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的新生活

2017.09.07

今天是到日本之后的第三天 每天都很开心 认识了很多的新朋友 昨天和老师一起做了日本的地铁和JR 感觉和中国很不一样 大家在一起住的有南方人也有北方人 平时的交谈中也知道
了很多中国南北方不一样的东西

新的生活已经开始了 要努力适应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文化 感受新的生活！

申雪晴的日记





长期住宿舍的人才会有的经历

2017.09.16

其实我刚到宫崎的时候就是晚上了，也没有感觉特别不适应。但是第二天醒来，是一个周末，大家也有各自的社团活动，上午老师带着我去买了东西，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学校周围的
宫崎的样子，和想象的差了特别多，那个时候开始就特别想家，想回到沈阳，想回到城市里去。然后那一天的下午，我的心情可以说是从小到大最难过、最想家、最无助的时候，但
是到了晚上，住在宿舍的学姐学妹们都回来了，好多人到我的房间来，虽然我日语不是很好，不能很流畅的交流，但是大家也都很耐心的解释我听不懂的词，那时候和大家一起聊
天、一起去吃饭、还有前辈教我宿舍里的洗衣机、冰箱、浴室怎么用的时候，渐渐的就没有了下午的时候的感觉，心情也开始变得好了起来。

到今天已经是我来到宫崎的差不多第六天了，可以说是现在已经适应了这边的生活，虽然宫崎很小，没有高楼大厦，没有繁华的街道，但是这边的人都很热情，宿舍里的前辈们教会
了我很多事情，总会有人和我一起聊天，大家回到宿舍后一起分享这一天的好玩的事情，学校的生活也在慢慢适应，生活总是会越来越好的，当上帝为你关上一道门是，他总会再为
你打开一扇窗。

人不能总是活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如果不跳出这个舒适圈，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潜力到底有多大，自己的自立能力到底有多强，也不会知道从非常的不适应到渐渐的融入新的生
活、新的社会、新的社交圈，这样一个过程的美妙！

来宫崎一年的体验一定会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第一次长时间离开自己的父母朋友，第一次长期在乡村中生活，第一次自己住宿舍，第一次自己洗衣服，第一次自己买生活用
品，第一次自己买水果，第一次长时间不用中文与别人交流，第一次体验弓道，第一次上家庭课，第一次自己熨衣服，还有第一次被那么多人说我很可爱……而且我相信，这些第一
次还只是刚刚开始，以后会有更多的第一次等着我！加油！

ps：前四张照片都是宿舍里面的前辈还有同学们送我的礼物，第五张是一个叫奈奈的前辈帮我熨校服的照片，大家都很友好，每天也都很开心！

申雪晴的日记







弓道&学习

2017.09.30

今天就要和九月说再见了～

不知不觉来日本已经快一个月了，学校的生活也慢慢步入正轨。

这次日记打算写两个方面：学习和部活。

先讲一个我喜欢的吧。就是社团活动，我现在已经正式的进入了弓道部，也开始了正式的训练，弓道不是最累的，但在我看来是最需要耐心的，两只手的姿势、肩的高度、头转的角
度、拉弓的高度和距离……这些都需要注意。每天练习都会有无数次脱靶，尤其是昨天和今天这两天，很没有状态，但是我会明天练习的时候努力的调整，找到技巧！弓道部的前辈
们的特别可爱，前两张图片就是在弓道部照的，一张是前辈冻的雪人，另外一张是泥娃娃脑袋被敲掉了的时候照的，训练的时候很多开心的事，大家也都很照顾我，帮我搬榻榻米，
提醒我姿势不标准……很开心也很感谢他们！

还有日本的学习和国内有很大差距，今天的补习有一节英语，感受特别深，英语单词我都认识，但是日语却有很多看得懂汉字却不会读的，对日本人来说英语课是在学英语，对我来
说则是在学日语。还有古典和现代文，这两科的教材都是竖着的，看起来很不方便，但是正在慢慢习惯，而且古典里面有好多假名的读法和正常的读法是不一样的，还有表示过去的
结束句子用的词也有很多种，还有读的时候语调也是和正常的日语不一样的……这些都还有待提高。

总而言之，在宫崎的生活正在一点一点习惯，每天都很开心，接下来的时光要继续努力！！！

2017.9.30

申雪晴的日记





最喜欢的地方——宫崎县武道馆

2017.10.24

宫崎是一个旅游胜地，我到这边来已经两个月了，还没有去宫崎很有名的地方玩，因为住在学校宿舍，而且周末的时候弓道部的活动还是比较多的，很多比赛和训练，很充实，也很
遗憾一直没有时间和同学一起出去玩。

但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是一般人来宫崎不会去的一个地方，宫崎县武道馆，这个武道馆真的是特别特别大，上上周我们弓道部参加新人战就是在这里，只是弓道的场地就已经很大了，
别的训练场和赛场还没有见到过，但是这里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武道馆的弓道场地有两个射场，一个是正常的28米的，另外一个是远的比赛的45米的场地，观众可以在室内看也可
以在室外看，虽然这次我们学校的成绩不是很好，但是大家都尽力了，而且这次比赛还在下雨，非常冷，也会影响发挥。

希望等到假期可以和寄宿家庭去逛一逛宫崎比较有名的景点，发现更多的美丽的地方。

申雪晴的日记





日章学園祭

2017.10.27

日章的文化祭就是这个日章学園祭

真的是不到用什么词来形容好

就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棒！

碾压育外的文化祭

虽然这样说有点偏心的感觉

但是真的特别特别棒！！！

最开始大家都去体育馆有一个开祭式

先是有生徒会的成员的一个舞蹈 舞蹈特别难的 但是大家跳的超级整齐而且特好看！！！还有我们学校那个吉祥物小狗狗的那种人穿的玩偶衣服的一个人（就是迪士尼里面那种人拌
的玩偶那样的）也在一起跳 感觉他特别热

然后是我们学校ヘアデザイン科的hair&make show

现场做造型 但是妆是之前画好的 不过一直那面具挡脸什么也看不见的

然后头发做完就都下去了

然后就换了走秀音乐 一个人一个音乐 超级棒

然后印象最深的就是压轴的那个和服的

里面是藏青色和服金色的束腰

然后外面一个红色的长的外套（我也不知道到叫什么

超级美！！！

那个发型也是超美 妆也美到不行

而且长得也很好看 仙女本人了

她是和我们体育老师畑尾老师一起走的

畑尾先生穿的也是和服

全场亮点！！！！

巨好看！！！！！！！

然后接下来是

emmmmm

有点不好意思说出口

好多好多肌肉男

选美大赛既视感

先是选手入场 然后都是穿着衣服的

然后一个一个展示的时候

嗯………………

上衣没了

申雪晴的日记



那肌肉真的是长了一身

全都是八块腹肌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我最后投票投的相对来说好看的一个人

然后就自由活动了

前方高能！！！！

学校整个停车场都清空然后有調理科バザー！！！！

拿着券去买吃的根本不需要排队的

料理科现做的吃的都是 而且特别特别好吃！

肯定不止五十个摊位

需要排队的就是买券的地方

虽然之前也买了 但是那时候就卖光好几种了

但是文化祭当天可以再买 排队的人也超多 站了有半个点

最好吃的就是我隔壁奈々先輩和她同学做的那个箸巻！！！！好吃到不行！！！明天还要买

然后吃完了下午是体育馆有舞台表演

开场是我的弓道部老师日高伸先生的歌曲串烧

超可爱的老师！！！！（大家都叫他伸ちゃん

然后是各种歌和舞蹈

有两个舞蹈真的是跳的特别好！！！！！！

不是一般的好！！！！！！

都是几个歌自己串到一起的 但是衔接的地方几乎听不出来 特别棒

跳的真的是 望尘莫及 从来没见过学生跳的这么好的

（这还不是我们学校ヒップホップダンス部的学生跳的 明天有她们的舞台表演 很期待呢）

有一个里面有daddy和少女时代的一个歌 另外那个里面有一首歌是despacito 

这两组真的是跳的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

说句实话超过了育外的劲舞团在外文歌曲大赛上跳的舞蹈无数倍！！！

真的特别好（现在除了特别好我都不知道到还能有什么词形容！！）

然后之前去东京接我的那个鈴木先生

颠覆了我对他的认识

边弹吉他边吹口风琴 不吹的时候还能唱歌！！！

超厉害 而且还很好听！！！！

 

超级开心的一天

期待明天的2日目

 

ps 有一点遗憾就是没有照照片 因为学校里面不让用手机





カミラちゃん－アメリカの留学生

2017.11.05

2017.11.4

弓道部の活動が本当にいっぱいありますよ！今日は日章と日大の練習試合です。弓道場に行った時、その外国人に会いました。以前彼女と会った時もありますが、一緒に喋るこ
とはないです。先月の新人戦の時、彼女が見ました。今度は友達になったしまいました！本当に嬉しかったです！

伸先生は「申さん、見て、その人も留学生よ！」と言いました。私はちょっと緊張でしたから、何を喋るか、英語を使う方がいいね、でも私は長い間英語が全然言ったことない
なあ、どうしよう……いろいろ考えた、「excuse me? I 'm Victoria.When did you came here?」と言いました！しかし、彼女は日本語で「あなたは日本人じゃないです
か？！」と答えました！(笑）後、彼女の名前が知りましたーCamilla。彼女もこの心連心プログラム見たいな交流活動を参加しました、今年の4月日本へ来ました、来年の2月ア
メリカに帰ります。カミラちゃんと喋るとき、日本語と英語を一緒に使います、英語で話し時、突然日本語が出ました！自分も知らない時、日本語に変わりました！でも、カミ
ラちゃんが理解できますね（笑）！

とても嬉しい1日ですね〜英語で喋りました、アメリカ人のカミラちゃんと友達になりました！！

いい生活だよね〜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申雪晴的日记



さすが日章！！！

2017.11.08

2017.11.5

今日は全校応援です。日章と都工の試合がありました。最後は3:0で勝ちました！

こんな応援をやったことがなかったから、本当に楽しかった！3ゴールが全部1人でやった！本当にすごいね！^_^

応援するとき、沢山歌があります、みんな一緒に歌を歌った。天気が本当に暑いだったが、全校の学生達や先生達が真剣に応援をした、サッカー部の選手達も一生懸命最後まで
頑張りました！

3:0で勝った！！！全国大会の宮崎県の代表校になった！！！いいニュースね〜

さすが日章！さすがサッカー部！

申雪晴的日记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I love Kyudo！！！

2017.11.08

11.7

やっだ！今日は初めて3中ができました！！！

以前は2中が二回あったことがあるが、今度は3中、自分もびっくりした！

部活をする時、空がもう暗くなっていたから、矢がどこで打ったのが全然見えん……

第1本は当たってないが、第2本を打った時、あ！当たった！めっちゃ楽しい！

後は第3本、もう一回当たった！てげやばい！！！

「第4本はたぶん……当たってないなあ……」と考えた、事実は！！！もう一度！！！当たったよ！！！

私だけじゃない！部活のみんなも楽しかった！！！

みんなは「申ちゃん！上達になったよ〜〜良かった！」とたくさんいった、優しいなあ～～～

弓道が大好き！弓道部のみんなも大好き！

申雪晴的日记



大好きな弓道部の活動～～～～

2017.11.15

弓道部の活動は本当にいっぱいあるね〜〜～

大好きよ～

12.10

青太(マラソン)

弓道部のみんなは「このマラソン大会はめっちゃ面白いよ！！！」「申ちゃんも一緒に参加しろうよ〜」「本当に面白いよ！」……こんな話しがいっぱい言った！！！

だから、私も一緒に参加するつもりだ。この大会は普通のマラソン大会と違う、以前はバナナを持って走ったことがあったり、水を持って走ったこともあったり、本当に面白い

見たいね〜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

12.17

審査！！！！！！！！！

今の目標は－張くんに超過しろう！！！

張くんは去年2本全部当たってなかったので、「初段」を取得した！一本落ちた、もう一本当たってなかった。でも、張くんは弓道をするときの姿勢がとても標準だった。私の
目標だ！

3.24（来年）

弓祭り（全国大会）

今度は個人じゃない！！！部長、里奈ちゃんと一緒に日章のチームの中で、試合を出る！栄光だ！！！

たぶん来年の3月になって、私は上手になるそうな～

 

とにかく！！！今は必ず一生懸命頑張ります！！！審査のために！全国大会のために！！！

 

ps：写真はおととい買ったの自分の道着、袴、カケ、胸当～

申雪晴的日记





目標

2017.11.25

１、弓道の「初段」を取得する！

２、「カイチュウ」！！！(「４回四中」の意味。)(一年間の目標！難しいですが、頑張りましょう！)

３、国語の成績を上がる！(ちょっと上がってでもいい)

４、英語が学年の一位になる！

５、日本語の小説を読める！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申雪晴的日记



漢字検定

2017.11.10

11.10

今日は漢字検定がある。私は四級の試験を受けた。あまり難しくない。沢山の単語は中国語と一緒だから。日本語の読み方がわからんでも大丈夫だ。

成績がたぶん大丈夫だけど、いっぱい読めない単語がある！

この試験が受ける時、「自分知ってる単語はちょっと...足りないだなあ」と思ている。沢山の単語の意味がわかるけど、読み方がまだわからない。また努力することがいっぱい
あるね。

今から一生懸命頑張ります！！！日本語が上手になりたいです！！！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申雪晴的日记



小まと2中！普通まと3中！

2017.11.16

11.16

今日の授業は午前の0限と3時間目だけある。先生たちは授業研修があるから。

午後1時から部活が始まった。私は 12時10分から、弓道場に行った。自分で1時間練習した。1時からみんなが全部弓道場に来た。一緒に萩の台公園に走って行った、みんな喋
ったり遊んだり走ったので、全然疲れなかった。後は弓道場に戻って、みんな一緒に練習をした、そして競射がある、初めての1回は小マト、あともう1回は普通のマトだ。小
マトを打ったとき、2中をしたとき、自分もびっくりした。あと普通のマトを使う時、 3中をした！めっちゃ楽しかった！！以前は小マトを使った時、 1本当たったこもあまり
多くない。今度二本当たったとき、ほんとに楽しかった！

 今の状態で、 12月の審査が大丈夫だと思う。審査の目標は去年の張くんを超過したいだ！！！

（p３は弓道の部長からもらったチョコレート！！！おいしい！！！)

申雪晴的日记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体育课

2017.11.16

11.16

今天的体育课真的是特别累！到宫崎之后第一次体育课跑步，日章的体育课在日本的高中之间算是不累的了。今天跟同学聊天的时候，她告诉我说因为12月中旬有马拉松大会，所
以从这周开始一直到马拉松大会之间所有的体育课都会跑步，而且是有时间限制的。

今天的体育课是绕着学校的足球场跑了四圈，从下周开始就是绕着学校回宿舍整个特别大的一片区域跑两圈，而且还是要限时在20分钟之内。在国内的时候，这样长距离的跑步只
是在冬季长跑和每年的体育测试的时候才会有的。而且每天体育课或者体活课的时候，就算跑步也是短距离的，很少会像这样每周两次课都跑很长距离。而且我感觉自己已经有很久
没有跑步了，每天部活虽说是跑到山上，但是都是慢跑，而且是很慢很慢的那种慢跑。今天跑完四圈之后，我就感觉自己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了，接下来还有一个月的体育课要跑
步。

真的是很锻炼身体的体育课啊！！！感觉这样每周都跑两次长跑也会变瘦呢！哈哈

申雪晴的日记



感恩节四连休#day 1

2017.11.25

11.23

今天是感恩节！大家都在微信群里跟老师们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再次感谢心连心活动的老师们的辛苦付出！谢谢你们！

今天开始是日章高中部的四天的小长假(≧∇≦)今天初中也放假 不过明天初中部就要正常上学了。

今天我做了一些托福题，然后把数学作业写了一部分。

下周五12.1就开始期中考试了，从小到大第一次在异国他乡过生日，还很巧的和期末考试撞到了一起！但是期末考试是只有上午考试，下午会有休息，部活也都休息，为了让我们多
些时间复习，当然我也会努力加油的！！！

申雪晴的日记



四连休#day 2

2017.11.25

11.24

今天是只有高中部的休息，有一点无聊，因为心连心别的学校的同学们也都去上学了。

今天做了一套托福题，然后把国语的作业写完了。

感觉自己的英语口语没有以前好了，现在开始要多做点口语题，可能也和太久没有说英语有关吧，而且我现在学校的英语课，练习口语的部分很少，其实英语老师的发音说实话不是
很标准，日式英语，但是我的同学告诉我，这个老师的发音对于日本人来说已经是很标准的了。

明天要多练听力和口语！！！

加油！！！

申雪晴的日记



四连休#day 3

2017.11.25

11.25

今天下午去便利店取了一下钱，宫崎今天是阴天，看起来像是要下雨一样，但是气温不是很冷。

昨天和前天的日记写了草稿还没有发，今天一起发了(￣∇￣)

今天突然觉得放假也不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还不如上学的时候好玩呢！在学校上课也有很多好玩的事情，放学之后还有社团活动！！

12.17就是弓道審査了，老师上次就说我如果发挥正常应该能过初段呢！！下周开始要更努力练习！！一定要努力过初段！！

加油！！

申雪晴的日记



弓道审查

2017.12.17

12.17

今天是弓道审查。早上很早就起来了，七点半集合之后来到了宫崎县综合体育馆。等着的时候还是有些紧张的，然后我是在第三个，感觉第一个的那个女生可能是因为过于紧张了，
然后两次正坐的位置都错了，后面的人也都一起错了，特别遗憾没有发挥到正常水平。审查的结果是刚刚中午的时候出的，是二级，感觉对于刚接触弓道三个月的我来说，不算很差
的成绩吧，不过也不是我期待的成绩。在这之前练习的时候，老师有说过我可能会过初段，上周一直在练习审查的动作，也很努力记住每个细节……不过，结果虽然不怎么样吧，明

年三月份还有一次审查！！！一定要过初段！！！可以的话看看能不能考个二段  不论如何，接下来要更加努力！！！在下次审查取得自己希望的成绩！！！

申雪晴的日记





消除压力的方法

2017.12.17

刚来宫崎那段时候特别不适应，然后就让自己忙起开，或者转移注意力，不去想那些让自己紧张的事情，看书或者电视剧是转移不开心的注意力的最快的方法，然后还有就是可以让
自己忙起来，收拾收拾房间，洗洗衣服，给屋子打扫打扫，东西摆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就会习惯很多。还有一个就是魏老师教我们的冥想，先想五分钟以前的快乐的事情，再想想来这
是为了什么，然后再想想未来要怎么做。

要给自己定个目标，朝着目标努力，不忘初心！

申雪晴的日记



超开心的修学旅行！

2018.02.28

二月末我又去了一次东京，是学校的修学旅行。第一天到了之后在台场玩了一会。第二天就是自由活动，我们班级的同学一起去了涉谷、原宿，和班级女生一起照了很多puri，逛了
日本年轻人最喜欢的两个步行街。第三天是迪士尼乐园，大家早上到老师那里签到，然后拿了门票就自己一起坐电车去迪士尼，然后那天是修学旅行最开心的一天，这是我第二次去
东京迪士尼，但是是第一次和日本的同学一起，玩得特别开心！日本的修学旅行和中国的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修学旅行，老师不可能会让学生自己出去玩，但这边中间的两天都是
自由活动，相对来说很自由，也更开心。中期研修的时候我的后半年的目标就是多跟同学交流，不让自己后悔，然后这次修学旅行晚上在酒店就是四个人一个房间，我们班去的女生
就是四个人，然后我们四个聊了很多很多，每天晚上都特别开心！感觉我真的彻底的融入了这边的班级，每天很充实很快乐，这几天回到学校之后弓道部的训练也很努力，日高老师
也指导了我很多不标准的动作，帮我修弓的弦，很开心！然后这周末就是高三前辈的毕业式，下个学期我就变成高三的前辈了！很期待！

申雪晴的日记





また弓道についての日記だなぁ(笑)

2018.05.29

久しぶりの日記(・ω・)ノ

5月26日 午前中は高等学校総合体育大会の開会式があった、午後は会場練習がありました、その時1中しか出きってなかった、、、

5月27日 私は2中当たった、日章女子のチームは9中だった。個人は三年生の一人しか残っていなかった。(3中以上が残れる)

5月28日 1回目私は1中、チームは6中だった。2回目私は0中、チームは6中だった。27日と三回の合計を計算して、日章と他の３つの学校が全部21中だから、もう一回この4つ
の学校が一人一本だけを射って、高いの３つの学校が残れる(16位まで29日の決勝戦に残れるから)。日章以外の学校の的中が3中 0中 2中でしたから、必ず1中以上になったら残
れる。チーム５人の中は、私だけその一本が当たった。的に当たる音が聞こえた時、本当に嬉しかった。新学期に入ってから、皆んなは毎日毎日そんなに長い時間の練習が無駄
になってなかった。射場から出って、皆んなも涙が出てきた、嬉しい過ぎた、感動過ぎた。男子が決勝戦に入ってなかったけど、女子ができた。

5月29日 今日の決勝戦の時、最初の1回目は7:8で負けたけど(私は2中当たった)、みんなも頑張ったから、落ちたも大丈夫だ。学校も午前中で終わったから、お昼の時試合が終
わって、弓道部中の8人が一緒にカラオケに行った、めっちゃ嬉しかった1日だよー

後1ヶ月ぐらいしか残ってないので、今は本当に帰りたくない気が出てきた。田舎の生活はそんなに便利じゃないけど、だんだん慣れてた、虫も多いけど、今はそんなに怖くな
いと思ってる。そして、クラスの友達と離れたくないし、弓道部の友達とも離れたくない〜まじでどうしようー何で後半の生活はこんなに楽しくなってるの？本当に帰りたくな
いよ。帰る日絶対にめっちゃ涙が出ると思うよ！でも、大学の時、必ずもう一回宮崎県に戻って来る、みんなに会いたいから！

ps：2番目の写真は一年生の後輩から作ってもらったゴム見たいなかわいいもの。今日の朝、みんなが学校のバスに乗った時、各人の星座のラッキーな色を見た、私は紫から、
その色のを作ってくれた。おととい赤と白のが作ってくれた、本当にありがとう〜（＾ν＾）

申雪晴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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