我们带路，到了family mart之后，发现我们需要的日用品这里买不到，就又为
我们讲解了一个稍微远一点的商场的去法，甚至为我们画了地图。我真的非常感谢合田老师。

我和同学在路上迷路的时候，又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问了路边一个推着年幼的孙女出来散步的老奶奶。老奶奶认真地把地图举到眼前看了一会儿，随后，竟然为我们带路，送我们直
到我们要去的商场。这里的人非常热心，非常善良，处处让我感到温暖，让我感到，就算不同国家的人，说着不同的语言，心也是连在一起的。

最后，准备好明天去学校要用的东西，我想说，虽然我的这篇日记很像流水帐，但我只是想记录，这两天，我感受到的日本人乐于助人的热心，大家都在尽力帮助我融入新环境的善
良。我十分感动。

明天要去学校见老师，办理在留卡住址等手续，后天开始就要和学校的大家见面了。我心里充满了期待，不过因为这两天的经历，紧张感消退了很多。

但愿以后的生活充实愉快！(･ิω･ิ)

趙楚軒的日记



传说中的日本高中生活

2017.09.13

今天是第二天上学。

这两天，我见识到了日本传说中的高中生活，并努力试图融入。

日本的课程和中国不同，一节课有五十分钟，然后休息十分钟。我的学校上午三节课，中午四十五分钟的休息时间，下午三节课或者两节课，再加上最后大家集合，大约三点四十五
放学。最近正在准备文化祭，有很多自愿留到很晚的同学。

我也参与了文化祭的准备，虽然只是帮忙往纸箱上涂颜色，擦地这类简单的活，但能帮上大家的忙，我感到非常开心。

这两天，大家很照顾我，非常主动地和我搭话，体育课或英语课需要换教室的时候，也会等我一起走。我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现在体育课正在学柔道。我觉得很有意思，但对我来说有点难。虽然我连前滚翻都翻不利索，但我会努力的。

日本的国语真的很难。句子里的单词都不是在考级书上或是别的书上可以见到的，再加上不懂的句式，我完全看不明白。但是努力听老师讲的过程中，我觉得如果每个语言都有自己
最美的一面，那么这个大概就是日语的了吧。就算很难，我也会努力学习的。

现在对我来说，每天的生活都不一样。每天都新鲜而充实。

愿这样的日子继续下去！

趙楚軒的日记



交流的重要性

2017.09.15

学会和值得信赖的人交流，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

昨天的我因为某些原因，心情非常的差。因为心情不好，今天一整天的状态都很差。

我惊奇地发现，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听不懂老师和同学们在说什么。原本在中国的时候，心情不好就会听不进去人说话，到了日本，这种现象在外语上更明显了。

不仅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当我想说话的时候，也根本不知该如何说出口，即使一句简单的“谢谢”也卡嘴边无法出口。

就这样尴尬了一整天，放学后，班主任告诉我，国际部的负责老师叫我有事。

到了国际部，老师告诉我，接下来要举行立命馆宇治高中的四个交换生的欢迎会。原本是很开心的事，我却高兴不起来。老师关心地问我最近怎么样，我刚想说“挺好的”，眼泪却
先落了下来。

然后，老师带我面谈室，坐在门口看不到的最靠里的位置上，认真地倾听我的心事。

老师非常温柔，认真倾听我的烦恼，还为我出主意，安慰我说“想哭的话就哭出来吧”。虽然很不好意思，但是哭过之后确实心里好受了很多。

之后我们还一起参加了交换生的欢迎会，来自各个年级的大家一起玩游戏，吃点心，聊天，非常开心。我发现自己又能听懂别人的话，而不再是单纯的音节。

和别人倾诉是很重要的。如果什么事都自己憋在心里，就什么都得不到改变。

不管是想家了，还是和朋友吵架了，再或者是学习上出了问题，千万不要自己压在心底，一定要跟老师说。

这是我今天的收获。

趙楚軒的日记



剑道初体验

2017.09.26

今天我首次参加了日本的社团活动。

来日本前，我曾想加入过茶道部或者花道部，总之想加入一个很有日本风味的社团。然而最后就阴差阳错地选择了剑道，我想，这是一种缘份吧。

剑道的教室的木质地板，大家穿着帅气但看起来又重又热的衣服，举着竹剑奋力挥舞的样子，震人心弦的呐喊，这是我对剑道的最初印象。

现在学校一共四位长期留学生，三位都加入了剑道部。我和其他两位留学生还是什么都不会的状态，前辈们非常耐心，他们轮流教给我们剑道的基础动作，比如，剑的握法，基本挥
法，滑步，并指导我们练习。

竹剑不是很重，也不是很轻，拿在手里很有质感。最开始的时候我不能很好地击中目标，但在反复练习下，终于有了一点点进步……一点点。嗯。开始的时候觉得还好，但随着不断
地挥动竹剑，手臂开始酸了，就抬不起来了。赤脚在木地板上蹦跳对于我来说也……很疼。嗯。还需要时间适应。

前辈们的练习要复杂得多，两人一组，穿着厚重的剑道服，戴着护具，进行像对打一样的练习。道场的左边站一排人，右边站一排人，面对面，大家同时迈步走向对方，同时行礼，
随后呐喊着向对方靠拢，挥剑，气势真的非常震撼。

我不禁觉得剑道很难。其实不管什么东西，若要做到登峰造极都是很难的。

坚持是最重要的。不能坚持就什么都做不成。

但愿我这一年能坚持下来，学有所成！

趙楚軒的日记



宿舍的小事故

2017.10.17

再次写日记竟是相隔一个月之久。这期间也经历了很多事，但是……暂且不提。

今天我要说的是发生在宿舍的一件很惊险的事。

中午正独自在宿舍里的我突然听见楼道里传来刺耳的警笛声，一时有些不明所以，推门出去才发现楼道里弥漫着白色的烟雾。

house master组织我们这一层的女生从逃生楼梯下了楼，在大厅集合，这时我也从同学口中得知烟雾来自迷你厨房的微波炉。

大约二十分钟后，将烟雾排除得差不多，这层的女生便回到了宿舍楼道。貌似是微波炉里的什么食物烤焦了主人却没有发觉，黏糊糊的一团焦黑粘在盘子上。

老师非常严肃地询问我们，排查得非常仔细，从今天之内微波炉的使用者，使用时间，到加热了什么，甚至检查了垃圾桶的包装袋。我非常佩服这种认真的精神。

最后，老师查明了微波炉里的焦黑是用“厨房用纸”包裹加热，导致食物黏在盘子上造成的。这时一位同学终于承认是自己加热面包时造成的，但在大家面前不敢承认，造成这种后
果还害大家一次次集合真的很抱歉之类的，边说边流下眼泪。大家则笑着安慰她，看到这一幕不知为何，我也湿了眼眶。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在烟雾充斥楼道的时候，我的室友一直站在紧急逃生梯旁边和house master一起组织大家疏散，集合的时候还跑遍楼道挨个敲门通知，非常关心大家。这点我
也十分感动。

留学生活中能有这样的体验似乎也不是很糟糕的事。愿所有出门在外的小伙伴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

趙楚軒的日记



这里是，京都宇治【关于住地的推荐和喜欢的地方】

2017.10.20

这里是，京都宇治。

先说说京都吧。初到日本研修地点在东京，日本的首都，虽然楼房大厦看起来没有那么高大，但感觉还是个大城市。

现在我的坐标，京都宇治，没有东京那般繁盛，但古色古香，安宁静谧。旅游景点大多是古庙，神社一类。就说我上学的路吧，京阪宇治车站旁边就是宇治桥，过了宇治桥可以去到
神社和平等院，一路上还有很多卖抹茶和甜品的店铺。

最为出名的当然是抹茶啦，从色泽到香气，从触感到口味，简直完全颠覆了我在中国对抹茶的印象，推荐吃货的朋友有机会一定要尝一尝。为了买抹茶我可是……嗯，野口英世先生
保佑我。【等等你暴露了什么】

京都宇治可能有那么一丢丢的缺陷，就是坡路很多。出去散步的时候很少能感觉到自己在走平路，一般都是上坡或者下坡。从我的宿舍到学校有3.9公里，走路要一小时左右，中间
有两次要爬跨度非常大的陡坡，站在下面根本看不见顶的那种。但这也算不上是缺陷，毕竟沿途山路，空气清新，还有建在陡坡上的日式人家，晨跑散步的邻里，都是亮丽的风景
线。

再来说说今天我的经历吧。

今天是期中考试的最后一天，中午十一点左右就放学了。从学校吃完午饭边听音乐边往宿舍走的我，在某个山道的岔路口一不小心走错了。随着周围的环境越来越陌生，游客却越来
越多。为什么说是游客呢，因为很多欧洲人。即使在黄皮肤的人里，我也能听到中国各地的方言，还有日本的方言，或是韩语。

然后我发现我来到了平等院。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于是我决定去逛一逛。当然，只是在外面逛，没有买票进去。

平等院里面是什么样，我不知道，但环绕这里，我感受到的是日式的安宁。古寺就像是电波发射塔，坐落之地周围就会奇异地安静下来，让人感到很安心。清亮的河水上架着一座千
与千寻里出现过的桥，河上的船，远处的山，就像是放大的庭院造景。

沿着铺满石子的路向前，就能听见脚下摩擦的脆响。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一人只身在这样的环境里，即使是乱逛，即使什么也没有想，也能有一种被救赎的感觉。

走在这里，那些为了封闭自己而将耳机音量调到最大的日子，那些闷在被子里偷偷落泪的日子，似乎就不复存在了一般。

能来京都真是太好了。能来宇治真是太好了。我想。

为什么会喜欢这里呢？

可能是因为这里，让我知道了不管昨天经历了什么，不管多痛苦，明天都要笑着活下去的原因。因为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你成为想要成为的自己。

这里是，京都宇治。

趙楚軒的日记





最喜欢的学科

2017.11.30

稍微思考了一下，要说我最喜欢的学科。

我想大概是国语。

国语虽然是所有学科里最难学懂的科目，但是国语书上有很多课文都是选自中国的古文。在日语中，中国的古文需要有很多标注来矫正语序，将语序弄成日本人能看懂的顺序。而我
不需要这些标注就能看懂所以感到很自豪。【咳】

日本的古文和中国的古文有很多相似之处。国语课就像是解谜游戏，在老师的指导下，找出它们的相似之处在自己文化的基础上努力去理解，一篇不知道在说什么的假名组合渐渐变
成一篇诗歌，渐渐能够读出它的意义，心境，故事，是一件相当享受的事。

以及，我喜欢国语课还有一个原因。

国语老师人特别好。一个看起来很年轻的小哥哥，笑起来很温柔。对我也很有耐心，给我讲古文的标注应该怎么看。同时，他对中国的古文化也很有兴趣。

之前有过两个课题，一个是自己写川柳与俳句，一个是三大集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第一个课题，我在写完川柳之后，捎带介绍了中国的打油诗。

第二个课题，我因为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三大集的相关资料，就搜集了中国文学发展史自己总结翻译成日语作为课题交了上去。力所能及自己能做到的事，嗯。

还有上次国语课，内容是关于语言的各种表达方法。有趣的或有意义的。老师给我们看了一些视频，有综艺节目的搞笑座谈，也有《ドラゴン桜》电视剧的选段。然后让我们找相似
的视频发表。

于是想到有趣，我就把马三立先生的“逗你玩”的选段翻译成日语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演了一段单口相声。非常好评。(ㆁωㆁ)

总之国语是我最喜欢的学科。并不是说别的我就不喜欢，其实，所有的学科我都很喜欢。( ´∀｀)

努力学习，倾注全力，是关键。嗯。

趙楚軒的日记



箱根之旅

2018.01.06

今年的一月三号，一月四号，我与住家的爸爸妈妈一起去了箱根进行短途旅行。

虽说是新年，但日本的新年氛围并不是非常浓重，除了各家店面门口的红色“初売り”，真的感觉不到什么新年的象征。可能是家附近也没有打年糕的。

第一天我们中午出发，先去了小田原城。我虽然很喜欢古建筑的氛围，但实际上对这些并不是非常了解，只能大致看看简介，逛逛阁楼。

在日本，无论去了哪里的古建筑，都能感觉到其与中国无限的相似性。无论是建成的目的，还是建筑的构造，都与我在国内看到的大同小异。

小田原城的建成目的是“想要建成关东理想的国度”。和所有著名古迹一样，也经历过许多大小战争。城内展示了许多残存下来的王室用品，铠甲刀具，或是出土的文物。从顶层俯
瞰的景真的相当美，而且可观范围很大，连江之岛都可以看见。

这一天晚上我们住在了住家妈妈的妹妹的别墅里。别墅在箱根的山上，浴槽里是山上的温泉。温泉的水带着一点点山里的味道，非常神奇。

第二天我们去了大涌谷。这里与藤沢相比能更近距离地看见富士山。山上有几处在冒着白烟，听说是温泉的源头。空气里弥漫着类似煮蛋一样的气味。这里的特产是“温泉蛋”，听
说是靠温泉的烟将鸡蛋熏熟，整个蛋壳都是黑色。我们坐上缆车来到湖边，又坐“海盗船”驶过整个湖。阳光洒在湖面上非常漂亮，只是炫目得令人难以直视。

当天晚上我们回到了藤沢。

箱根的旅行让我感受到了历史的趣味，以及自然的奇妙，相当愉快。

以及感谢住家爸爸妈妈。

趙楚軒的日记





冬休みの出来事

2018.02.18

冬休みに、一番印象に残ったことは、秋葉原での一日です。

アニメで日本語が好きになった私は中国にいるときはもう秋葉原を知っていました。私にとって秋葉原は、東京の次に覚えた日本の都市だと思います。

確かにそこは電機がすごく有名ですけど、私にとって、日本のアニメや映画やゲームや、さらにvocaloidが好きな人達にとっては、そこは、二次元の聖地である。

JR電車から降りて、駅も出ずにもう感心しました。駅内にはfateとlovelive!のポスターが貼ってありました。駅を出たら、すぐ向こうのビルに見える大きな「SEGA」、道でど
こでも見えるパチンコの店、電気製品の店と中古フィギュアショップ。

すべてのものも、「ここは秋葉原ですよ」と強く示していました。

私はアニメントと虎の穴を見回すだけで四時間ぐらいかかりました。昼はずっと体験したかったメイドカフェで食べました。午後は中古フィギュアショップで好きなキャラのフ
ィギュアを探したんですけど、あまり人気がないので、ショップを３つも探してやっと見つけてました。すごくうれしかったんです。

メイドカフェを詳しく紹介します。

私が行ったのは、「メイド達みんな猫でしたけど、人間に恩返しするために、人の様子になった」という設定のカフェです。ここのメイド達みんな猫耳としっぽをかぶっていま
した。

私はオムライスを注文しました。メイドさんはそのうえでケチャップで絵をかけます。私になんの絵と字をかけばいいって聞きました。私は「じゃあ、秋葉原で」と答えまし
た。

メイドさんの踊りもすごく上手でした。店内はアニメのopやedや、またvocaloidの曲を流したりしていました。最後に、私は好きなメンドさんと写真を撮りました。

高っかたんですけど、まあまあ楽しかったんです。

いろんな店を見回し、メイドカフェも体験し、好きなキャラのフィギュアも手に入れて、中国の友達のプレゼントも買いました。

方向音痴ですから、帰る時電車の駅を３０分ぐらい探しました。また、ホストファミリーに帰りたいのに逆方向の電車に乗ってしまったんですけど、すごく楽しい一日でした。

これが、冬休みの一番印象に残ったことです。

趙楚軒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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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日本学校「式」集合

2018.04.06

三月是个好月份。要说为什么，因为会毕业。

今天突发奇想来总结一下我们立宇治三月份的「式」。

首先是「卒部式」，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翻译。大概是从社团毕业的意思吧。我们剑道部为高三的前辈们准备了送别party。大家吃点心，喝饮料，聊天，看高二的前辈做的回忆
幻灯片，有些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然后，大家玩了一个游戏。两人面对面坐着，面前有一张桌子，上面有一本卷好的书【用来打人的】和一个小塑料盆【用来防御的】。然后两人
猜拳。输的要抓起防御具护住头，赢的要抓起攻击用具打人的头。输的快，就算平局，重新猜拳。赢的快，被打中，就算游戏结束。剑道部的大家经常挥剑所以非常擅长进攻。最
后，大家一起看了高三毕业相册，回忆了很多，吐槽了很多。

然后是「卒寮式」。这个也没法翻译，大概是从宿舍毕业，离开宿舍的仪式。当晚宿舍的晚饭是自助，比往日丰盛了许多，很多高三学生的家长也都来了。然后由高一高二的学生为
高三的前辈送礼物。我很荣幸地被选中了给剑道部的高三前辈送礼物。是一盒点心。然后，棒球部的后辈还表演了有趣的节目。最后，由我们高一高二的学生们手牵手抬起来组成了
拱门，高三的前辈们从拱门里穿过，离开了。虽然因为身高原因弯着腰，有些累，但可以看出大家都很开心，也有些人流下了眼泪。

第二天是「卒业式」，也就是毕业式。这天高三的前辈们早早地来了学校，我们则是快中午才到，来欢送前辈。大家有的人穿着制服，但更多的人则穿着社团活动的衣服，运动服，
柔道服，田径的紧身装或者剑道服，从教学楼出口到校门口，于路的两侧站成两队。前辈们穿着制服，西装外套胸前的口袋上夹着好看的花，手里拎着礼物什么的走了出来。我们鼓
掌，有些人将自己的礼物送上去。最后，大家就跟自己原来的社团的团员们聚在一起，互赠礼物，道别，社团的顾问老师讲话，然后大家一起照了合影。来了日本我才知道，原来社
团是一个可以让人哭出来的地方。如果羁绊够深，就像家一样，不由自主地就会为其动心。

我们的「终业式」，结业式就有些晚了。大概在一周后。大家聚集在大会议厅，听年级主任讲话。我印象最深的话是“越接近自己的梦想，则越艰辛。如果你感到艰辛，说明你的努
力是正确的”。高二就分文理班了。我给我们班的每个人都写了一封信。很简单，只是回忆了一下我们初次说话，我们都一起做过哪些事，我对这个人的印象。并且“如果来年能够
同班，请多指教。”写这些信的时候，我调动自己所有的脑细胞去回忆我在日本的七个月间与他们经历的一切，一些美好的事如同钻石碎片散落在记忆的沙滩上，阳光一照则闪耀不
已，只等我去把它们拾起来珍藏。若是没有交流，便不会疲惫。但也绝不会有任何回忆，任何美好。有些同学还特别发了line答谢我，使我感动不已。

然后春假就开始了。

虽然我把这篇日记发上来的时候，离「始业式」已经不远了。/笑

开学快乐。

趙楚軒的日记



奈良はいいところです。行ってほしいんです。

2018.04.15

春休み私はほとんど寮で過ごしてるが、一週間だけ、完全閉寮の間は泊まっちゃあかんので、ホストファミリーで一週間、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ホストファミリーは奈良にあった。立宇治を通ってる中学校の生徒のうちだった。うちには、お母さんとお父さんと、あと小学校五年生の妹がおった。お父さんはいつも仕事が
遅くて、夜十時ぐらいに帰ってくる。だいたいいつも中学生さんと小学生さんが遊んでくれました。二人が私を連れて、駅の近くの本屋さんに行った。そこで、好きな漫画を見
つけてほんまにうれしかった。近くの公園も行った。午後の太陽の光がてらした桜の花びらがピカピカに光るように見えた。すごくきれいだった。

ちょうど３月の末、桜の季節だった。

四日目の夜に、お母さんが私と二人の娘を連れてもう一回その公園に行った。桜は全部ライトアップされてた。橋のこちらから向こうの景色はまるで、別の世界だった。大きな
木はきれいなピンクのひかりが輝いてて、風が吹いたら桜の花びらが舞い落ち、掴もうとしても手は触れられず、そのまま地に。木の枝は高いところで混ぜ合い、桜色の空がで
きてた。見上げたらもう目を離せない美しさだった。

五日目、お母さんと私と中学生さんがお城祭りに行った。桜の時期にのみ開かれてるお祭りだった。行ったのは「城下町」、「金魚の町」とも呼ばれた。そこで、金魚ラムネを
飲んだ。まあ普通のラムネだけど美味しかった。町にはある電話ボックスがすごく面白かった。中には水でいっぱいで、金魚が泳いでる。この町で、金魚が入ってる自販機も、
改札口も見えた。

六日目の夜、私は中華料理を作ってみた。簡単なトマトとたまごの炒め、あとはじゃがいもとグリーンピーマンの炒めだったんけど、美味しいって言ってくれてうれしかった。
自分もほんまに久しぶりにこの味を口にした。

七日目私はもう寮に帰った。帰る前にガストですごくごちそうになりました。車で寮まで送ってくれて感謝です。

これでホストは終わった。でも奈良で過ごした一週間、この思い出は一生も忘れません。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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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きな漫画を勧めます/僕の安利を喰らえ【不能犯】

2018.04.20

最近、《不能犯》という漫画を読んだ。

不能犯っていうのは、辞書で調べたらこういう意味でした。「行為の性質上、意図したとおりの犯罪結果を実現することが明らかに不可能な行為。犯罪としては成立しない。」

つまり、容疑者はいるが、その人は犯罪できない。…たぶん?

まあ、漫画の内容に入ろうか。

主人公は宇相吹正【うそぶき　ただし】っていう人でした。この人は、眼差しで、あるいは言葉で、人のこころを操ることができる。催眠術みたいな能力。職業は殺し屋、依頼
を電話ボックスに貼ったら、相手をこういう方法で殺してあげる。

どういう方法でしょか。

例えば、バーであった。「こんにちは、宇相吹正と申します。お酒、もういっぱいいかがですか。僕が奢りますよ。」なんとか言います。とりあえず、もしきみがこのお酒を飲
んだら、彼はまた言う。「毒が入ってますよ。」とかと。そしてきみは死ぬ。でも実は、お酒は普通のお酒で何も入ってない。きみは彼の催眠で勝手に中に毒が入ってるって思
い込んで、健康な体で死んだ。

つまり、「思い込み」で人の殺す殺し屋の話でした。彼の人殺しは場所によって違う。例えば蝶を出して、蜜蜂だと思い込ませるとか。洗濯挟みで人の皮膚を挟んで、それを毒
蛇だと思い込ませるとか。

彼の仕事は、単なる人殺しじゃなくて、人間の哀れな姿、こころの闇を見届く芸術だった。ほとんどのとき、その依頼を出した依頼者自体も滅んでしまう。

例えば、一つの話だけ披露します。

一応ある女の人のことをアと呼ぶ。アさんは親に離婚されて、小さい頃からずっと仲が良かったイのお姉さんと離れた。お酒やキャンプが好きなお父さんと一緒にいたアさん
は、大学も行けなくて最後に体を売る人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でもイさんはすごく有名なデザイナーになって、もうすぐ結婚するところで、すごく幸せな生活を送っていた。これ
を知ったアさんは、イさんに「養ってくれますか」という手紙を出した。でも返事は来なかった。それにしても、結婚式の出席届けさえ送らなかった。そしてアさんは宇相吹さ
んに頼んだ。

アさんはイさんを殺したいと思っていたが、最後まで見届けたら、イさんは彼の心理暗示で精神が狂って、自分の旦那さんのウさんを殺した。そうう、依頼は「イさんに自分の
旦那さんを殺してほしい」だった。

まだ終わってない。やっとスッキリしたアさんは彼からあるものをもらった。手紙だった。開けて見たら、イさんがまだ出さなっかた結婚式出席届けと返信だった。「その仕事
をやめよう、必ず助けるから。一緒に生活しよう。」

そしてアさんは自殺した。

でも実は、宇相吹さんは２つの依頼を受け入れた。一つはアさんから、もう一つはウさんーー旦那さんから。自分とアさんの幸せのためにアさんを殺してほしいと。

という話でした。おもしろいと思います。

そして、ときどき彼の催眠が効かない人もいる。彼は、こんな人達を「通じない人間」っていう。ある刑事も通じない人間だった。多田友樹っていう男の刑事でした。そしてバ
カ正直な人だ。彼はこの人に殺されたい。彼のセリフです。→「僕に見せてもらえます?人間の強さを…」

もともと前は、通じない人間であれば、彼はその人達に自分を殺して試させたんだけど、でもみんな失敗した。多田刑事は、「自分が刑事だから必ず宇相吹を捕まえてやる、正
義のやり方で」って思って殺してあげたくない。ずっと彼を追いかけて捕まえようとした。

なんかだんだん彼はもう多田刑事だけに殺されたくて、多田刑事のことが好きになったみたい。【この段落は無視しても大丈夫です】

そして、漫画はまだ終わってないが、ドラマも映画も出たらしい。興味があったらぜひ見てください。

この漫画のオススメは、以上。

ここまで読んでくれたらマジ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趙楚軒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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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同体——体育祭【1】

2018.05.26

立命馆宇治，于五月十五日举办了体育祭。

本次体育祭中，高中三个年级的人被分为五个团，分别是黄，红，紫，蓝，绿。每个团都在体育祭当天穿着对应颜色的T恤进行各种活动。

如果要比对一下日本体育祭和中国运动会，我觉得区别还挺大的。

中国的运动会重点在竞技。它项目更多更全，跑步跳高跳远投掷，班里也只派擅长体育的人参加。像我这种咸鱼，除了写稿，一整天无所事事。

体育祭的重点则在「祭」。它是一个必须大家一起参与，大家一起玩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强制参加项目。而且排名的单位并不是班级，而是团。它的项目跟中国比少了一丝竞技的味
道，是以使用身体的集体游戏为主。跳长绳，扔球，拔河什么的。整个体育祭最有竞技性的项目我想可能就是接力。

下面来说说我印象最深的两个接力。

第一个是全员接力。顾名思义，全班出战。每个人跑一百米。我作为一条体育咸鱼，小学三年级后就再也没出席过带跑的项目。但是当我久违地在跑道上全力奔跑时，大家都在为我
加油，为我呐喊。心里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占据了，交了棒，望着下一个同学飞奔而去的背影，我也不禁热泪盈眶。这里大家不会丢下任何一个人。每个人都是被需要的存在。

第二个项目是社团接力。这个项目打着比赛的名号，然而完全不必比拼速度，更像是表演。先分好体育社团和文学社团，然后分批上跑道。大家穿着社团活动时的服装，接力棒就是
活动时大家用的东西。夏日炎炎之际，我真的很心疼剑道部，柔道部，书道部等练习服厚重的社团。

体育社团中，像足球，或是棒球，或是田径，可能确实是在竞速，大家都豁了命飞奔着。但类似啦啦操社，大家穿着好看的小裙子，拿着彩花，在跑的时候偶尔会穿插几个舞蹈动
作；再像排球部，抱着球，跑到离交接点还有几米的地方，颠球传给下一个人。更像是在表演。

文学社团的接力非常有意思。美术社长穿着普通的体操服，举着被各种颜料浸染的刷子在跑道上飞奔；茶道部娇小的女生拿着巨大的茶刷奋力奔跑；广播部的部长一手拿着话筒，一
手拿着文件夹，一边跑，一边进行实况解说。

其余还有摘尾巴(女)，骑马战(男)，台风之眼等有趣的项目。但本人表达能力有限，描述这些游戏的规则有些困难，着实抱歉。

(后续内容请查看【2】)

趙楚軒的日记



一心同体——体育祭【2】

2018.05.26

(上文接【1】)

在比赛途中插入了应援团的表演。五个团，各自有不同的主题，在团长的带领下准备了声势浩大的节目。团长们也换上了和风的应援服，头上扎了根自己团颜色的长长的带子，可以
随风飞扬那种。他们敲太鼓的样子我觉得帅极了。也使我意识到，“应援”或许也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经过一周紧张的排练，最后的最后，正式演出时大家都拿出了百分之百的力气。平时练习时因害羞不敢大声喊的同学也用尽全力呐喊起来。这里没有自己，只有整体，只有这个团。

全校的闭幕式结束后，应援团们又单独聚了起来。团长和副团长们在前面讲话。对于高三的他们来说，这是最后的体育祭。

团长还穿着帅气的应援服。“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真的是最棒的体育祭了！我觉得今天的表现，少了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不行的！”

高三的大男生说着说着，就红了眼眶，又赶紧抬手去抹。

“非常抱歉没能带领大家拿下第一！但是这真的是最好的体育祭了！真的！感谢大家愿意跟着这样的我排练！愿意信任这样的我！”

大家也纷纷回应，最后，大家一起把团长扔高高，又接住，再扔，重复了好几次。

合影完毕，热火朝天的一天就结束了。这次体育祭，让我体验到了很多在以前没有体验过的东西。

所谓团结，所谓一体，所谓各司其职，所谓缺一不可。

 

或许都能得到诠释了吧。

趙楚軒的日记



在日本卡拉OK浪是一种什么体验(这里不是知乎)

2018.05.27

今天我和宿舍关系很好的朋友去了卡拉OK。具体唱了什么我就不说了，反正两个宅在一起不是动漫插曲就是vocaloid。

这里来分享我体验到的一些比较新奇的事。【虽然也有可能只是我们去的地方刚好比较新奇，或者是我的孤陋寡闻】

我们去的店里分各种各样的房间。沙发间，软垫间，甚至儿童间，带积木那种。

我们两个选了软垫间。顾名思义，进去之后有一小条地板放鞋，整个房间铺满软垫，可以一边打滚一边唱歌，如果你肺活量够好。

门外有吧台，如果点了吧台可以饮料自助。

貌似是因为版权问题，日本的卡拉OK好像没什么原版mv或是pv，在歌曲播放的同时，背景是一些神奇的动画。有的和歌曲还有一丢丢关联，有的。没有。一点。关联。【你可以想
象一下《黑塔利亚》的“德国”的角色歌，背景一直在播地球的卫星摄像】

打分系统是个神奇的东西。标准的音高会提前以条状显示在屏幕上，你的音高会被检测，然后覆盖上去，你可以清楚地看见自己唱的音是高了还是低了。最后会有一个打分和评语。

还有一件值得提的事，歌词在显示时，只要是外文歌词，上面就会被标上片假名。可以说是十分敬业了。

最后，free time是个好东西。大言不惭地说我们两个唱了五个小时。【捂脸】付钱的时候倒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贵，不到三千日元。

以上。经历分享完毕。√

趙楚軒的日记



校外学習ーーポップコンの死【???】

2018.05.28

(いつも活動の時間は日記の完成時間とめっちゃ違って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土下座】

4月27日、立命館宇治高校では、二年文科コースのみ、校外学習を行いました。

一応「学習」だからなんか講座でも聞くだと思ったが、二週間前からみんな班ごとに分けてBBQの準備を話し合ってた。ほんとにびっくりした。学習なん???

そしてその日。朝、みんなは私服でいつもの時間で登校して、バスに乗って90分ぐらいかかって滋賀県のある村まで行った。ついたら、すぐ班ごとに分けて、ストーブを取っ
てBBQの準備を始めた。

まずは炭に火をつける。なんか…新聞紙を巻いて、炭と炭の間に入って、火をつけて、煽ってみたんだけど、新聞紙が燃えてるだけで炭は全然……

そこでめっちゃ強い男子がいた。あの人はみんなに「野生」って呼ばれてた。新聞紙を燃やして、息を吹き込んだり、扇子で煽ったりしたら、炭が不思議に燃え始めた。あの人
もめっちゃいい人だから、回りの炭が燃えない班を助けて、いっぱい息を吹き込んで、自分が目眩してしまいました。

そしてうちの班はやっと焼き肉とやきそばを作り始めた。野生さんの班は、BBQポップコンを買ってきて、それをストーブの上に置いた。でもなんか過熱みたいで、アルミの碗
とポップコンが燃えてきました。急いでそれをストーブから離れたら、ポップコンが爆発してしまいました。地面に弾けて、真っ黒になって、まだ燃え続いていた。

「ポップコーーン!!!死ぬな!!!」

野生さんの悲惨な叫びは今でもはっきり聞こえてくる。

BBQが終わって、みんなは楽しく水風船で戦ったら帰りました。

この一日、一応「学習」って言われてるけど、何を学習したか実はあんまりわからなかった。

でも、今で見れば、たぶん「団結」「合作」というものを私達に学習してもらいたっかたかもしれない。

……それと、炭に火をつける方と、ポップコンの殺し方。

……じゃない。ww

趙楚軒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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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是人生最大的敌人【大雾【中国和日本的高中在考试上的区别】

2018.06.01

儿童节这天，高中生们考完了为期三天的期中考试。【这话没有哪里不对】

作为一个交换留学生，事到如今我才发现，这怎么说也是我在这的倒数第二次考试了，我却一次关于考试的日记都没写过。

……综上所述。今天来讲讲我们高中的考试。

我不知道这是普遍现象还是特例，我们学校一到考试的时候会给我们很多自主学习的时间。真的很多。

从考试前一周开始，所有社团活动停止。

考试的前一天，全校休业，自己在家复习。把期中或期末弄得跟中考一样隆重。

然后每天考的科目很少。

在中国的话，一天怎么说也要考四科，大概上午两科下午两科吧。每科的时间也至少六十到七十分钟，一般都是九十分钟，语文更是长达两小时，因为有作文。

我们学校前两天一天只考了一科，最后一天考了两科。英语是七十分钟，国语数学化学都是五十分钟。

以前期末考试的时候，所有的科目都要考，一天最多也只考三科。上午考完下午就休息，自主复习。

可以说是相当善良了。至少考完脑子不会有冒烟的感觉。

关于学校的各种安排什么的我暂时还没有和其他学校的同学交流过，好像不同学校要求也相当地不同。比如我们学校是私立学校，星期六还要上半天课，有些学校就可以不用上。

……所以说，今天刚考完试，明天就要开心地上课啦。真是开心啊。

一起祈祷不出分。【你

趙楚軒的日记



一次政【群】经【口】演【相】讲【声】

2018.06.02

今天，我挑战了传说中已经很久没有留学生挑战的政治经济演讲。

【别把自己说得那么伟大】

……咳。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课题，全班所有人都有自己要准备的知识点，然后轮流做五分钟左右的演讲，一次课大概五六个人。

在期中考试之前老师关切地问过我：“这个难吗？演讲能做吗？能做我把你放最后一个啦？”

我一看不能辜负老师对我的期望，于是一咬牙一跺脚【???】说:“……我试试，讲得不清楚您别怪我，请再找别人再讲一遍。

于是我拿到了名为“立法权和法律通过的流程”的知识点。

拿到稿子我的第一反应是“哇这篇稿汉字好多看起来好难念的样子”第二反应是“啊什么国会议员啥选举法律是怎么生效的我怎么看不懂”第三反应是“不对我期中考试还没复
习”。

……这么一种错杂的情绪。

利用期中考试中间大段没课的时间，我总算是把这点不算太难的知识点看懂了，按时做完了ppt，稿也念熟了，并加入了一些自己的理解。

……然后来了一次像单口相声一样的发表。

可能大家觉得留学生发表日本宪法的东西很有趣，外加我本人的口音日语。所以我每讲几句，都会有人笑出声。

还有一些同学十分配合我，我说的话总要给反应。比如我说“那么这个东西是怎么运作的呢？”他们“怎么运作的呢？”我说“众议院比参议院厉害啊。”他们“是的呢。”然后又
是一阵笑。

由单口相声到群口相声。【大雾】

最后总算是安然无恙地完成了发表。

感谢给我这次挑战机会的政经老师。努力的话，还是可以做到的。

【心灵鸡汤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趙楚軒的日记



【勿論主役は自分じゃない】お別れパーティ

2018.06.26

６月１４日、立命館宇治高校で、長期留学生の一人、アメリカの留学生はもうすぐ帰るということで、みんなはお別れパーティを開いてあげた。

あの人はすごく可愛い女の子で、私が立宇治に行った時はもうそこにいた。やや9ヶ月間の留学でした。

たしかに自分の記憶で、初めてあった時は、ずいぶん長い間、あの子は日本語は喋れないし、聞き取れなかった。9ヶ月間で、今はみんなと話せるようになった。本当に頑張り
ましたね。

最後の別れ会で、たくさんの人が来た。剣道部の部員、もう引退した先輩まで、全員来た。すごい場面で、本当に感動しました。

パーティについてですが、みんなはまず多人のゲームをやりました。

「なんでもバスケ」というゲームでした。やり方は:みんな椅子をまるに囲んで座る。はじめは誰かが真ん中である言葉を出す。「今朝朝飯食べた人」あるいは「メガネがけて
る人」、なんでもいい。そして、それにあてはまる人は立ってほかの位置に移動する。一度座ったところ二度と座ったらいけない。最後に席取れなかった人はまだ言葉を出す。
という循環でした。

ある中学校の男の子はなんとかわいそうに、三回も席取れなかった。一回目、あの子は「昨日ぐっすり眠った人」という言葉出したけど、誰も移動しなかった。そして「ピーマ
ン好きな人」を出してみたら、また、誰も動かなかった。本当にこころ折れますね。三回目のときあの子はもう一回「ピーマン好きな人」出したんけど、残念ながら動いてくれ
る人いなかった。なんかそれから彼は同級生に「ピーマン」と呼ばれたみたい。

そしてみんなお菓子を食べながら、プレゼンをみました。ほかの二人の留学生は、あの子自身についてのことをクイズにしてパワーポイントを作った。

最後に、あの子はお別れの言葉を言って、みんなで写真をとって、パーティは終わったんですけど、まだたくさんの人が残っていた。個人的に写真をとりたかったらしい。あの
子はこんなにも友達ができて、まあ、感動しながら、羨ましかった。自分のお別れパーティはどんな様子かな想像してしまいました。でもやはり、自分のほうがいっぱいお世話
になってて、ほかの人にいっぱい迷惑かけて、なんでほかの人が自分のためにパーティを開いてくれたり、みんな写真を撮ってくれたり、泣いてくれたりなんて、やはり理解で
きないんですね。

ということで、次の日にあの子は帰りました。

私の留学生活も、そろそろおわりが迫ってきました。残った日々にまた期末試験あるんけど、…頑張ります。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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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是第一次有留学生参加的】国际委员研修会

2018.06.26

高二第一天的时候，新的班级要决定新的委员。于是变成了举手自荐制，而且由于大家都不是很想揽活，基本一个人举手就决定是这个人了。

我看着写了半黑板的委员名。每个委员两个人。也就是说虽然班里只有42个人，但会有十五六个人都是委员。

班长，保健委员，体育委员，……国际委员？？？

最后只有这个谜样的“国际委员”还差一个人。

于是我谜样地举手了。

……就这样，我谜样地成了国际委员。

emm要说这个国际委员是干什么的，倒也没什么，就定期开开会，商量商量事情。里面分了三个主要的大组，留学生支援组，奖学金募捐组，类似这种。一听名字就能知道是干什
么的。

我加入了奖学金募捐组，因为我实在不忍心加入留学生支援组然后自己策划自己的送别会。各种意义上的不忍心。

然后这个组现在在策划拿到地区行政部门的许可，然后去京都站搞募捐活动，不过那是在下个学期，我赶不上了。

……废话说了这么多，终于要讲正题了。

没错，我前面说的只是人物和背景设定，现在我终于要讲故事了，期待不期待。【你走开】

六月十七日，没错是很久以前，我的日记从来不能做到当天投稿，因为我写得慢。【别说废话了】那天，在京都站附近的某个会议所，召开了类似研修会的东西。来自京都和大阪各
校的国际委员聚集，大家一起听“伟大的人”发表，随机分组讨论问题。我这才知道原来国际委员是一个这么大的组织。听说不仅遍布全国，而且遍布世界。

签到时间在中午，会场为我们准备了美味且毫无蔬菜的便当。就是里面全是牛肉、鸡蛋和米饭的便当。

午后，会议开始了。开始有两三个西装革履的人致了开场辞，听得我有些困。我以为这就是交流会的全部了，然而并不是。

“下面请这个组织【大概是国际委员吧】的创办者发表。”

我一听嚯，创办者，很厉害的样子。

我以为会是个西装革履的爷爷踱步上台不紧不慢地开始说一些宏伟的长篇大论。

然后。

一个年轻的休闲装小哥拿着话筒就上了台。

我顿时觉得画风有些不对。

“下面我给大家讲讲我是为什么，还有怎么创办这个组织的。以及它如何发展。”

小哥边说边笑眯眯地翻了页幻灯片，我们看到了一个稚气的他和一个女孩的合影。

“首先，我上大学的时候，被女朋友甩了。”

听到这里，我的内心写满了问号。

“她当时说了：你要是有天能上杂志，那杂志我肯定买。”

“于是我就下定决心干一番大事业！然后我就想我该怎么干呢？这时我在图书馆邂逅了这本书。”

是一本关于介绍贫困地区的书。作者是秋田大学的某个教授。

“我读了这本书，感触颇深。于是给作者打了电话。那是一位很和蔼的教授。她说，你如果想深入交流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来。”

“因为教授一句‘什么时候都可以来’，我当晚坐了夜行巴士，第二天就到了秋田大学。”

场下传来哄笑。也包含着对这位大胆果断的年轻人的敬佩。

趙楚軒的日记



“于是我就决定做一些支援贫困地区的工作啦！”

随后他又用风趣幽默的口味，各种搞笑漫画配图的幻灯片讲述了将近十年来他在世界各地的所作所为。曾经在某个小国家试图创办学校的时候，连那个国家的总理和副总理都来接见
他，同时网络平台上对他意见也褒贬不一。应该说骂声更多，虽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树大招风吧。

最后，由一个人开始的小小的努力，发展成了小小的奇迹，然后招来了更多的人，一起播种更大的奇迹。

从始至终欢笑不断的这次发表，在我的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第二场是随机分组的讨论。我们讨论的问题是“死刑该不该被废除”。

在我们组，认为不该废除的人觉得废除了死刑，杀人之罪不再偿命，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恐吓，遏制那些内心阴暗的人去犯罪。以及如果为了防止此人再次杀人而终生监禁，那么明
明是有害国家的人，却在吃着国家的税收买来的粮食，住着税收建的监狱，实在是不合理。再一点，就是对于被害者的遗属来说，不公平。

而认为该废除死刑的人，一是觉得杀人犯的家人也会伤心。而且或许遗属并不希望杀人犯死掉。二是死刑的存在可能会让人想要被判死刑。不敢自杀，或是处于别的原因不能自杀，
会使人产生想要被判死刑的想法。还有一点，就是人死了就不再具备任何价值，杀掉的人丢失的价值也还不上，而且人死了就是死了，无需担心别的事，反而不够恐怖。所以应该把
死刑改为更残酷的刑罚，例如终生的重体力劳动。累死也没关系，反正本来就是死刑。若是不想终劳动，也可以不直接杀死此人，可以进行人体实验。如此一来，比死刑更恐怖的刑
罚，也可以抑制犯罪。

第一次用日语和初次见面的别的学校的同龄人们讨论问题，虽然措辞没有大家那么高大上，那么官方，但还是很开心。

最后，是会长的讲话。具体是哪的会长非常抱歉并不清楚，我只知道会长是高一开始上任，然后高二升高三的时候就引退。因为学习会变忙。

他的讲话我印象最深的部分是。

“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担任这么一个多管闲事的会的会长。我对他说，想做就做了。”

“所以如果大家也被人指责或是嘲讽，请回忆起，曾经有个小矮子会长，站在最前面对你说过的话。然后，带着自己的荣耀，把这句话扔给嘲笑你的人：因为我想做。”

“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吧。”

嗯。好的。

我记住了会长。谢谢会长。

研修会跟预定计划一分钟不差地结束了。坐在回程的电车上，我总结了一下这天的收获。

当个傻子没什么不好，只要贯彻自己想做的事，自会有和你一样傻的人聚集而来。然后大家就会一起创造一些奇迹。那种让自诩聪慧的人叹为观止的奇迹。

省略一下四个字。

坚持为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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