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京に着いた

2017.09.07

もう三⽇が経って、ずいぶん楽しんだ。ご飯も美味しいし、景⾊も綺麗だった。

初めて⽇本語で⽇記を書いて、⾯⽩いだね。

もうすぐ愛知県に⾏くので、期待してる。

以上

これは⽇本語で投稿されたものです

趙⼀⻘さんの⽇記



第⼀天上学

2017.09.11

2017.09.11

今天就开始正式上学了呢︕周末算是熟悉了宿舍⽣活，不过学校会怎样呢。抱着这样的期待，我成功地迷路了。早上⼋点半要去教师办公室跟⽼师打招呼，但我七点半就从和舍监⽼
师告别出发了。于是我既没有室内鞋⼜不认识路，就这样尴尬地穿着袜⼦站在门⼝当⼈型问好机。好在我们班的班主任认出了我，把我带到了教室。这⼀路上⼀直在跟⽼师说话没有
好好认路是我⼀天中最⼤的失误。到班⾥后遇见了没有晨练的⽔越同学，她带我参观了整栋教学楼。这次忙着看各种社团⽽没有好好认路是第⼆⼤的失误。不过舞蹈部早上的打扫校
园居然是拔杂草什么的，相当壮观。参观完后，因为发现忘记带⽔了，我就和⽔越同学分开去宿舍取钱了。结果在⾃动售货机买完果汁后，我把⾃⼰丢了。从刚刚的楼梯下来的上去
不知道为什么是三年级的教室.。没有办法，只能回到⼀开始的职员室门⼝，⼀直拖到了⼋点半。

在⽼师们⾯前顺利地做了⼀个简短的⾃我介绍，因为已经打好了腹稿所以说得⾮常流利，好评如潮，接下来⼀整天⾥都能听见⽼师们夸我︓“君⽇本语本当上⼿（你⽇语说得真
好）”。

上课前⼤家突然开始唱歌，我只能跟着哼，但旁边的同学⾮常善良地给了我⼀个歌词本。晚上合唱部的⼩菜（村⼭阳菜同学）告诉我每天的歌都不⼀样，但都很好听。然后就开始上
课了，第⼀节是数学。其实我很不擅长数学的，但这⾥的课进度慢⽽且讲得⽐较简单，所以虽然没有学过这个定理，也还是跟得上。数学⽼师是⼀名神⽗，⾮常风趣，因为看我是中
国⼈还唱了多啦A梦的中⽂版主题曲，虽然只有⼀句。然后在课讲完后他还读了⼀⾸⾃⼰学⽣时代写的诗，是写给⾃动贩卖机的拟⼈。全班笑到停不下来。

课件和同学们很愉快地聊了很久的天。但很快⼜上课了。接下来的现代⽂和古⽂，中国这两门课都包含在语⽂课中，但在这⾥⼤部分都是分开的两门课。现代⽂讲的是《欲望与科
学》，⼀篇⾮常有趣的⽂章，但我觉得不应该采⽤⽼师直接讲学⽣记笔记的形式，如果能⾃由讨论的话应该更有利于理解。古⽂课学的就像中国的⽂⾔⽂⼀样，词语古今异义，⾮常
艰深，⼤家都说听不懂也没关系，因为⽇本⼈也不是很懂。讲的是《记承天寺夜游》差不多内容的⼀篇散⽂，但情感更细腻。

接下来第四节的课我去领了校服。真是试了半天，最后拎着夏装冬装满满⼀⼤袋回了宿舍，结果中午宿舍的⼤门是不开的。⾮常崩溃，好在有好⼼的路⼈同学给我指了去⾷堂的路。
因为去的晚所以已经没有⽶饭了，⼤哭。

然后回教学楼的时候赶上了中午的扫除，⼤家都穿着扫除服出来开始⼲各种活，我正在陌⽣的楼梯⼝⼀脸茫然时，还好被同班同学叫住了。她带我去投了抹布，然后我们就开始蹲在
地上擦⾛廊……这真是有⽣以来第⼀次擦地，⽽且是⼗⽶左右的⾛廊，真是很累，还好有这位善良的同学在。她说在⽇本很多⼈从⼩学时就要像这样做⼤扫除了。我说在中国⼀般⼤
家只打扫⾃⼰的教室，我是头⼀次打扫校园。⾯对着⾃⼰擦出来的地⾯真的想好好珍惜它。

下午去了市政府办登录⼿续，这样就算是正式住下来了呢。回来的时候下午的课已经结束了，⼤家都去参加社团了。和⼏个留在教室的同学们聊了聊，但很快⼤家就都要⾛了。回到
宿舍吃晚饭时真是⼀个⼈也没有。不过有了这么充裕的时间，学⽣社团也能弄得像模像样，⽽⾮像我们学校⼀样只有不到两个⼩时的时间，⼈还没来齐就要散了。⽼师说可以慢慢决
定社团，不过这⼏天遇到的同学都问我参加了什么社，我决定从明天开始要去观摩了。先是从放送部（⼴播组）开始。虽然回来得很早，不过这样的第⼀天就结束了呢。晚上还要在
宿舍舍友们、宿管⽼师和宿舍的修⼥⾯前做⾃我介绍，并不是没事可做呢。

另外，为什么没有作业啊︕别的科⽬没有为什么数学也只讲⼀道例题就结束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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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今后的⽇⼦都能像今天⼀样

2017.09.12

2017.09.12

今天第⼆天上课，稍微轻车熟路了⼀点。现代⽂还是⼀样的难，但第⼀次上英语课感觉没有想象中简单，⾄少如果没有学前⼀课是做不出⼩测的（哭）。不过感觉的确不是很难。如
果学校的课程相对轻松的话，我就要认真学习⽇语能⼒考和托福词汇的内容了呢。

第四节课是专门为留学⽣开设的⽇本⽂化课，在茶道部的教室上。我、从台湾来的两个⾼⼆的学姐，还有澳⼤利亚来的索菲⼀起上（索菲⾦发碧眼超级漂亮啊）。茶道的礼仪和程序
⼗分繁琐，但如果能够熟练地操作的话⼀定⾮常娴静优雅。绿茶以及和果⼦的味道都⾮常不错。虽然全部的过程⽐较慢，但能让整个⼈都平⼼静⽓下来。就是需要正坐，实在是太痛
了，下课的时候⼀时间起不来⾝。

下午有国际课，恰好在讲中国。能够从外国⼈的视⾓来看⾃⼰本以为熟悉的⼀切真的⾮常有重要，因为这样能够发现许多⾃⼰作为中国⼈所不能察觉的事。上课的时候⽼师总会让我
也结合⾃⼰的经历讲解⼀下，我觉得这样能够帮助⼤家更切实地理解各种知识。因为我的到来，“中国⼈”三个字不再是冰冷的符号，⽽是活⽣⽣的赵同学，不知道为什么有种代表了
国家的感觉，有些惶恐。不过，加深了解、增进友谊本⾝就是我们此⾏的⽬的之⼀，所以我也很荣幸能参与讨论。

下课后就像昨天约定的那样，同班的绫同学（⼩绫超级可爱声⾳也超级好听，不愧是放送部的）带我观摩了放送部的社团活动。放送部算是中国的⼴播室和电视台的结合体，其中⼀
部分⼈负责每天早晚的短⼴播，⼀般是校园新闻与采访之类的︔⼀部分⼈负责拍摄、制作校园短剧和纪录⽚。到了进⾏活动的阶梯教室，⼤家突然开始做运动了，问了⼩绫才知道这
是为了让⾝体放松⽽进⾏的锻炼。于是就看见⼤家都开始劈叉压腿做仰卧起坐了，嗯，这也是观摩的⼀部分，所以我也跟着做了。

接下来的练习主要是发声，⽅式是倒背五⼗⾳图。把每⾏的假名⽤不同顺序朗读，练习发⾳和⽓息。这样下来所有字⺟都练到了，真是不错的⽅法啊。我跟⼩绫说中国⼈练习朗诵时
会报菜名，不知道有没有造成什么误解。这样的练习⼤概持续了⼀个半⼩时，我累到不⾏，还跟同学吐槽明明是⽂化系的社团为什么要考体⼒。

基本练习结束后就没什么事了，但放送部的同学们⾮常热情地邀请我去看她们之前拍摄的短剧和纪录⽚，明明是⼥校却拍了⼀个⼀波三折的恋爱喜剧，但故事情节⾮常流畅，拍摄⼿
法和技巧也相当纯熟，⽽且这部⽚⼦还参加过⽐赛（这也可以︖）。纪录⽚是关于光之丘⽥径部的指导⽼师的，因为基本没有字幕对于我来说就是听⼒练习，但能看出这⾥的放送部
⾮常厉害。

不得不说，⽆论是班⾥宿舍⾥还是社团⾥，同学们都⾮常友善。宿舍⾥很多前辈们都跟我说不懂的事随时可以问，也总是尽⼼地帮助我︔现在在班上基本能和⼤家说上话，感觉和中
国的同学们没什么不同，就是聊⼋卦时的语速太快听不懂︔今天参观的放送部，虽然我只是来看看的，但⽆论是同级⽣还是前辈们，⼤家都把我当成客⼈热情地招待，完全不觉得我
给⼤家添了⿇烦。⽽且⼤家其实都有好多话想跟我说，想学⼀两句中⽂的，想问问中国的学校的，还有单纯想和外国⼈说话的同学们，让初来乍到的我完全不觉得寂寞。虽然被⼤家
都说我⽇语很好，但我知道我要学习的还很多。希望今后能⼀直这样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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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熟悉

2017.09.13

2017.09.13 渐渐熟悉 どんどん慣れた

早上起得没有那么早了，但有点名和扫除在也不能太晚。今天跟着同级⽣学习了洗脸池的清扫⽅法。第⼀节课和第⼆节课都是针对留学⽣开设的⽇语和⽇本⽂化，所以来到了图书
室。今天渡边⽼师先让⽐我们早来了半年的索菲带我们参观校园，不过我迷了这么多次路，已经对这⾥⾮常熟悉了。有⼀个⽼师说是仓库的地⽅，下午和同学们路过的时候才知道是
⽹球馆，哈哈。在⽣物室上的⽇本⽂化课是做⼿⼯，今天做了⼀种⽤来放茶⼱的⼩硬⼝袋，⼤概⼯序就是⽤胶⽔⼀层⼀层地粘，我选的是⼩⾦鱼图案的纸，最后成品相当可爱。

古⽂课还是⼀门上不下去的课，对其他同学来说现代⽇语的译⽂可以帮助她们理解古⽂，但对我来说只是两种不认识的东⻄罢了，所以我只能跟着把黑板上的答案抄在讲义上。不过
⼤家对答案时，⽼师特意过来关照我说他也知道这部分很难，但宽慰说明天开始就要学汉⽂（即中国的古⽂）了，请我在课上⽤中⽂读⼀读。从看到教科书起我就⼀直在期待能讲到
这⾥，没想到这么快︕真是期待明天的课啊。

对了，今天的晚饭是炸鱼和意⼤利⾯，昨晚是汉堡⾁配沙拉，因为有保温柜所以饭菜基本都是热的，真好啊。鲁迅说他在仙台的时候“每⽇都要喝那难喝的酱汤”，但我却觉得喝⼀碗
暖暖的味增汤⾮常舒服，⽽且冈崎⼜是⾚⾊味增的注明产地，我觉得⾃⼰相当有⼝福。

总之还是期待明天︕⽽且明天早上要把来⾃⼗⼀学校的礼物交给校长，今晚还是早些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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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把⼈们的⼼连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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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14 ⽤歌声把⼈们的⼼连在⼀起

早饭去晚了，没有蛋⻩酱和⽜奶，只能⾃⼰把鸡蛋掰碎了放在⾯包之间。早上去把⼗⼀学校的摄影集交给了校长，感觉校长是个⾮常亲切的⼈。⼆⼗号的时候要在全校⾯前做⾃我介
绍，不过这所学校其实⽐我想象中要⼤很多，⼤概有⼀千多名学⽣。周四早上朝礼的时候全校合唱“让梦想绽放”，主席台上有钢琴伴奏，台下分声部，有专门唱和声的⼈，⼀千⼈⼀
起合唱的声⾳真的震得⼈头⽪发⿇，能感到切实的温暖⼈⼼的⼒量。

英语课被同桌夸词汇量⼤了，好开⼼。我⼤概问了⼀下，⽇本的同学们⼤多是从中学开始正式学习英语的，⼩学时只是最基本的字⺟表之类的，我跟她们说中国的孩⼦很多⼈从幼⼉
园开始学英语她们都⾮常惊讶，可能因为这所学校并没有把学习看得那么重要吧。

今天第⼀次上⾳乐课，也是继⼩学毕业后第⼀次参加班级⼤合唱（唱国歌不算的话）。除了光之丘⾃编的歌以外，还会练习⼀些著名的宗教歌曲，⽐起“让梦想绽放”要难得多，有那
种超级⾼的⾳。但同学们⼀看就对这些曲⼦⾮常熟悉，⼤家的唱功都很棒，尤其我同桌的⼩黑泉同学，她是合唱部的社员，唱得⾮常投⼊，也⾮常动听。⾃⼰的声⾳汇⼊集体共同的
声⾳，融⼊其中成为⼀部分，合唱真是能够把⼤家的⼼维系在⼀起。

下午的⽇本⽂化课学习穿了和服，我的是蓝底⽩⾊菊花的纹样，有点后悔没有把⾃⼰的和服带来了。穿法真是⾮常复杂，⽽且半天过去差不多忘⼲净了，只记得勒腰带那⼀瞬
间“沙”的⼀声。

之前问同学们HR是什么的时候⼤家众说纷纭，闹了半天不就是班会课嘛。今天我闹了⼀个笑话。今天班⾥要决定同学们的职务像课代表之类的，因为我是留学⽣，对各种职务都不
太了解，班主任中根⽼师特意问我︓“赵同学想担任什么职位︖”“我回答说︓どうでもいいです。”没想到话⼀出⼝全班爆笑，旁边的同学⼀边笑⼀边跟我解释说，どうでもいい
是“怎样都可以”的意思，暗含⼀种“爱咋咋地”的意味︔这种时候应该说なんでもいいです（什么都可以）才对。我慌忙改⼝，但这个梗⼤概是要流传下去了。下次要好好记住这之间
的区别了，虽然在⽇语课上并不会讲这种微妙的区别，但在使⽤中却会闹笑话。这是只有在⺟语者的语⾔环境下学习才能知道的事情吧。

下午去参观了家庭科部，类似烹饪社。不过今天⼈⽐较少，做的东⻄也⽐较少。⼤家看我是来参观的，特意让我也能体验⼀下。我帮忙搅拌了饼⼲的原料，真的⾮常累⼈，但中途就
能闻到⻩油和⾯粉的⾹⽓。我⼀边搅⼀边和同学说这个应该就可以吃了。最后每个⼈都分到了⼀⼩块巧克⼒戚风蛋糕和半块饼⼲。⻄点果然还是刚出炉的最好吃，热腾腾的还带⼀点
湿度，蘸上鲜奶油，吃起来真是享受啊，就是实在太⼩了。

今天晚饭前洗澡时遇见了和我⼀组扫除的同学们，因为早上扫除时⼤家都⼀副没睡醒的样⼦，我还以为她们都不是很想和我说话，没想到也能聊得来，饭都顾不上吃地聊了好久。

今天也是充实的⼀天，还遇到了在光之丘读书的中国学姐（不是留学⽣⽽是正式学⽣），跟隔壁班同学约好了明天⼀起参观漫研社，真是期待啊。

不知为何，现在和我不太熟的同学们开启话题的⽅式统⼀是︓“我的名字⽤中⽂怎么说︖”今天下午的课间围了⼀圈来问名字的⼈。不过这个句式⾮常有⽤，⼀⽅⾯能跟同学很快地说
上话，⽐如这个名字⾥的汉字在中⽂⾥有什么意思啊，有什么有趣的谐⾳之类的︔⼀⽅⾯也能很快记住对⽅的名字，不⾄于那么尴尬。到今天为⽌来这⾥上学快⼀周了，⼤概可以记
住班上三分之⼀的同学的名字了。

不过，学校关于⼿机的规则⾮常严，所以以上的⼀切都没有照⽚，有些遗憾。

趙⼀⻘さんの⽇記





2017.09.15（⾦） ⾦⾊星期五

2017.09.16

2017.09.15（⾦）⾦⾊星期五

昨天太累了，就没有写⽇记，现在写吧。

昨天第⼀节是体育课，做了⼩学毕业以来就没做过的⼴播体操，动作相当复杂呢，好在有同学们⼀点点带着我做。同学们的体育服上是有姓⽒的，对于记不全⼈名的我简直是福⾳。

下周就是体育⼤会了，每个⼈都要参加，我被安排在了“抱箱⼦跑”的组⾥。之前在动画⽚⾥见过这种⽐赛，其实就是接⼒赛，只是接⼒棒换成了⼀摞箱⼦。虽然我不是很擅长运动，
但跑完两圈感觉意外地轻松，就问同学︓“整个操场⼀圈是多少⽶啊︖”同学回答我说︓“⼀百五⼗⽶吧。”

关于体育⼤会的准备，还有不得不提的⼀点就是应援舞。每个班要⾃编⼀段⼀两分钟的舞，⼀开始我只是跟着⼤家⼀起喊⼝号，但这个歌词越想越不对，问了问旁边的同学，才明⽩
这是⼀⾸玩班主任中根⽼师的梗的歌，此处应有哭笑不得的表情。看得出来⼤家跟⽼师的关系真好啊，连“shy shy shy boy”这种歌词都有，我知道了意思后笑到根本跳不下去。

数学的⼏何讲的⼜是没有学过的定理，好在对应的例题不是很难，现学现卖也来得及。

⽇语课上，渡边⽼师很详细地给我讲了⽇语中汉⽂的读法。现在古⽂课上正在学《战国策》中的鹬蚌相争（教科书上叫《渔⼈之利》），但⽤⽇⽂读时我不明所以，⽤中⽂读时所有
⼈都听不懂。原来，古代⽇本⼈为了直接阅读中⽂的⽂章，使⽤了送假名（送り仮名）和返回点（返り点），以适应⽇语和中⽂不同的语序，以及在汉语中不存在的助词和假名。因
此，可以⽤现代汉语顺着读下来的“尽⼈事待天命”就⼏经折返与补充，变成了“⼈事を尽くして天命を待つ”。在这样学习的过程中，语⾔所承载的历史也可见⼀斑。许多现代汉语中
很少使⽤的词汇和俗语，却变成了⽇语的⼀部分⽽被⼈铭记︔⽽许多在中国也脍炙⼈⼝的名篇，在⽇本也⼴为⼈知。这就是同⼀⽂化圈内的交流吧。

下午的化学课并不难，只是⽇语词汇的⽣词略多，我⼜⼀年多没有细致地学习过了，所以略有些不畅。像是“酸素”，我以为是⼆氧化碳，没想到是氧⽓︔还有物质的摩尔量在中国是
⾼中的知识，他们却作为基础内容和相对分⼦质量⼀起讲解了。

现代社会课上，讲了冷战时期的德国。原来柏林墙围的是⻄柏林啊，我真⽆知……⽼师（就是班主任中根⽼师）偶然讲起了国名的简称，⽐如“⽶”是美国、“露”是俄罗斯等等，我是
全班唯⼀知道“越”是越南的。虽然很想说这种知识多看两集黑塔利亚就知道了，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在⽇语⾥这些国家名⼤多是⽤⽚假名写的⾳译名称（如越南是ベトナム），
⽽中⽂没有假名，是⽤读⾳相近的汉字来⾳译的。同桌⼩黑问我中⽂该怎么翻译外国⼈名地名时，我也是这么回答的。但我认为，由于汉字本⾝便带有含义，所以⾳译时使⽤的字很
⼤程度上会影响⼈对这个词的第⼀印象，⽐如给⼈以正⾯感受的美利坚、德意志、法兰⻄，更不⽤说“枫丹⽩露”和“翡冷翠（佛罗伦萨）”这种华丽的名字了。这也是语⾔的特征啊。

下午去观摩了漫研社，因为⽂化祭结束了所以弥漫着⼀股随意的⽓息，说⽩了就是很闲。不过能结实有共同爱好的同学还是很重要的，⽽且有固定时间画画、没有晨练、散得早都是
巨⼤的加分项︕社团的学姐⾮常亲切，听说我没去过附近的百货商场，特意给我写好了⼏个牌⼦，坐公交车和电车时出⽰即可。虽然我⼜不是迷路的⼩狗，可还是好感动啊。

回宿舍后⽴刻去了⼀趟便利店，虽然想去有很多⼩点⼼的罗森，但⾛了好久还是没有找到，⼀直⾛到了⼀座风景不错的桥上。可惜天⾊很晚了，穿⽪鞋⾛起路来实在不是很舒服，就
只好在全家买⼀点必需品了。⼀路拎回来天已经黑了，说实话我很害怕在狭窄的⼩路上遇见迎⾯来的⾃⾏车，所以⼀看见车灯就靠边停下。

晚上扫除前，同学们发现我还没有洗澡。因为很累⽽且错过了洗澡时间，我就说⼀天不洗也没关系吧，结果⼤家都⾯露难⾊，还找宿管⽼师问能不能⽤学姐⽤的新澡堂。于是我就这
样在最晚⼀个洗澡了。包括⾷堂的座位问题也是，感觉⾃⼰真是个不遗余⼒地给⼈添⿇烦的⼈，好在⼤家总是能够体贴地包容我，能来到这个集体真是太好了。

趙⼀⻘さんの⽇記





2017-09-17（⽇）没有作业的孤独周末该如何度过呢

2017.09.18

2017.09.17（⽇） 没有作业的孤独周末该如何度过呢

来到⽇本的第⼀个三连休到现在就过了两天了。在收拾屋⼦和买买买中度过的⽇⼦，还是挺充实的。昨天（2017.09.16）因为起得晚所以上午只洗了⾐服。下午⼩⾬⼀直不停，虽
然不想出门但害怕台风来了就更出不去了，还是冒⾬去了附近的New Feels淘了⼀些东⻄，但过冬必备的暖宝宝却没有买到。本来想买点红茶，但⾷品⼤卖场⾥绿茶⽞⽶茶发酵茶甚
⾄某种南⾮产的针叶茶都⼀应俱全，就是没有红茶，只好买了可可粉代替。

宿舍的晚饭⾥有炒⽜蒡和油⾖腐汤，这些是我在书中最早接触到的⽇式⾷物之⼀。⽜蒡是《窗边的⼩⾖⾖》中巴学园的运动会奖品。这样晚上回到家后，孩⼦们可以⼀边吃着⾃⼰赢
来的⾷物⼀边跟家⼈讲运动会的事，校长先⽣认为这样实质性的奖励更有意义。我还记得当初看到这⼀段时的感动，联想到孩⼦们便当⾥⼭的味道和海的味道更是馋得停不下来。

关于油⾖腐的记忆则是⼩说《阿信》中那句震撼我⾄今的话︓“只要有了油⾖腐，就算没有⾁，⼀天的营养也⾜够了。”当初年幼的我读到这⾥务必震惊︓这世界上还有能代替⾁的东
⻄︖其实这句话的背景是少⼥阿信只⾝来到东京在理发店当学徒，要负责买菜等杂活。为了尽可能省钱，她去讨来了炸坏没法卖的油⾖腐作为蛋⽩质和脂类的来源。想想真是艰⾟⼜
励志。这两本书共同构成了我对昭和时代的第⼀印象，或许也是对⽇本的第⼀印象。

今天早上下了点⼩⾬，但很快便放晴了。⼀下午，我都在外⾯⼀个⼈乱逛。先是去了宿舍楼旁边我⼀直很好奇的⼩教堂。我的房间⾥能看到墙和屋顶，透过洗漱台的窗户则能看见漂
亮的蓝⾊哥特式尖顶。从路边经过时我仔细看了看，前⾯还有喷泉和⼩花园，原来是婚庆公司的婚礼教堂啊。

因为看到了Lawson的标志，想去看看有没有暖宝宝，就顺着光之丘这条路⼀直往下坡⾛，逛了逛⼀家⼉童⽤品店，没有找到Lawson，⾛到⼀半太累了就折返了。回到坡上，沿着
另⼀条路来到了周五的终点，即全家所在的男川。这时，远⽅的天空开始放晴，阳光透过云的缝隙直射⼭下的楼房和⽥地。我突然想去看看，于是⼜原路回到了光之丘路，⼀边哼⼿
嶌葵的《别了夏天》⼀边往坡下⾛去。这次我兴致盎然，⼀直⼤步⾛到了最底部。这⾥真的是⼤⽚⼤⽚绿油油的稻⽥，不远处还有森林公园，许多锻炼的⼈就在森林边缘和⽥间⼩路
上慢跑。终于找到了路边的Lawson，可惜这⾥的东⻄⽐全家还少，⾃然也没有暖宝宝。因为之前在坡道上还看见了另⼀家百货商店的牌⼦，我就继续向前，直到周围⽥地退去变成
独栋平房，7-11和那家Felna才出现。从坡上到这⾥绝对不⽌四百⽶，骗⼦。好在我终于在7-11发现了暖宝宝，还意外发现了⼀家巨⼤的药店，可以药品说应有尽有，就是实在有
点远。Felna原来只是⼀家⾷品专卖店，为了补偿⾃⼰⾛了这么远的路，我买了⼀个红糖馒头犒劳⾃⼰。回来的路上终于可以安⼼欣赏风景了。头顶是⾮常明媚的蓝天，但坡上的⾼
楼却笼罩在深⾊的云层下，不时还会有太阳⾬。路边从别致的⼈家⼩园到时不时就过车的轨道，真是⾮常典型的⽇剧⾥的景⾊，对我来说也是⾮常少见的景⾊。在这⾥漫步感觉⾮常
舒⼼。

回到宿舍后就起风了。很快⾬点开始砸窗户，能听见窗外呼啸的风声。希望今晚能睡个好觉吧。

趙⼀⻘さんの⽇記





2017.09.18向⻄⾛就到了东冈崎

2017.09.18

今天秋⾼⽓爽，凉风习习，天⽓⾮常宜⼈。没想到台风过去得这么快。

花了点时间整理两天内买的东⻄，就要开始做正事了。因为天⽓真的太好了，打算开着窗学习。阳光照在桌椅上⼗分温暖，不时⼜有微风吹进屋⾥，在这种氛围下读书学习真是惬
意。难得的好天⽓，想赶快写完报告就出去逛逛，但没想到⼀下就拖到了下午四点。我⽤⽇语写作的速度还是太慢了啊。不想浪费这种⽇⼦，把最紧急的事做完就⾛了。今天我的⽬
的地是学校⻄侧的百货商场ION，同学们都说那⾥离得近⽽且什么都有，周末去玩最合适了。恰好我还没怎么去过学校⻄边（婚礼教堂其实也在⻄侧只是太近了），就这样出发吧。
虽然学姐给过我坐车的提⽰卡，但我觉得还是太⿇烦了，不过半个⼩时的路⽽已，索性⾛着去吧。

出门才发现我错了，上午是个难得的好天⽓，下午却万⾥⽆云，阳光⼗分刺眼。我刚想撑起伞却突然刮起了⼀阵不停的⼤风，只好把伞收起来，⾮常不愉快地⾛了半天。主观感觉路
变长了。

⼀边⾛⼀边就能看出，街道越来越宽，路旁也逐渐出现了快餐店、加油站这样的城市设施。突然，⼀⽚繁华的楼群扑⾯⽽来，⼀副⼈来⼈往、车⽔马龙的样⼦，让我倍感亲切。如果
说昨天所见到的是冈崎农村的⼀⾯，那么今天毫⽆疑问就是城市的⼀⾯了。⼜⾛了⼏百⽶，就远远看见了ION，把我吓了⼀跳。虽然同学们都说它很⼤，但我总认为我这种涩⾕银座
都去过了，还有什么没见过的︖但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可能是因为它是⼀整座建筑吧，看着这么长长⼀条四层楼⾼的建筑铺在你⾯前时，你会不由⾃主地觉得“好⼤︕”。我⼀进
去，就知道这⼀下午肯定逛不完了。感觉上其实和北京的百货商场差不多，但长⽽直的⾛廊还是营造出⼀种空旷感。于是，我先是慢悠悠地逛了⼀层的⾷品区。今天是敬⽼⽇，各个
店铺都摆出了富有秋天⾊彩的点⼼以及⽼⼈特惠装，看得⼈⽬不暇接（⽽且很便宜）。但令我痛苦的是，这⾥的每样点⼼看起来都⼀样好吃，如果我选择了某⼀样，对其他所有点⼼
就都不公平，所以我只能决定都不买。当然我最后禁不住诱惑买了⼀盒寿喜烧。之前从没吃过，感觉像煎饼形状的章鱼⼩丸⼦，只不过⾥⾯加的是⽜⾁，酱油味也更浓。

在坐着吃寿喜烧时突然看到楼上有⽆印良品，但途中⼜发现了⼀家巨⼤的书店，想起⾃⼰还要买书，就暂且先去逛书店了。图书馆、书店⾥⾼⼤的书架能给在其中穿⾏的⼈以敬畏
感，哪怕书架上摆的是漫画也不例外。特别是轻⼩说改的书架上，满眼都是熟悉的名字啊（笑）。在外国语书架旁看到了⼀个⼩哥在看中⽂⼊门，我逛了⼀圈回来看他换了⼀本，最
后我结账⾛⼈时他还在看，我挺想⿎励他⼀句的，就也抽了⼀本看，没想到⽤⽇语解释完了我反⽽不懂了。“下⾬了”的“了”能表达出现实情况与说话⼈想法不⼀致吗︖仔细想想好像
可以。

⽆印良品没有咸巧克⼒饼⼲和⾦平糖，⽆印失格啊。

逛得太⼊迷忘记了时间，出来发现天已经开始黑了。门限时间是七点，匆匆忙忙往回赶，路上有⼀段特别黑，⼀边打着⼿电⼀边跑回来的，看到教堂的灯光感动得长吁了⼀⼝⽓。刚
好赶上了洗澡的时间。

这么⼀想我这个三连休都在到处买买买啊，但⾛路也算是锻炼了。今天累到吃不下饭，不过⾷堂⾥的电视上放了Yuli On Ice的主题曲︕好激动︕

今天也是充实的⼀天呢。

趙⼀⻘さんの⽇記





2017.09.19 今天想重点讲讲学习问题

2017.09.19

先说两句题外话，今天早上⼀⼤早起来去做了弥撒。弥撒⽐我们平时在图书室进⾏的祷告要正式得多，流程也更加复杂。⾸先，举⾏的地点在宿舍旁边的修道院⾥，不是很⼤但有漂
亮的玻璃窗，阳光照进来的时候⽓氛⾮常圣洁。整个弥撒包括圣餐，当然我们是没有的。在仪式的过程中，我也反思了最近是否有什么过错需要忏悔、改正，做完之后感觉轻松了很
多。茶道课⼀直在正坐，起⾝时两条腿⽆法动弹。不过我泡的茶真好喝，和果⼦也好吃。

好的，今天重点讲的是学习问题。⽐起学习成绩光之丘更在乎社团活动，不过这并不是说上课就可以随便“⽔”过去了。其实我不是很擅长的数学倒是还好，虽然⽬前⼀直在学我没学
过的东⻄，但由于题简单所以还跟得上。⽽且数学的术语⼤多是汉字词汇，符号⼤多是英⽂字⺟，就算不知道意思也不影响理解。

英语上课讲的课⽂和做的题并不难，但每周都会发两篇短⽂，短⽂⾥的补充词汇有很多都是⽣词，在背的过程中可以同时积累⼀个词的英⽂表达和⽇⽂表达，也能发现许多语⾔间的
差异。⽐如说“tidy”这个词，中⽂意思是“整洁的”，⽇⽂意思是“好好打扫过的”，这是否说明⽇语中并没有对应的词汇，还是说只是说为了追求意思的靠近⽽选择了这种复杂的解
释︖这我就不得⽽知了。不过还是要吐槽⼀点，⽐如英⽂⾥的“tournament”的⽇⽂翻译就直接是“トーナメント”，这和中⽂翻译成“托纳门特”有什么区别啊，⽤这种⾳译的外来语
做解释不知道这个词意思的⼈看了还是不知道啊。我个⼈不是很喜欢⾳译词，如果让我成天看着“德先⽣和赛先⽣”满街跑我估计要⽣⽓吧。但另⼀⽅⾯，⽇语收纳外来语的⽅法其实
让⽇本⼈在⽣活中直接掌握了许多外语词汇，可以看做是⼗分可观的隐性词汇量︔不过我⾝边的同学们却⼜很少表现出这⼀点，令我⼗分困惑。

⽣物和化学就像我之前说的，都还可以接受。最重要的是这两门课有讲义，只要照着讲义做填空题就好了，有⽣词可以⽴刻查电⼦词典，⾮常⽅便。也是这个原因，让本来应该令我
⽆⽐头⼤的现代⽂学起来稍微舒服了⼀点。现代⽂每节课都会有汉字词汇的随堂⼩测，⾥⾯艰深少见的词汇（其实⽣活中不少都⽤英⽂外来语替代了）对我来说都是信⼿拈来的⼩
菜，因为这些词现代汉语中还在使⽤。不过要注意的就是繁体字的写法，我就因为这个今天10分的⼩⽚只得了5分，哭，明明意思都对的。

古⽂已经花过很多笔墨讲了，在此不再赘述。剩下的就是现代社会和国际课。这两门课同⽤⼀本教科书，现在主要在讲亚洲史，我只赶上了最后⼀节中国史真是太可惜了。不过能够
这么细致地学习近邻的历史也是⼀件相当不错的事呢。国内初中的历史课会有⼀定侧重点地串讲世界的历史，⾼中的历史和政治课则以经济、政治和思想⽂化这三⼤要素为主题细致
讲解各领域的历史，恰恰缺乏这种把某⼀国家或地区的历史从头说道尾的机会。我认为，历史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是延续不断的故事，如果只是把⼀切⼤事件背后的必然与巧合归结
在短短的⼏句“背景原因”⾥⽽不去深⼊了解的话，虽然减轻了学习的负担，但也使历史的魅⼒⼤打折扣。所以如果能把⼤事件放在⼀条顺畅的时间轴上按照时间顺序学下来，就能有
⼀个更加宏观的认识。这样的时间轴国内教科书上也有，只是把它学得东⼀块⻄⼀块了。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的初中历史是在⼀年内快进完的，学业不精怪不得别⼈，在此我只是
表达⼀些个⼈看法。

以上就是我最近⼀段时间关于学习的⼀点看法了。今天的⽇记很随便吧，不过明天就有体育⼤会的彩排了。这⼀周真是上不了⼏天的课啊。

趙⼀⻘さんの⽇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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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天都是集体活动。上午的防灾训练进⾏得⾮常有序，⼤家都⼀声不吭地从教学楼撤离到了操场。在接下来的教头⽼师（类似教导处主任︖）的讲话中，我才明⽩⽼师们⾮常看
重演习中的秩序，因为如果地震或⽕灾真的发⽣，⼤家的⾏动必须尽量和平时演习时⼀样，不能慌张失措。

今天我在全校⾯前做了⾃我介绍，不知道为什么有些紧张，说得很快。还好拿着昨天写好稿⼦，不⾄于紧张到⽆话可说。下来之后同班同学们⾃然⼜是夸我的⽇语真好。我认为⼀周
来的浸⼊式学习，让我的⼝语地道了不少。听着⽼师和同学们⽇常说话，能更好地记住重⾳的位置以及语⽓，相信⼀年后我应该能够流利地说⽇语了吧。

接下来⼀整个上午都是忙碌的开幕式彩排，上周五临阵磨枪地练了半天的健⾝操还是忘差不多了，只能跟着前⾯同学⼀起跳。为了赶快学会动作，休息时间我也跟着⼤家⼀起练习。
总算回忆起来了⼀点。不过，这⾥的操场是沙地⽽⾮橡胶地⾯，所以⼤家的运动裤和室外鞋都沾满了沙⼦。我其实很不明⽩为什么明明穿着室内鞋也可以在教学楼外⾯⾛动，为什么
它就⽐⽪鞋和运动鞋⼲净︖是因为不会在学校外⾯弄脏吗︖

彩排结束得⽐预定时间要早，我吃完午饭回教室后稍微睡了⼀会⼉，醒来却发现整个教室⾥飘满了塑料布和各种彩纸。原来⼤家正在准备明天跳啦啦操的⾐服和⼩话筒。说是⾐服，
其实就是给剪成上⾐和裙⼦形状的塑料布粘⼀些简单的装饰。⼤家真是流⽔线作业，有⼈负责剪圆形纸⽚，有⼈负责把纸⽚粘在塑料布上︔有⼈负责做蝴蝶结，有⼈负责把蝴蝶结⽤
订书机钉在裙⼦上。我醒来的时候⼤家已经分⼯完毕了，我赶紧加⼊给纸⽚贴胶条的队伍，然后飞快地贴了半个多⼩时。这样效率的确很⾼，很快⼤家就都分到了装备。

准备完成后，⼤家继续练习⼀分钟内的啦啦操，要⾃⼰喊⼝号。就像我上周说过的那样，我们班的歌是⼀⾸饱含⼤家对为⼈宽厚的班主任中根⽼师复杂的深厚感情的歌，每当我羞耻
到唱不下去的时候旁边同学都会开导我︓“没关系的反正到时候最羞耻的是中根⽼师。”光凭我单调的语⾔完全⽆法描述全班近四⼗个同学挥舞着颜⾊鲜艳的塑料话筒⼀边呐喊“Shy
shy shy shy shy boy”的景象，太壮观了。倒不是说对⽼师不尊重什么的，因为我们班的师⽣关系⽐较随和，同学们也⽐较爱玩吧。虽然⽼师在观看我们排练时⼀直保持着尴尬⽽
不失礼貌的微笑，但他最后居然同意和我们⼀起跳这个魔性的舞蹈。

这种和全班⼀起齐⼼协⼒地做活动的事，我也有好⼏年没有经历过了。现在想想，⼗⼀学校的活动的组织结构⼀般会在更⼤的范围内进⾏，⽐如全年级乃⾄全校，班级之内反⽽没有
那么强的凝聚⼒。想想今天⽤光了那么多同学们⾃⼰的胶条和胶⽔，但没有谁抱怨过，⼤家都⽤⼀种相当理所应当的态度贡献了⾃⼰的⼒量。虽然彼此⼯作的难易程度不同，但⼤家
都⽤⼀种彼此间相当客⽓的态度⼯作着。⽐如说我只是负责给⼩纸⽚贴胶带⽽已，但负责剪纸的同学每次给我递纸时都会说⼀句“拜托了”。我认为这种态度是集体合作的黏合剂，如
果每个⼈此时⽄⽄计较谁的贡献多谁的贡献少⽽不能各司其职，那恐怕就不能很好地合作，在最后拿到成品时也不会产⽣“这是我和⼤家⼀起做出来的”这样的满⾜感了吧。这点在扫
除时也有体现。不过每天扫除的内容是猜拳决定的，也不完全相同。

以上就是今天⼀天的活动，为了明天的体育⼤会还是早点休息吧。

昨天报了⼗⼆⽉的⽇语能⼒考试，要开始加油学习了︕

趙⼀⻘さんの⽇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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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初登校＆寮での新⽣活の第⼀印象

光ヶ丘に過ごしたこの⼀週、最初は⼤変緊張していたけど、今はもう慣れたと思います。そして、学校や寮にいい第⼀印象に残しました。

 

・寮での新⽣活

学校の寮にみんなと⼀緒に住んで、⽣活することは、私にとって初めてなので、とても不安でした。しかし、寮に着いた時、寮⺟先⽣と同じ部屋の村⼭さんの親切をすぐ感じま
した。寮⺟先⽣が寮のルールを詳しく説明して、案内してくれました。そして、⼭村さんが私を近くの売り場に連れていきました。寮の暮らしにとって必要なものや、おすすめ
の商品や、全部教えてくれました。家に住んでいた時、私はあまり掃除しなかったが、寮には毎⽇も掃除があります。最初、先輩たちと同期⽣たちはゆっくりとやり⽅を教えて
くれました。まだ、“分からないことがあったら私たちに聞いてね”と⾔いました。寮のルールが多くて、時間管理に厳しいです。まだ慣れなかった時にルールを破った場合もあ
りました。でも、みんなも私を優しく許して、注意しました。みんなにいろいろな迷惑をおかけたと思うけど、ずっとやさしさに包まれていました。だから私はこんなところに
来てよかったと思います。

 

・学校初登校

九⽉⼗⼀⽇、私の学校⽣活が始まりました。私は「クラスメートたちと友達になれるか、授業がわからなかったらどうしよう」と⼼配していました。その時、クラスのみんなと
担任の先⽣はいろいろ助かりました。情熱で私と喋たり、分かりやすい⾔葉で授業の内容を説明したりだけでなく、いつも留学⽣の私のために考えていました。みんなのおかげ
さまで、⼀⼈で外国に来た私でもぜんぜん寂しさを感じられませんでした。朝、お祈りをした時、みんなは美しい声で絆と夢を歌った姿を⾒て、すごく感動しました。そして、
学校の中に歩いていた時、どこにも明るくて元気な⼥の⼦達を⾒えました。

授業なら今は楽しんでいます。私は理系科⽬が苦⼿で、今の授業の内容は勉強しなかった知識でした。でも、問題がたぶん簡単なので、私にとって⼤丈夫です。同じ知識の違い
も⾯⽩い発⾒でした。⼀⽅、現代⽂と古典はぜんぜんできませんでした。私は国語が得意なのに、⼀番難しい科⽬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た。今の私にとって、⽇本語はもとも⾼い
壁だから、もっと努⼒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ね。⽂系科⽬もいろんな知らなかった知識があります。私は前から歴史と⽂化に興味を持っているから、いいチャンスとして楽しく
勉強しています。そして、違う国で⽣まれて暮らしているみんなと交流して、いろいろな考えを交換するのは⼤切だと思います。お互いに勉強になれます。

 

・まとめ

うちの学校の歌の通り、この学校には誰も周りの温もりを感じて夢を咲かすようにしています。これから私も光ヶ丘の⼀員として、⾃分で⼀歩を踏み出そうと思います。

 

  

これは⽇本語で投稿されたものです

趙⼀⻘さんの⽇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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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了体育⼤会的⽇⼦了︕先汇报成绩吧，我们获得了年级综合成绩第⼀名和应援舞（啦啦操）第⼀名的好成绩，真是太开⼼了︕

但从天⽓上来说其实不是个好⽇⼦呢，早上冷，接下来⼀天⾥却没什么风，太阳⼜毒，实在是除了下暴⾬外最烦⼈的运动会天⽓了（早上出门时忘记涂防晒霜了，本来我胳膊和左⼿
⼿腕⼀个颜⾊的）。不过由于学校内还是不允许使⽤⼿机，所以今天的照⽚都是同学们⽤相机照了传到班级群⾥的。

我们班的代表⾊是⽔⾊，⼀种灰度偏⾼的浅蓝⾊。每个⼈头上都要系⼀条班级代表⾊的绑带，我超级喜欢我们这个啊。开幕式上⾃然是整队致辞什么的，按照光之丘特⾊⾃然也少不
了唱歌。校长、学⽣会长的致辞都⾮常短，紧接着就是复杂的⼴播体操Hikari Dance和September。还好在开幕式之前同学们⼜带着我复习了⼀遍，才没有出现和旁边同学撞上的
事故。

⽐赛很快就正式开始了，虽然我只参加了⼀个项⽬，但给班⾥打call倒是⼀场都没落下。第⼀场⽐赛是150⽶跑，因为我们班的座位正对着起跑线，所以可以在起跑阶段就开始喊，
⼀直喊到选⼿直道冲刺。不过⼤家在加油时喊得真拼啊，到后来我⾝边的⼈嗓⼦都喊哑了。⼀开始我还以为我们班只是打call起劲，没想到第⼀场的三个同学中就有⼀个得了第⼀，
其他同学不是第⼆就是第三。还持续在惊讶状态中，第⼆场六百⽶接⼒的成绩也下来了。

第三场⽐赛就是我参加的“奔跑吧︕快递员（⾛れ︕宅急便）”，其实就是搬着箱⼦跑接⼒。三个空的⼤号快件箱摞在⼀起，只能碰最下⾯⼀个箱⼦，每⼈跑75⽶。虽说名字是“奔跑
吧”，但害怕箱⼦倒下来⼤家都是⼩碎步快⾛。箱⼦实在是太⾼了，我们班的第⼀棒⼩黑泉同学是个个⼦娇⼩的⼩姑娘，她抱着的时候箱⼦甚⾄⽐她还⾼出半头。到我接棒的时候最
上⾯⼀个箱⼦就摇摇欲坠，我只能偏着头跑，跑到⼀半它终于掉下来了。重新摆正后开始⼩步加速，想想那⼀幕⼀定很滑稽，但当时我专注到没有听见同学们为我加油的声⾳，终于
在交接时赶上了第⼀名。在接下来的⼀棒⾥对⽅箱⼦倒了，我们趁此机会顺利赶超，最后在应援席和场上同学们的呐喊中获得了第⼀名。

接下来有⼀个⼤家⼀起跳啦啦操的环节，结束后就放⼈吃饭去了。下午太阳更⼤，虽然借了同学的防晒霜但还是晒黑了。就是在这种极端恶劣环境下，我们的⽵内绫同学出场了。

⼩绫就是开学第⼆天带我去观摩放送部的同学，也是开学第⼀天和我⼀起负责擦地的同学（呃）。之前有讲过她是放送部的⾻⼲，有时我们的早间⼴播就是她读的，包括今天体育⼤
会的上午场她也⼀直在负责播报⽐分情况。⼩绫长得⾮常漂亮，笑起来甜甜的，⽽且声⾳也很甜美，第⼀⼈称是“Aya”。对待学习和社团活动⾮常认真，⽽且性格⼜热情⼜温柔，在
班⾥⼈缘很好，对我磕磕绊绊的⽇语理解能⼒超群。这样浑⾝充满标准乖孩⼦光环的⼩绫居然跑900⽶接⼒的最后⼀棒，⽽且还跑得那么快，真是把我看傻了。因为我们每天都要⼀
起擦⾛廊，所以说话的机会很多，我怎么也想不到每句话都带着笑的她，撞线的那⼀瞬间会如此帅⽓。红绪（都筑红绪，同班同学，住宿）说她初中时是⽥径队的，⾼中觉得已经参
加过运动社团了才换成了放送部。原来轻⼩说中那种容貌秀丽成绩优异体育万能的黑长直⼥主⾓是真实存在的︕想想之前⼩绫还问过我擦地这么⾟苦要不要换，当然是不要啦。

⽆论是跳⾼、跑步还是别的项⽬，多数同学们⼀直在座位上疯狂加油或是到后⾯的阴凉地去乘凉。最后终于迎来了全员参与的应援合战（啦啦操⼤赛）。没错，就是我说好羞耻的啦
啦操。⼤家挥舞着装饰有丝带和塑料花的⼩话筒，穿着塑料布外套，跳⼀⾸吐槽班主任⼤男孩性格的歌曲。⼀上来就是震撼⼈⼼的︓“啊啊~盛夏的胜则（中根⽼师的名字），⼤家
最喜欢的胜胜︕啊啊~属于我们的胜利︕1年H班最厉害，国际教养科不知输为何物︕”接下来基本就是吐槽⽼师的内容，最后以⼤家站成⼀个H型的队伍并⼤喊︓“1年H班最棒啦︕
耶︕”作为结束。跳完了我才知道这个是要评分的，因为包括校长在内的⼀众⽼师都拿着写字板记啊记。我觉得是因为装扮太抢眼，动作⾮常整齐有活⼒，以及声⾳洪亮，才拿到了
第⼀名吧。不枉费我们花了昨天⼀下午和今天⼀早来准备。其实我之前有点担⼼明明是运动会⼤家却都在准备啦啦操，还说出︓“不知输为何物”这样的豪⾔壮语。现在看来根本轮不
到我操这份⼼，上个学期的球类⼤赛我们班也是第⼀名。

最后是⼀项颇有可看性的⽐赛︓社团对抗接⼒赛，同学们不再以班⽽是以社团为单位进⾏接⼒赛。像美术部就把接⼒棒换成了⼀根巨⼤的画笔，剑道部的同学就穿着道服跑。考虑到
⽥径队这种运动部，⽐赛分成了运动部和⽂化部，还特意让⽥径队晚起跑了⼏秒，但运动部第⼀名仍然是⽥径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闭幕式开始了，开始宣布成绩，我预想我们应该不会差到哪⼉去，但没有想到居然是双第⼀，真是太棒了︕⼤家都激动得相互击掌。到了宣布⾼三成绩时，那边的学姐们甚⾄跳起来
欢呼。毕竟是⾼中时代最后⼀次集体活动了，从激烈的⾼三拔河⽐赛时就能看出她们对这次⽐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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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21 体育⼤会Fight︕（续集完结版来了）

2017.09.21

（2017.09.21 体育⼤会Fight︕完整版）拿着发下来的⽑⼱和⼿提袋，体育⼤会就这样圆满地结束了，对我来说这真的是⼀次难得的经历。不光是和同学们共同经历了⼀件⼤
事、跟之前没怎么说话的同学聊上了天这么简单︔看着⼤家拼搏欢呼的样⼦，我也跟着⼀起热⾎沸腾。当初同学们问我想参加什么时，我不想参加却推说⾃⼰不擅长运动，才被分到
了搬箱⼦。如果能重新选择的话，我能不能说出“其实我很擅长投掷，可以让我试试吗”这样的话呢︖如果说这次⼤会对我的留学⽣活有什么⽤的话，那就是让我明⽩了这是⼀个值得
⾃⼰全⼼投⼊的集体，我也是⼀个值得⾃⼰全⼼拼搏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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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24 新的⼀周很快过去

2017.09.24

这周⼜过去了。

周五没有发⽣什么，只是想分享⼀张我⽇语作⽂的批改结果，虽然不想承认但本⼈⽬前的⽇语⽔平就是这样的。不过重点不是这个，⽤⽇语来学习⽇语感觉真的很不同，⽐起⽤中⽂
更加细致准确。不同语⾔之间存在不可翻译的东⻄，⽽且还有许多只有⺟语者才明⽩的细节，哪种⽤法更地道等等。从和⽼师同学们的交流中，我也逐渐明⽩教科书外语对于初学者
来说的确是可靠的，但想要熟练使⽤⼀门语⾔与⼈交流则要注意更深层次的东⻄。

另外附⼀张我们运动会的⽐分表，这样怎么输。别的年级⼀百六⼗分就可以拿第⼀了。

这个周末感觉没有那么兴致勃勃了。⼀⽅⾯我没有本地⼈介绍这附近哪⾥好玩（同学们很多也不住在冈崎），⼀⽅⾯这⾥的确不是那种满街都是有趣店铺的城市。要打⽐⽅的话，⽐
较像⼗⼏年前的动漫或者⽂字冒险游戏⾥的⼩镇，别有风味但缺乏活⼒。我⼜没有什么剧情可以触发，就只能漫⽆⽬的地逛。

不过我克服了⾃⼰死也不想跟店员说话的⼼态，可喜可贺。毕竟语⾔能⼒就是要在交流中提⾼的，如果没听懂也只⼀味点头对交流更加不利。被听出来是外国⼈也没关系，毕竟本来
就是，⽽且接受⾃⼰⽬前的⽔平就好了。不过可能是因为我说话⽅式⽐较像⽇本⼈吧，现在我的苦恼变成了对⽅⼀听我会说⽇语就飞快地巴拉巴拉说⼀⼤堆，默认我的⼝语和听⼒并
驾齐驱……

不过逛街还是很有趣的。就像我刚刚说的，这⾥就像那种⽂字冒险游戏⾥的⼩镇，有很多值得探寻的东⻄，⽆论是颇有历史的神社、偏僻⾓落⾥的⼩公园还是映照着天光云影的⽔
池，都能给⼈惊喜。相⽐之下百货商场⾥的东⻄世界各地都能买到，对我来说吸引⼒反⽽没那么⼤。

周⽇上午去看了隔壁幼⼉园的运动会，看着⼩朋友们充满活⼒地做操跑步真是令⼈⼼情舒畅。但是⼀家团聚、家长和孩⼦们其乐融融的样⼦，看了还是有点伤感。

说点题外话吧，关于⽇本学⽣学习的⼀些个⼈的疑惑以及见闻，完全是⼀⾯之词，观点也可能随时间⽽变化，但⽬前我是这样想的。之前提到过这⾥是以社团（部活动）与严格的规
则⽽著称的学校。同寝室的阳菜同学和我的同桌都是合唱部的成员，每天阳菜都学习到很晚，⽽且是在做社团的作业。她告诉我，社团是社团，社团活动的成绩可能会对将来进⼊⼤
学社团有好处，但对考⼤学本⾝并没有帮助。也就是说，如果想要进⼊名牌⼤学，还是需要刻苦地学习。⽇本的⾼考不像中国是⼀个地区使⽤统⼀试卷并按照统⼀分数线进⾏录取，
⽽是每所⼤学有每所⼤学不同的⼊学考试，⽽且全国统⼀。这也就是说⾝在爱知的考⽣和⾝在东京的考⽣⾯对同⼀所⼤学的试题难度是⼀样的。这样的话，费⼼在社团上就是在消磨
地⽅考⽣的竞争优势。⾯对这种情况，为什么会有⼈选择社团活动多的⾼中呢︖

⼩菜回答说，⾸先，这⾥很多同学根本不在乎学习成绩，所以对她们来说全⼼搞好社团就好了。其次，社团有助于同学们发掘⾃⼰的能⼒和兴趣，所以即使想要好好学习上好⼤学的
同学们也会参与到社团中。但看着每天都睡得⽐我晚起得⽐我早的⼩菜，我实在不觉得这句话和字⾯意思⼀样轻松。她也说⾃⼰原来初中时成绩很好，现在要平衡社团和学业⾮常⾟
苦。宿舍⾥的另⼀个同学说，光之丘是整个爱知县最严格的学校，所以有⼀定的⼤学推荐名额。这侧⾯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同学选择这⾥。

听完这些话后，我问︓“所以我们说ʻ让梦想绽放吧ʼ时，并不是说每个⼈的梦想都是上好⼤学，是吗︖”⼩菜想了想答道︓“可以这么说吧。”我有些⽆语。能够选择⾃⼰梦想在某种层
⾯上是对现实的妥协，但换⼀种视⾓⼜何尝不是令⼈羡慕的事。能够不⽤同⼀个标准来定义幸福，我认为这本⾝就是⼀种幸福。经由这两周的学校⽣活，我没法说出哪⾥的学⽣过得
苦哪⾥的学⽣⽐较舒服。同学们⼀听我在中国的作息时间表就连呼“做不到啊”，但要我每天把⼤把时间花在社团上，⼀开始也很难接受。⽆论如何，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继续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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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9.30 逛街好过睡觉，却不觉得很有意义

2017.09.30

⼀下就到了这个⽉的最后⼀天啊，⾸先写写今天的⽇记吧。

周五晚上和同学⼭⽥约好了周⽇⼀起出去购物，但我⾃⼰要买的东⻄太多，就先去了⼀趟ION。动漫插画社的同学推荐了东冈崎站附近的动漫专卖店animate（还答应我周⼀带Yuri
On Ice和⽂豪野⽝的官⽅图集给我看，好激动），我查了⼀下，离ION“很近”，就打算顺路⼀起去，因为不想让同学看到我⼀脸激动地跑来跑去的样⼦，哦呵呵。

早上在路上的⼩公园⾥吃了便利店买的⾯包和饭团，7-11的咖喱⾯包坑⼈还难吃，不过饼⼲冰激凌三明治真棒啊，不仅⽤很少的钱就能吃到⾹甜的⻩油饼⼲和⾹草冰激凌，⽽且还
满⾜了我对动画⽚⾥看来的“喵冰曲奇”的全部想象。但今天的问题在于，午饭是好吃的意⼤利⾯，去晚了会被收拾掉，⽽animate⼗⼀点才开门营业。因为不知道具体要花多长时
间，下午出门天黑之前容易赶不回来，所以我还是决定上午快去快回，看看能不能回来吃午饭。

可惜逛街的时间这种事真的不是⼈⼒所能控制的,从我在中途的⾳像店⾥蹭了半个⼩时的免费漫画就能看出来。到了ION后，我本来想着直接去顶楼的百货店买⽂具，但下个⽉我期
待已久的剧场版就要上映了，不去电影院踩个点吗（虽然最后也没找到）︖化妆⽔和乳液快不够⽤了，不去试试⽆印良品的基本款吗︖这家店欧式复古风格的⾐服好和我⼝味啊，不
去看看本季的新品吗︖

虽然每天祷告的时候都要说“求你让我们远离诱惑（私たちを誘惑におちいらせず）”，但真正做起来⽐这要难得多。没买什么花费的时间也已经回不来了，不过途中发现了⼀家宠物
医院，橱窗⾥安安静静地睡觉的⼩猫真是戳⼈⼼啊︔还有⼀家QB⼀千元剪发，感觉像捡到宝了。今天带够了钱，买下了上次就看上的学⽣⼿帐，为此⼗分期待明年⼀⽉的到来。⽇
本的⼿帐⽂化真是⽆孔不⼊，这些铺天盖地红红绿绿的⼿帐帮助⼈们对时间的规划精确到天乃⾄⼩时，⼗分便利︔⽽且看着写得满满当当的⼿帐，会⾃然产⽣⼀种未来尽在掌控的感
觉，算是⼀种安全感。我虽然很喜欢做这件事，但我的规划⼩本⼦从来没能坚持过半年，应该说本和⼈都有责任吧，希望这次不要浪费钱。不过每年的⼿帐都不⼀样，如果卖不完岂
不是浪费了︖

出来之后，我明⽩时间⼤概来不及了（其实如果当时直接折返还是来得及的），但我实在不想为了去animate专程再⾛⼀趟这段路，就⼀咬⽛出发了（现在想想为什么不能坐电
车︖）。⼀路上顺着巴⼠的反⽅向⾛，如果没有车过就说明⾛错路了（为什么不坐巴⼠︖）。正值中午，除了周六放学的学⽣们就没多少⾏⼈了，到⼀点左右路上更是安静，只有阳
光照在不背光的地⽅。我看⾕歌地图的导航差不多到了，就在附近的⼀家川菜馆吃了⿇婆⾖腐套餐，说实话⼀直到夜⾥还觉得肚⼦很胀。服务员的厨⼦都是中国⼈，但说话并不是四
川⼝⾳。

吃完饭开始在街上找animate，等我真正看到时才明⽩同学说的“门脸很⼩”是什么概念，虽然肯定和秋叶原那个好⼏层楼的⼤厦不可同⽇⽽语，但没想到是这么偏僻的⼀个⼩门上⼆
层啊，要不是⼏个男⼦⾼中⽣结伴进去了我连门都找不到啊。不过即使是这么⼩的店我也很满⾜啦，为信仰充值真是快乐。⽤找零的钱抽了个扭蛋，为什么掉出来了⼀个不认识的⾓
⾊，这是谁来着……

出来后看了看⾃⼰今天的步数，⼀想到还要抱着这么⼤⼀兜东⻄原路⾛回去，真是⽆⼒，不过路就是路，要⾛还是要⾛啊。回到宿舍两条腿都动不了了，来回⼀共两万多步。明天必
须让真⼦教我怎么坐公交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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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01 和朋友⼀起购物

2017.10.05

⼗⽉是⽇本的服装换季⽉，从这⼀天开始就要把夏装收拾好，换上秋冬的⾐服了。因此我也⼊乡随俗把夏天的⾐服洗好收进了箱⼦。下午，我和⼭⽥同学约好了要⼀起去买冬天在室
内穿的⾐服。我们的第⼀站是令⼈怀念的ION，不同的是我终于体验了坐电车和巴⼠。怎么买点车票在东京学习过了，但公交车稍有不同。在上车时要领⼀张票，下车前要按铃，最
后要把点好的零钱和票⼀起放到投币箱⾥，从前门下车。看着昨天刚刚⾛过的路在车窗后闪过，⼼情很复杂。如果早知道⽇本全国通⽤⻄⽠卡不知道能少⾛多少冤枉路，我以为它像
⼀卡通⼀样只限在⼀个城市使⽤的。

逛街果然还是要和朋友⼀边聊天⼀边逛啊，哪怕只是看着精致的⼩物件反复说“好可爱好可爱”也能让⼈⼼情变好。⼭⽥问我喜欢什么类型的⾐服，我说我⽐较喜欢可爱型的，但由于
对这⾥不熟悉，我便请她给我当导游，跟着她⾛。我们兴致盎然地逛了很多店铺，⾛得累了就去喝了来⽇本后的第⼀杯星巴克，有种熟悉的周末的慵懒感。但是ION的东⻄果然还是
太贵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去了她推荐的百元店Daiso。

学校、ION和Daiso构成了⼀个环状，从学校坐车到ION再⾛路去Daiso刚好是绕这个环⾛了⼀周。其实我不是很想说Daiso的事，因为在这⾥逛的半个⼩时让我前三周所有的采购显
得像个笑话。这⾥的东⻄不但价格便宜，⽽且⽐ION的百货种类更多，从设计和精致程度来说也毫不输给⼤商场的商品，简单来说就是物美价廉。虽然⾛路还是有点远，但现在我可
以坐车啦。

最后是买⾐服。这家店其实我第⼆周周末的时候就去过，就在那家⼉童⽤品店旁边。这家店东⻄很全，⾐服也都⾮常便宜，不过⼤多是这段时间在司空见惯的样式和颜⾊。⼭⽥告诉
我说，⽇本⼈秋天的⾐服要红⾊，冬天则是⽩⾊或灰⾊，这种说法我还真是第⼀次听说。我买了⼀件很长的开衫⽑⾐，托它的福宿舍的夜晚⼀点都不冷了。刚刚在ION的⼀家店⾥看
上了⼀件装饰着⼩珍珠的浅灰⾊⽑⾐，要六千多⽇元，⽽这家店差不多的款式只要两千多，差距真是巨⼤。之前听说⽇系风格的穿搭裙⼦才是王道，但就我看来其实还是裤⼦更常
见。

⾄此，我在宿舍⽣活的东⻄就基本置办齐全了。毕竟在寒假到来去住寄宿家庭前，这⾥就是我的⼩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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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04 开始⼀个⼈住

2017.10.05

早上吃完早饭后睡了个回笼觉，⼋点才动⾝去学校，就在收拾东⻄时突然被⼴播点名了。还以为是催我赶紧去上学的，吓得赶紧跑去前台。寮⺟⽼师告诉我按照舍规留学⽣⼀般都是
⾃⼰住⼀⼈间的，⽽我已经跟同学合住了三周，应该已经适应了宿舍的⽣活，所以问我能不能尽快搬到旁边的⼀间房间去。突然这么说让我有点懵，不过也没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当
即就答应了。临⾛前，我去看了看隔壁的房间，也是和式榻榻⽶，和原来的屋⼦⼀样。

为了尽快把东⻄搬⾛，我⼀放学就赶快回了宿舍。⽞关处挂着的我的名牌已经被移到旁边的位置去了，⼀上来有些不适应。之前提到过，同屋的村⼭同学虽然每天都忙得早出晚归，
没什么说话的机会，但在我最初来到这⾥⼿⾜⽆措之时，是她热情地欢迎了我，把宿舍⽣活的规则⼀点⼀滴地教给了我。我给她讲过英语单词，她给我看过⽇语⼩作⽂的语法，⽐赛
回来还给我带了⼩点⼼。如此突然地分开，有些不舍得。我在⼀张纸上写了感谢的话，并在旁边放上⼀块饼⼲当做回礼。接下来搬东⻄的过程⽐想象中快很多，摆放的位置也基本不
变，就是⼀个⼈住双⼈间，显得屋⾥空荡荡的。有些突然，不过从今以后就真的是⼀个⼈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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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08 适应期即将告⼀段落

2017.10.09

⼀个⽉前的今天，我抱着满腔的激动与不安度过了在东京进修的最后⼀晚。现在，我来到这个天空很美的⼩城已经⼀个⽉了。今天我给⾃⼰买了⼀棵⼩⼩的植物，希望它的绿⾊给我
带来好⼼情。虽然我们唯⼀的情感交流就是我给它浇⽔晒太阳，但想到⼀个顽强的⼩⽣命在陪伴着我，不知为何就觉得很安⼼。

不过它倒是⽐我想象中能喝⽔多了。

当初我给⾃⼰定下的⼀个⽉的适应期，现在反思⼀下过得如何呢︖

其实我有点惭愧，这周我的作息时间⾮常乱。还是⾃控⼒的原因，如果没有明⽂的规定，我总是不⾃觉地拖到最后再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根据我这⼀个⽉的情况制定了⼀张
作息时间表，如果严格遵守上⾯的时间，应该就能过得更加规律了吧。

当然，也要表扬⾃⼰把⼩屋置办得⾮常温馨整洁。我在⼀个杂乱的环境下没法集中注意⼒，所以把桌⼦重新收拾了⼀遍。因为我现在⼀个⼈住两⼈间，就在百元店⾥买了⼀些泡沫地
垫铺在房间的另⼀边。这样不但多了⼀个可以舒服地看书吃零⾷的空间，还可以⼀睡醒就督促⾃⼰爬起来不要赖在床上玩⼿机。⽬前看来效果很好，就是有点薄坐久了不舒服。没办
法，谁叫榻榻⽶掉渣啊。

⽣活上的问题就是上述这些。说起学习，其实不再像⼀开始⼀样游刃有余了。⽇语对我来说毕竟还是外语，课⽂和知识有些时候理解起来⽐较费⼒。数学知识重合的部分越来越少，
数A的⼏何部分我还能勉强跟上，数Ⅰ的概率问题由于好⼏节课都和⽇语课冲突所以听得断断续续，基本陷⼊了完全不会的境地。化学和⽣物课上理解完全没有问题，但课下复习就
没那么轻松了。话说这半个学期的⽣物学的⼏乎都是地理⾃然带的知识呢。现代社会和国际事情相当于我最擅长的历史和政治，可惜我并没有这么详细地学过冷战史，对我来说⼤部
分内容都⽐较陌⽣。虽然听得津津有味，但实在是不想⽤⽚假名写各国的⼈名和地名啊。英语⽬前除了单词还没有什么⼤问题，可光是单词也是不⼩的⼯作量。现代⽂则⽆⾮是抄笔
记并记忆，古⽂最近在学我很感兴趣的《枕草⼦》，但对其他同学来说都是⽂⾔⽂⼀样的东⻄，对我来说就更难了。⼀⽅⾯我不想因为⾃⼰是留学⽣就对成绩不管不顾，但另⼀⽅⾯
我必须⾯对⾃⼰的情况不同这个事实。综合考虑之下，我选择不参加现代⽂、古⽂和数I的期中考试。本周开了关于下学期选课的说明会，我本来很想看看从外语的⾓度看中⽂是怎
样的，因为中⽂与我更想上的Global Education冲突只能放弃了。不过我⾝边有想报中⽂的同学，或许我可以给她们当外教呢。

单独说说⽇语。我所上的留学⽣⽇语是和另外三个留学⽣⼀起的，⽽她们现在都在学N3，所以每周四节的⽇语是我⼀节、她们三⼈三节。我那节课⼀般是讲我每周的作⽂，另外三
节课⾃习，遇到不会的内容我也会记下来。作⽂对提⾼语⾔⽔平真是太重要了，渡边⽼师说我现在要重点把握的就是那种⺟语者才懂的微妙的不同，这是在⾮⺟语环境中求之不得的
啊。另外，我觉得⽇语能⼒考没有作⽂和⼝语有利有弊。利是难度更低更利于推⼴⽇语，弊则是使它成了能在短时间内刷分刷上去的考试，考过了N1的⼈也未必能进⾏流利的读和
写。不过虽说她们在学N3⽽我在准备N1，但我现在实际上是在从N5进⾏⼀轮完整的复习。我的⽇语基础⽐较薄弱，因此难以再有所进步︔但我相信我这么多年积累的潜在词汇量和
语⾔能⼒还是在的，只是需要通过不断的刺激来激活。⽽且复习过去的知识相当轻松愉快，还让我想起了许多当初的回忆。

活动的话，社团活动已经说得够多了，我⽣活中另⼀个重头戏就是⽇本⽂化课上体验的茶道、和纸⼯艺和穿和服了。不过这些就等到我拿到相机拍些照⽚再详细说吧，不能带⼿机虽
然保证了学习的专注度，但也错过了不少美好的回忆呢。

以上，就是我这⼀个⽉的整体情况啦。初来乍到，我觉得⾃⼰做得很好了。接下来的⼗个⽉⾥，不要失去此刻的探究⼼与进取⼼去感受⾝边的⼀切吧。

趙⼀⻘さんの⽇記





2017.10.09 从透纳到莫奈，从学院派到印象派

2017.10.09

今天是体育⽇，放假。⾛路去了⾮常⾮常⾮常远的美术馆看展览“从透纳到莫奈，跨越海峡的光（ターナーからモネへ・かいきょうを跨る光）”。因为不知道透纳是谁（《战舰ʻ特⽶
协勒号ʼ被拖往船舶解体场》的作者，完全没印象了），我之前以为这是⼀个印象派（印象派）的展览，但其实它的主题是近代绘画史的发展历程，其中穿插英法两国的相互影响以
及对应的历史事件如法国⼤⾰命、资产阶级兴起等，印象派只是其中的⼀⼩部分。（关于艺术史了解不多，如有错误请指正）从浪漫主义（ロマン主義）到现实主义（リアリズ
ム），从学院派（アカデミズム）与官⽅沙龙（サロン）到印象派，展出的都不是⾮常有名的作品，但顺着⾛下来真的有⼀种漫游历史长河的感觉。此外每幅画都配了作者和作品的
介绍，导语也写得⾮常有⽔平，看得出主办⽅⽤⼼了。展馆环境很好，就是偏暗的打光影响了画的真实颜⾊︔⼈也不多，最重要的是展品都是从威尔⼠美术馆（ウェールズ国⽴美術
館）借的真迹，⽽且没有隔离绳，浪漫主义和学院派的作品可以凑近去端详⼈物分毫毕现的胡须，印象派的⼜可以离远了去感受那会动的光影。海报上那幅《薄暮中的圣乔治·马焦
雷教堂（サン・ジョルジョ・マッジョーレ、⻩昏）》真的太美了，实物和看图⽚的感觉完全不⼀样。远看是绚烂到就像不曾存在过的⾊彩，近看则能看出随意的笔触，泛着仿佛没
有晾⼲⼀般的光泽，要扣紧双⼿才能忍住不去触碰。

关于英法之间互相影响的主题也表现得很好，许多画家都曾在伦敦和巴黎之间辗转作画求学，往后看很多⼈都曾师从前⾯展出过画作的作者，在他们的基础上推陈出新。透纳虽然是
学院派的代表，但他笔下迷蒙的⾊彩也为印象派奠定了基础。还看到了我们熟悉的⽶勒（ミレー）的⼀些现实主义的作品，就是⼩学课⽂⾥讲过的那幅《拾穗（落穂拾い）》的作
者。虽然他的画表现的是农村⽣活，现实主义的兴起与近代城市化有着密切联系。虽然画派发⽣了变迁，但艺术给⼈的震撼与享受在某种层⾯都是共通的。今天这么多路真是没有⽩
⾛。⼀路上还看到了许多静谧的景⾊，感受到了⽇本乡村独特的魅⼒。

趙⼀⻘さんの⽇記





2017.10.15 关于学习

2017.10.15

之前我提到过光之丘丰富的社团活动丰富多彩，相⽐之下对学习的要求没有那么⾼。但本周的考试周让我有了新的认识。⾸先的是同学们的态度，在考试前⼣复习到半夜甚⾄更晚的
住宿⽣⼤有⼈在，⽽且问了班⾥⾛读的同学，⼤家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我⼗点睡反⽽显得太早了。这⼏周课上基本都是⾃习或是答疑，⽽⼤家茶余饭后的话题都变成了复习内容，还
有很多⼈带着单词表吃饭，⼀副如临⼤敌的样⼦。

⽽实际上呢，个⼈感觉考试的内容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周五已经考了⼀门⽣物，我简单说说我的感受。每科统⼀五⼗分钟，每天三科，内容基本全部是选填没有简答题，内容基本全
部是课上发的讲义的内容，可能⽂科和数学会有不同。由于复习不到位的缘故，我⽣物考得很糟糕，接下来的考试也⽣死难料，但我真的觉得考试没有难到要每个⼈都如此紧张复习
的地步，可能是我太不⽤功了，也能是⼤家都是以满分为⽬标的。总之这和我在国内应考时完全不同。虽然⼤家也会忙碌地复习，但⼤体⽓氛并没有这么紧张，也可能是⼤家期末都
忙着补⼀学期⾥过程性评价的分数反⽽顾不上复习了吧。不管怎么说，我也得学习去了。眼看着⼗⼆⽉⼀点点临近，我的能⼒考也够愁的。

趙⼀⻘さんの⽇記



2017.10.17 总结⼀下第⼀个考试周

2017.10.17

事实上，考试周并不只限于本周。它轰轰烈烈地始于两周之前，结束于今天，本周接下来的⽇⼦倒⼗分清闲。明天开始是两天⼀夜的练成会，周五学校见学会也不上课（⼤概），下
周⼀⼜调休，真是把这段时间的累都补回来了。

其实考试前的这两周是我⽬前最难受的⼀段⽇⼦。⼀⽅⾯是考试的压⼒突然从天⽽降，学业紧张了不少︔另⼀⽅⾯是整个宿舍突然被沉闷的复习氛围所笼罩，压得⼈喘不过⽓来。上
⼀篇⽇记主要说的是学习⽅⾯的问题，后来我也反思了⼀下，试着不再那么焦虑，告诉⾃⼰不要⼀上来就有那么多要求，从最基础的答题格式开始⼀点⼀点练习。其实真正到考完试
后，虽然不能说我能考⼀个多好的分数，但⾄少看着写得满满当当的卷⼦，感觉还是能给⾃⼰⼀个交代的。

让我这段时间有点不在状态的，其主要原因不是学习，还是⼈际交往上的⼀些苦恼吧。同学们还是原来的同学们，对我和原来没什么不同，但就像进修时学姐告诉我们的⼀样，⼤家
很快就不会因为你是留学⽣⽽主动找你搭话了，要⾃⼰学会融⼊对话。现在我住⼀⼈间，本⾝和他⼈交流的机会就少了。当因为理解表达能⼒⽽插不上话时，就只能安静地听着⼤家
聊天、为⼀个根本不懂笑点何在的笑话⽽笑。虽然这是我⾃⼰语⾔能⼒的问题，但还是觉得有些寂寞。尤其考试临近，看着每个⼈⾝⼼俱疲的样⼦，我害怕主动搭话词不达意、得不
到回应，也不好意思打扰同学们紧张的学习，就更是不敢开⼝了。其实当我去借资料、问问题时，同学们还是会⼀样热情详尽地告诉我，但不知什么⼼理作祟，我变得有些不想和⼈
主动沟通。加上学习带来的令⼈消沉的疲劳，我也不知道⾃⼰每天都在⼲什么。

意识到这点后，我开始寻求改变。其他⼀年级同学们都已经相处半年了，我⼀个语⾔关没过完的留学⽣要突然加进来的确不容易，但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格外努⼒，毕竟我们还要朝⼣
相处⼀年的时间，如果每天吃饭时都⼀个⼈闷头吃会把⾃⼰憋坏的。我的第⼀步是从记住⼤家的名字和社团开始，想要搞好关系不了解对⽅怎么⾏呢。好在⼤家都体贴地原谅了⼀个
⽉还没记全⼈名的我，这项⼯作⽬前进展得相当顺利。我逐渐明⽩，虽然国籍不同、⽂化背景不同，但⼤家都有着相似的⼼，⾯对善意回以善意，是⼀件多么⾃然的事情。同时，我
也开始更加了解⾃⼰，原以为我是个多么乐观外向的⼈，现在才发现我很容易因为⽆端的胆怯和怀疑⽽封闭内⼼。察觉是改变的第⼀步，现在的我是这个样⼦就是这个样⼦，我知道
我在努⼒，也知道我会变得更加坚强。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我的⼼理活动。就在今天的考试结束回宿舍的路上，我突然被另⼏个同级的住宿⽣叫住了。我们⼀边说着“可算结束了”、“接下来可以放松了”之类的话⼀边往回
⾛。虽然我还是只能简短地回应，⽤表情和动作补全想要表达的意思，但我相信我已经迈出了第⼀步。

明天就是练成会了，真期待呀。

趙⼀⻘さんの⽇記



調理実習をふりかえって

2017.10.20

中国の学校には家庭科があるのはほとんどないと思います。うちの学校では選択科⽬として家庭科がありますが、家庭科というよりもっと専⾨的に調理のことを学びます。中華
料理と洋⾵料理⼆つのコースがあります。授業の内容は今回の調理実習の様に

、いくつな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て料理を作ります。私は選択していなかったのでよく分かりませんが、中華料理のコースでは授業が終わった後、⾃分が作った炒めやご飯を試⾷す
るそうです。

今回の調理実習は本当に楽しかったです。先輩たちは⼿際が良くパパパッと作っていました、スピートが速かったです。⾷材の量もちょうど良かったです。私もいろいろ体験し
ました。前に、⾁団⼦スープを作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それは今回の焼売のあんを作ったことに役に⽴ちました。そして、出来上がった焼売と杏仁⾖腐は美味しくて先⽣に褒め
てもらえました。中国で⾷べるより⽇本のものはかなり柔らかく⽢かったで、海⽼と砂糖が⼊っていたかもしれません。もう⼀度⾷べたいです。反省点と⾔えば、私はあまり料
理をしたことがないので、⽩菜とタマネギをうまく切れませんでした。これからもっと練習したいと思いました。

とにかく、家庭科は料理の作り⽅だけでなく、⽣活にとって必要な知識や能⼒を教えてくれます。中国でも広まったらいいと思います。今回の調理実習の体験はいい思い出にな
りました。

これは⽇本語で投稿されたものです

趙⼀⻘さんの⽇記



2017.10.21新⽣参观与⾬中的电影

2017.10.23

下周⼀本来是⽂化祭的调休，但由于台风要来所以难得的三连休也哪⼉都去不了。看着越来越⾼的降⽔指数，我打算趁早去电影院看我期待了好久的电影。

不过在这之前我还有⼀件事要做。周六是学校开放⽇，宿舍也在参观范围内，我要和其他同学⼀起负责接待初中⽣和家长们并给她们作介绍。不过因为周末的早上没有点名和祷告，
我⼀般会睡个懒觉什么的，结果就在今天早上快九点的时候，宿管⽼师突然来敲我的门。我下意识地答应了⼀声，但脑⼦⾥还⼀⽚没睡醒的茫然，就这么蓬头垢⾯地坐在榻榻⽶上和
⽼师进⾏了亲切友好的交谈。今天原本⽤来展⽰的那间和式房间的同学今天回家了，⽼师想问我可不可以把我的房间给参观的同学和家长看，还说我这⾥很整洁云云。我的确经常收
拾屋⼦，但昨天晚上我是直接把⾐服团成团丢在旁边，所以等⽼师⾛了我赶紧收拾了⼀下。

今天⼀直下下着⼩⾬。⼗⼀点半的时候，陆陆续续有穿着⽔⼿服的初中⽣们和家长们撑着伞来到宿舍。我和⼀个学姐⼀组带她们参观了⼀层的洗⾐房、澡堂、⾷堂等设施，然后⼜上
楼去看⼀位学姐的⻄式房间和我的和式房间。我也没见过⽊地板的房间是什么样⼦，所以开门时我也看了⼏眼。有⽐我房间更⼤的书桌和令⼈怀念的床，不过现在我已经习惯睡榻榻
⽶了。到我的房间时，我也简单地介绍了⼀下，没想到⼤家听我是留学⽣⼀点都不惊讶。来的⼈越来越少了，我接下来就⼀直站在前台负责打招呼。来的同学们穿什么样制服的都
有，其中就有⼈会成为我的学妹了呢。听学姐们说有很多来⾃丰桥和丰⽥的学⽣们，也有初⼆就来参观的学⽣们。这样的开放⽇⼗⼆⽉还会有⼀次，对于应届毕业⽣们来说是了解学
校的好机会。除了宿舍之外，现在校园中各个社团也在进⾏展⽰活动。的确，想上某所学校的话还是要亲眼看看为好，如果什么都不知道仅凭传闻和成绩排名来决定，对⾃⼰有点太
不负责了。

结束后，我上楼换了便服就出门了，因为天冷还特意多穿了⼀些。今天要去看的电影是当初看了PV（预告⽚）就⽆⽐期待的动画剧场版Fate/stay night，但之前在另⼀家影院搜排
⽚的时候居然没有，很偶然的得知了爱知县居然只有⼋家电影院才有这部⽚⼦，不过和旁边的长野⽐起来多了七家。幸运的是，其中⼀家离我只有五公⾥。虽然不是很了解影视业，
但国内基本上同⼀时间所有影院的⽚⼦都是⼀样的，⾄少我从未见过有的电影仅限某些影院才播出。我以为⽇本也是这样，还好提前查了⼀下。当然，也可能是这部⽚⼦⽐较特殊
吧。

⼀路上，我顶着不⼤的风⾬⾛到了影院。⼀个⼈⾏动还是有些不⽅便，在以前我根本不会在乎这点路和这点⾬，现在则要把降⽔量和降⽔指数细细计⼊考量。路上觉得时间紧张，就
在便利店吃了午饭。影院在⼀家百货商场⾥，但规模⽐AEON要⼩很多。买票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电影票价居然是按照年龄段划分的，我出⽰了学⽣证后只要⼀千⽇元，和国
内的电影票价差不多。可能是为了⿎励全年龄段观影，但这样的话⼉童向的电影票房不会受影响吗。

再说说⽚⼦吧。Fate系列是⼀个⼤世界观下的系列奇幻作品，⽬前有游戏、动画⽚、电影、⼩说、漫画等诸多作品，凭借丰富独特的设定、跌宕起伏的剧情和充实鲜活的⼈物（还有
炒冷饭的本事）在中⽇两国间都有着巨⼤⼈⽓，可以说是⼀个⾮常知名的⼤IP了。从06年最初的⽂字冒险游戏，在⼗年间发展成了⼀个如同帝国般的⼆次元世界，除了作品本⾝的
魅⼒之外，也能体现⽇本在ACG⽅⾯已然健全的产业链。我是初⼆的时候第⼀次接触了动画，然后接下来⼏年⼀发不可收拾，因为⼏乎每年都有新的作品问世，周边也根本买不完。
反观国内正在兴起的动画产业，很多空有优秀的制作⽽剧情薄弱，好不容易有好剧本了却因为资⾦、制作周期、出品⽅急于求成等问题做不出好作品。虽然这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
路，但也说明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话说回来，这部电影还是很好看的，制作精良，节奏感也很不错，看得我⼗分满意。特别是在体验了两个⽉的⽇本⾼中⽣活后，对于校园情
节顿⽣⼀股亲切之感。之前同样的场景离我过于遥远，从未引起过我的共鸣，但这次我简直在主⼈公⾝上看到了⾃⼰。不得不说这种代⼊感对于本国观众实在是太强烈了，不知道在
我们在弹幕⾥抱怨“⾼中⽣统治世界”时，⽇本观众会不会觉得这是另⼀个世界的⾃⼰︖

三连休的第⼀天就这样结束了。风⾬渐渐变⼤，台风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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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23台风

2017.10.23

今天是⽂化祭的代休，⼜可以晚⼀点起。昨晚起风就⼀直在敲窗户，但⼀早起来居然是个⼤晴天，风太⼤把云都吹⾛了，⼀扫连⽇来的阴⾬。⼀整天都在刮⼤风，秋⾼⽓爽，晴空万
⾥，阳光把屋⾥晒得⾮常暖和，我的⼩植物也享受了多⽇未见的阳光（长新叶⼦啦）。就是银杏还没有变⻩，快⼗⼀⽉的天⾥⼀副初秋的景象。

包括刚到时那次也是，台风在经过这⾥时总是⾮常温柔，⼏乎感觉不到是⾃然灾害。⼿机收到的、电视上播的避难地区都不包括冈崎市，真是幸运。由于今天营养师没有来，宿舍⾥
⼈很少，所以午饭和晚饭都是好吃的便当。但在⾷堂看电视时，看到新闻中倒塌的房屋和被洪⽔所淹的⼈家，才明⽩对我来说⼗分美好的⼀天对很多⼈来说都是⼀场噩梦。等待救助
的⼈、在体育馆避难的⼈和不幸遇难的⼈，让我明⽩了不能因为⾃⼰⼀时的幸运就忘记其他⾝处不幸中的⼈们。可能是因为我以前都没怎么关注过这⽅⾯的新闻吧，再加上北京离海
不是很近，台风这样的⾃然灾害仿佛离我很远⼀样，从今以后要记住这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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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发: 2017.10.18练成会，共处的快乐（⼀）

2017.10.24

        练成会类似秋游，主要活动有神⽗讲座、集体游戏、篝⽕晚会和野炊，最重要的还是和同学们⼀起在富有⾃然⽓息的训练基地共同度过两天⼀夜的⽣活。⼏周前，当练成会的
通知和⼿册刚刚发下来的时候，我问了教⽇语的渡边⽼师︓“所谓的ʻ练成会ʼ的ʻ练成ʼ究竟指什么︖”⽼师告诉我说，“练成”⼜写作“炼成”，是在锻造⼑剑时使其变得坚硬的⼯序，“练
成”取其引申义，指磨炼⾝⼼。因⽽，本次练成会也有三个⽬的︓提⾼修养、共同⽣活和学习在社会⽣活中的规则。

        最重要的是，我的⼩相机寄到了，可以照相啦。但在仔细了解过后才知道，光之丘的校规⾮常严格，不但不允许将他⼈的照⽚上传到⽹络或社交媒体上，连学校的东⻄都不可
以。也就是说我⾃⼰的校服照也在此列。这个问题⽼师特意强调了两次，所以本次⽇记只有风景照。幸运的是，我们本次住宿的⾃然之家⻄临伊势湾，风景迷⼈，但不幸的是这两天
秋⾬绵绵，不但看不到⽇出⽇落，还取消了许多活动。当初我刚刚到时激动地说︓“啊，这就是太平洋……吗︖为什么对⾯能看到⼭︖”在同学们的提醒下我才想起来爱知县的海岸线
像⼀只螃蟹，我们现在在螃蟹的右钳⼦上，左看是螃蟹的左脚，右看是三重县，看不到⼴袤的太平洋。

        刚刚到时，我就发现我忘记带室内鞋了。实话说那⼀瞬间真是很难受，因为准备东⻄时明明对着清单确认了好⼏遍，最后还是把室内鞋当成室外鞋了。不过⽼师帮我借了⼀双
拖鞋，也不是什么⼤问题。

        紧接着就是分组吃午饭。我跟我们组的同学都不太熟，⼀开始有些紧张，不过没想到⼤家都很健谈，⼀边闲聊着“中国有没有ʻ祝你⽣⽇快乐歌ʼ”、“中国有没有便当啊”⼀边吃完
了饭。我注意到发下来的茶上写着“⽟露”两个字，就随⼝问旁边同学这是什么，没想到⼤家都⾯露难⾊，还叫住了路过的摄影⽼师问，⼤家都说⼤概是茶的种类。我望⽂⽣义地觉得
这不就是露⽔的意思吗，如果就是茶的话为什么要特地写“加了⽟露的茶”︖回去查了⼀下才发现这个词的确有露⽔之意，但还有⼀个意思是最上等的煎茶，真是学习到了。

        下午的主要活动就是听神⽗的讲座。我本来以为会是电影⾥那种满头⽩发的⽼爷爷，没想到是个很会弹吉他的中年⼈。他上来先教⼤家唱了⼀⾸“Walk In the Light”歌，他在
台上弹吉他伴奏。接下来就是关于创世纪和原罪的讲座，在援引原⽂的同时加⼊了通俗易懂的解释和他⽣活中的个⼈经历，并不死板枯燥。但由于专有名词太多，我尽全⼒去理解也
只能听懂百分之⼋⼗。⽽且刚吃完午饭在温暖的讲堂⾥，实在是太容易犯困了，所以还是忍不住睡了⼏分钟……神⽗先⽣，对不起︕但在听完之后我还是和同学们确认了的。

        讲座结束后就是洗澡吃饭了。⼤家以房间为单位，每个⼈要负责⼀份任务，我是洗澡负责⼈（⼊浴係），要提醒⼤家注意洗澡时间、检查有没有遗落物品，和其他职务⽐起来
真的轻松太多了。像负责⽤餐的⼈（⾷事係）要负责给同⼀时间段的⼈盛饭盛汤，最后才能吃上饭。虽然每个⼈的任务有轻有重，但谁都没有怨⾔。

        ⼊夜后，就是⼤家期待已久的篝⽕晚会了，但由于天⽓不好，改成了烛光晚会，像冷笑话⼀样（⽇语中篝⽕キャンプ和蜡烛キャンドル前两个⾳相同）。不过，室内进⾏的烛
光晚会⽐起熊熊燃烧的篝⽕更能营造庄重的⽓氛，在摇曳的烛光中，神⽗给每个班赋予了不同意义的⽕，我们H班得到的是“救赎之⽕”。班长接下蜡烛，⼜和其他班长⼀起将蜡烛放
回烛台，⽽后⼤家⼀同祈祷、歌唱。

         接下来我以为会是什么仪式性的活动，没想到居然是钻圈接⼒（フラフープ⼤会）。刚刚安静地歌唱的同学们都像拨了开关⼀样活跃起来。虽然运动会的时候就已经体会到了
吧，但H组⽆论是凝聚⼒还是⾝体素质都太强了，在激动的呐喊和欢呼声中，我们居然⼜是第⼀。尽管不会有什么奖励，但看到⼤家的笑容就已经⾜够了。最后是⼴播体操
September，⼤家燃烧着刚刚激动起来的⾝⼼，⼀直跳到了筋疲⼒尽为⽌。

        虽然的确很累了，但⼀躺倒床上只觉得浑⾝发热，完全睡不着。等⽼师查房⼀圈后，不知道谁⼩声问了⼀句︓“还有⼈醒着吗︖”结果噌地⼀下⼏乎全屋都坐起来了。⼤家开着
⼀盏夜灯，聊起了悄悄话，毕竟全世界的⼥孩⼦们都是⼋卦的嘛。⼀开始是全屋的故事会，随着⼤家渐渐犯困逐渐转为了⼩范围的私聊。我和旁边床的同学⼩声交换了⼀下“恋爱
史”，还约了⼀起去名古屋吃甜点。在我们彼此道过晚安睡去时，远处还传来压低的轻笑和窃窃私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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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9 练成会，不尽如⼈意的快乐（⼆）

2017.10.24

因为前⼀天晚上睡得早，所以铃声⼀响就醒了。现在我就算在刚起床脑⼦⾥还⼀⽚混乱时，也知道要说⽇语。天⽓还是不好，海天⼀⾊，⼭间浮着⽩雾，是下过⾬的样⼦。

吃完早饭后就要收拾东⻄了。当初看⼿册时发现上⾯还印了如何收拾床的说明，以为不怎么重要扫了⼏眼就过去了，结果⾃然之家放欢迎视频时没说两句就开始教如何叠床单和被
罩，要从长边开始对折三次，最后标签⼀定要露在左下⾓，我这才意识到了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说实话我从⼩到⼤那么多次参加学校组织的外出住宿，除了军训外没有哪次对内务
有如此严格的要求。好在在⼤家的帮助下，我的床单被罩都顺利地叠好了。接下来全屋⼀起⼤扫除，把每张床之间的缝隙都扫过了还不够，⼜⽤湿纸⼱把地板擦得锃亮。我⼼想这总
没问题了吧，没想到⽼师转了⼀圈就说褥⼦没摆整齐，床上还有头发，床底下有灰，⼤家只能赶快改正，把床挪开清扫墙⾓、拾起粘在垫⼦上的发丝、理平每⼀条褶皱。这下总算符
合标准了。在视频展⽰的是⼀群⼀⼆级年级的⼩学⽣们，但他们打扫出来的效果完全不输我们这群⾼中⽣，再次让我感叹这种从⼩培养的劳动习惯是多么重要。就像家庭科的意义⼀
样，操持家务之类的事情并不是⽣来就会的。国内⼤多数孩⼦们从⼩的课余时间都被课外班或娱乐占据，随着学业越来越繁忙就更难抽出时间学习如何做家务。其实掌握如何扫除倒
是很容易，难的是从⼩就意识到劳动并⾮苦役，⽽是为了让⾝边的环境更加整洁美观的⾏为，更是⽣活的⼀部分。

上午还有⼀个⼩时的讲座，主要是关于耶稣的⽣平，从出⽣到受难之前的内容。关于《马可福⾳》中的“我来本不是召义⼈，乃是召罪⼈（私が来たのは、正しい⼈を招くためでわ
なく、罪⼈を招くためである）”感触很深。⼀个⼩时的讲座很快便结束了，虽然⼀直祈祷着能有个好天⽓，但很遗憾野炊还是取消了。这下⼤家都去体育馆集中，以班为单位玩躲
球游戏（ドッチボール）。其实规则就和打鸭⼦差不多，只是被打中的⼈要去对⽅的场地后进攻，球触地⼀次后鸭⼦们也可以投球。但对两个将近四⼗⼈的班级来说，⼀边半个篮球
场实在是太⼩了，⼤家基本只能挤在⼀起。⽽且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对⼿都特别有战略，攻传配合得特别灵活，我们基本⼀直在挨打，只能被动地反击。第⼀轮时我搞不清楚状况和
⼤家跑反了⽅向被打中了︔第⼆轮本来想去接球但没有接到︔第三轮我主动提出去对⽅后⽅投球，但对⾯⼀直牢牢控制着球，不等被我们班同学捡到就⼜弹回了对⽅⼿中，三分钟内
我反⽽没摸过⼏次球。三轮⽐赛下来公布成绩时，我们班⼜拿了个第⼀名̶̶毕竟倒数第⼀名也是第⼀嘛。从我来到这⾥后H班⼀直在赢，⽆论是运动会还是昨晚的钻圈接⼒，似乎
⼤家都对胜利有着相当强的执着。因为，我不知道⼤家会⽤怎样的表情⾯对失败，但每个⼈脸上还是带着笑意，耸耸肩也就过去了。⽽且⽆论刚才和其他班⽐得多么激烈，下来之后
还是可以⼿挽着⼿⼀起唱“让梦想绽放（夢を咲かそう）”的。的确好胜⼼与竞争不⼀定⾮要和彼此对⽴联系在⼀起嘛，⼤家真是太看得开了。

本来应该由⼤家煮的咖喱变成了⾷堂的午餐，好吃是好吃，我⼜添了⼀碗。但就像旁边同学说的⼀样︓“所谓的野外炊饭啊，毕竟是⾃⼰做的东⻄，就算不好吃也要笑着吃下去
啊。”听渡边⽼师说柴⽕饭煮得⽐较慢要切⼩块，我本来还很想向⼤家展⽰我切丝不断的⼑⼯来着，现在也只能安静地享受⼤块的⼟⾖和胡萝⼘啦。

吃饭午饭再开完毕营仪式，我们就直接返回了。来的路上我⼀直在睡觉，打算趁回去看看景⾊。同学们怕我⼀个⼈落单还特意拉着我坐了最后⼀排的五⼈座，好感动。然后⼤家就开
始玩⼀些⼩游戏。⼀开始是“⾳乐之声”⾥那⾸哆来咪之歌的乱序接龙，要把那么顺畅的⼀⾸歌打乱顺序唱还真的不那么容易，好在宿舍每天早上的起床铃就是这⾸歌，听到不想再听
的同时也倒背如流了。

车开离海岸，我们⼜开始玩拍⼿。这时我突然意识到⾃⼰的反应能⼒⽐想象中要慢，光是练习拍⼿的顺序就花了好⼏个回合，然后要⼀边说同学的名字和⼀个数字⼀边拍⼿做动作就
超出我的能⼒范围了。不过⼤家也都差不多，就在这样的磕磕绊绊中玩起了下⼀个游戏，联想接龙。⽐如“说到抹茶就想到茶道”、“说到茶道就想到和果⼦”、“说到和果⼦就想到⾖
沙馅”这样。然⽽对我来说这件事简直不亚于词汇⼩测啊。有⼀次，我前⼀个同学说︓“嗯，让我来给你想⼀个简单的，啊，说到XXX就想到XXXXXXX︕怎么样，知道XXXXXXX是
什么吗︖”我就只好⼀脸抱歉地摇摇头︓“不知道……能详细解释⼀下吗︖”然后每个⼈都开始尽可能⽤简单的词语形容︓“是⼀种蔬菜。”“有绿⾊的也有⽩⾊的，⼤概长成这个样
⼦。”“可以⽤来做沙拉。”“不知道中国有没有啊。”“上⾯像花⼀样。”“是花吗︖”“不是，是蔬菜，可以吃的。”“哦哦，是不是⼀个球形然后可以切成⼩块，上⾯是这样乱乱的︖”“对
对对︕绿⾊的叫プロッコリー，⽩⾊的叫カリフラワー。”“懂了懂了，说到カリフラワー就想到蘑菇。因为有这样炒着吃的⼀道菜。”原来是⻄兰花和花菜啊……其实我还是着急
了，因为和蘑菇⼀起炒的是⻄兰花，花菜应该说辣椒才对。不过⼤多数时候都是⼤家解释了半天我才意识到这是我背过的词。我觉得有我这么⼀个玩伴肯定是件扫兴的事，但⼤家都
不⼤在意。玩腻了之后⼜换了⼀个游戏，居然还有⽤⼀个假名拒绝求婚或接受求婚的接龙，⼀个⼈说︓“请和我结婚，そ”，另⼀个⼈就可以回应说︓“这可不⾏（それはダメ，此句
第⼀个假名是そ）。”这样脑洞⼤开的游戏，不过也只有使⽤假名的⽇语才有这种乐趣吧。

如果说联想接龙只是让我觉得有哪⾥不对，那么“请和我结婚”之后的词语接龙就是灵魂拷问了。毕竟不知道词的意思还情有可原，但⼀共五⼗个⾳开头的词都想不起来就太过分了。
当时到我这⾥卡在了“つ”上，要说鶴（つる）、罪（つみ）、梅⾬（つゆ）、妻（つま）、津波（つなみ）哪个词不是つ打头呢︖可我当时脑⼦⾥⼀⽚空⽩，只有⼀句“啥︖”旁边同
学还善良地提醒我︓“晚上在天上的⽩⽩的东⻄是什么呀︖”“⽉亮（つき）……”要说我不知道这个词根本不可能，但为什么就是想不起来呢︖我想了很久，终于明⽩过来，我对⽇语
的词汇记忆⽅式还是按照汉字记忆。不像英语的读⾳和拼写相对应，⽇语中训读词汇的汉字和读⾳并没有直接关系，⽽⾝为中国⼈的我基本都是通过汉字对应的意思来记的，所以对
读⾳反⽽没有那么敏感，但这和⽇本⼈（还有其他外国⼈）学⽇语的顺序刚好是相反的。就像在⾃然之家看到的标志“しずかにおいてください”⼀样，我会在⼤脑中不⾃觉地将它转
换成“静かに置いてください”再进⾏理解。但在进⾏接龙时只有某个单词读⾳，这种⽅法就失灵了。为什么之前在听或说⽇语时从未有过这种情况呢︖⼤概是因为有上下⽂吧。说到
这个我就想起了当初考N4的时候，我简直是把整张卷⼦的注⾳假名都标上了汉字啊。没想到作为优势的汉字词汇量居然也有弊端，以后要更加注意读⾳的对应了。在这些收获中，
不算完满的练成会也总算结束啦。

（抱歉︕⽹速太慢，⼩相机⾥的照⽚都不能传到电脑⾥，学校也不允许带⼿机上课，参加活动。只好翻拍相机⾥的照⽚再裁剪⼀下。）

趙⼀⻘さんの⽇記





【留学中の⽬標 「ナミヤ雑貨店の奇蹟」を読破】

2017.10.27

留学中の⽬標は、⼀年⽣の終わるまでに「ナミヤ雑貨店の奇蹟」という⼩説を読み切ことです。そんなに⼤した⽬標ではありませんが、私にとって挑戦する価値があります。な
ぜかというと、今は⻑い⽂を読むのが苦⼿で、教科書も新聞も最後まで読み通すことができません。漢字だけを追って読んでいけは⼤体⽂の意味が分かりますが、⽇本語として
の読解⼒とはいえません。今の読み⽅のままではいけないではないかと焦っています。読みやすい物語のほうがいいかと思って、友達に聞きました。そして彼⼥はこの本を進め
てくれました。

作者の東野圭吾⽒は中国でも有名で、彼の推理⼩説は⼈気があります。でも「⽩夜⾏」も「⿃⼈計画」も読み切れませんでした。そのために、できるだ
けこの作品の魅⼒をもっとよく感じてみたいです。「ナミヤ雑貨店の奇蹟」の中国語の題名（憂を解く雑貨店）を⾒ると、癒し系の
イメージがするし、本の紹介⽂も⾯⽩かったし、ベストセラーにもなっているし、ぜひとも読んでみたいと思います。

これから12⽉までは能⼒試験テストで忙しいから、その後時間ができた時ににゆっくり読んでみたいです。まずは⼀読してみようと思います。その後⼀章ごとに新しい単語や
表現を確認して覚えていこうと思います。⼤切なのはそんなに焦らず、⾃分のリズムで気楽に読んでみようと思います。どうか読解⼒が上がりますように︕

この作⽂は渡邊先⽣に直してもらって、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これは⽇本語で投稿されたものです

趙⼀⻘さんの⽇記



2017.10.29 必须去⾯对的未来

2017.10.30

2017.10.29 必须去⾯对的未来

动笔写本周总结时看了看⽇期，已经到了写本⽉总结的时候了。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来到⽇本后的⽇⼦过得⼜快⼜慢，我还清晰地记得在到达东京那天下午隔着车窗看到天空树和东
京塔时的情景，也记得体育⼤会上⼤家的呐喊声和看莫奈展时⼼中的悸动。这⼀切都还历历在⽬，⽽我的留学⽣活已经过完五分之⼀了。就在感叹时光飞逝⽇⽉如梭的同时，对未来
的焦虑与担忧也渐渐浮现。

⼤概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下了考取⽇本⼤学的志愿。在这个⼈⽣转折的⼀周年纪念⽇⾥回想⼀下，那个时候的我肯定不知道⼀年后⾃⼰将因为这个决定⽽来到异国他乡。为什
么那个时候能够如此⾃信呢︖我也不明⽩，好像只要过了⾃⼰的⼼理关，前路上的⼀切困难就能迎刃⽽解⼀样。在那之后，我迷茫过、痛苦过，周⽇晚上⼗点从城市的另⼀端的补习
班回到家后因⼏乎⼀笔未动的作业⽽崩溃，晚⾃习时茫然地看着同学们为了⼀个或许⾃⼰也不明了、但却直截了当的⽬标⽽奋笔疾书。⼗⼀学校并不是专门学习⽇语的外国语学校，
只是设有⽇语作为选修课，⼤多数同学都要参加⾼考，因⽽选择了出国的我过得⾮常纠结。那段时间的照⽚上，我⼏乎都没怎么笑过。

接着⼤概就是在浅草寺抽到的那张“若见⼀阳后，⽅可作良图”的签说得⽐较准吧，开春转暖后果然迎来了转机。当时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参加⼼连⼼的留学项⽬，只是觉得再这样下去
我就真的要⼀事⽆成了。如果能换个环境可能会好很多，⾄少⽇语⽔平能提⾼吧。

于是来到这⾥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努⼒本⾝了。现在我倒不觉得考个好⼤学易如反掌了。⾸先说⾃⼰的能⼒不⾜，学了四年⽇语才刚刚过N3，对于留考要考⼩论⽂之类的基本也
没什么做准备。的确现在我为这个着急也没⽤，但同龄⼈压⼒还是很⼤。以前对我来说那些来⾃全国、世界各地的竞争者们都只是⼀群数字和⽐率，但参加了留学项⽬后，我接触到
了很多优秀的同学，他们和我有着相同的⽬标，却接受过更有针对性的学习，现在就已经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反观我，不光⽇语的⽔平和留考科⽬的成绩⽐不过每周好⼏节⽇语课的
同学，这⼏年⼗⼀为我提供的优秀资源我也没有利⽤好，虽然做了很多事但最后都没能做出成绩，在综合实⼒⽅⾯也没有拿得出⼿的东⻄。我很难过地发了⼀条朋友圈表达我对于⼏
年来虚度光阴的后悔，但朋友们都来安慰我⿎励我，说从现在开始也不晚。最令我感动的是爸爸回复说︓“这⼏年过得太开⼼，就这⼀句就碾压⽆数了︕其他的都没那么重要。知道
你开⼼，我也很开⼼。”这⼀句话给了在异国他乡独⾃焦虑的我多么⼤的⿎舞。虽然现实还是很⽆情，但⾄少我还有这么多温暖的朋友，家⼈对我的要求与期待也只有快乐⽽已。正
因为如此我才要更加努⼒，为了⾃⼰能够实现梦想，也为了感谢他们对我的⽀持。

再说两句本周的⽣活吧，最近的古⽂课在学《⼟佐⽇记》，第⼀部⽤假名写成的⽇记⽂学作品。当时男性使⽤的书⾯语都是汉⽂，假名是⼥性使⽤的东⻄。汉⽂写成的⽇记⼤多是不
带感情⾊彩的客观描述，作者纪贯之才不得不假托⼥性之笔记叙个⼈情感。但最后流传下来成为现代⽇语的并不是汉⽂，⽽是假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现代社会课上开始讲世界⺠族与⽂化了，我对这⽅⾯的话题⾮常感兴趣，但原来⼀直没有机会去系统地了解，现在能在课上专门学习真是太好啦。

未来是⽆法预知的，也是充满可能的，就为此⽽前进吧。

趙⼀⻘さんの⽇記





2017.10.27想说得更好

2017.10.30

其实这篇⽇记的题⽬本来打算写“想变得更熟练”的，但这句话的翻译腔实在是太重了，就改得通顺了⼀点。

最近考完试之后⼀直忙着复习能⼒考，其实也不是很忙，但⼤多数课余时间基本花在这上⾯了，还有就是就是⽇语作⽂。之前说过，我的留学⽣⽇语课上基本都是在改作⽂，有⺟语
者⽼师如此细⼼地为我更正⼀塌糊涂的语法并告诉我更加恰当的表达，还有许多只可意会不可⾔传的微妙情感，⽐如“〜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不光指能⼒不⾜⽽做不到，也可能指主
观情感不愿意导致的做不到︔还有“~てみる”不⼀定是“试⼀试”的意思，也可能只是为了表达得更委婉⼀点。除此之外，还有男性⽤语和⼥性⽤语的区别，像我⽤的“享受する”就不
像⾼中⼥⽣⽤语。⽼师还说写⼤学⾃荐信时有同学会让家长代笔，然⽽招⽣⽼师就能从这种措辞的细节看出“这是你爸爸写的吧”。这种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对于写作来说实在是太重
要了，真的不想浪费这么难得的啊。

基本每次学校有活动时，⽼师都会布置⼀篇作⽂，⽽我有时也会请⽼师帮我⽇记指导⽇记。在来之前我以为我的⽇语⾄少在写作上不会有太多问题，但第⼀次改作⽂时，满篇的涂改
还是令我惊了⼀下。我还记得当时⾯批的时候，⽼师每勾画⼀笔，都像在我的⼼上划⼀道。讲评时只能诚惶诚恐地听着，⽼师说什么都飞快地点头。⽽现在，虽然错的还是不少，但
我已经可以很淡定地向⽼师请教两种⽤法的区别，在犯了低级的助词错误时也能⼀笑⽽过了。⽼师真的⾮常有耐⼼，除了语法和词汇本⾝外，还会给我讲⼀些相关的⽂化知识。⽐如
说到“関⻄弁”，⽼师告诉我有些关⻄⼈不喜欢被这么说，尤其是京都⼈。因为京都是古代的都城，京都话是当时中央的标准语⽽⾮地⽅的⽅⾔。真是⾮常有趣。

关于说⽇语的问题，宿管⽼师有⼀次居然夸我礼数标准（礼儀正しい），但我只会说です和ます，⾃谦尊他（丁寧語と尊敬語）怕出错⽽基本不⽤。⼤概除了语⾔本⾝，说话⼈的态
度也很重要吧，我感觉在说⽇语的时候整个⼈都变正经了。

最后总结⼏句，⼤概⽆论什么语⾔都⼀样，⼴博的词汇量和对语法的熟练掌握是基础，但最⾼的境界并不是看你会使⽤多么华丽繁复的辞藻，⽽是看你遣词造句是否地道准确。⼀
句“と⾔えば”⽐⼀个简单的助词“は”⾼级多了，但是否就合适呢︖对现在的我来说，除了⼤量的学习外，把握这种准确性也是必要的。从⼼态上来讲，就是要避免为了炫技⽽造成的
词不达意的现象。说了这么多，还是好想把⽇语说好︕

趙⼀⻘さんの⽇記





練成会をふりかえって

2017.11.01

練成会が終わって、⼀番⼼に残っているのはクラスメートと⼀緒に過ごした時間です。同じクラスで過ごしてひと⽉経ちましたが、クラスメート全員の名前はまだ覚えていませ
んでした。⼀度も喋ったこともない⼦も何⼈かいましたので、この練成会をきっかけにみんなともっと仲良くなりたいと思いました。

野外のキャンプファイヤーや野外炊飯など練成会が始まる前からずっと期待していましたが、天気のせいで中⽌になりなってしまい、残念でした。しかし、その代わりに屋内で
キャンドルファイヤーとドッチボール⼤会をして、楽しかったです。最初にキャンドルファイヤーをして、神聖な雰囲気に包まれました。うちH組は神⽗様から「救いの⽕」を
いただき、聖歌を歌いました。それはミッションスクールの光ヶ丘しか体験できないことだと感じました。次に、フラフープ⼤会をしました。H組は優勝し、みんな盛り上がっ
ていました。でも次の⽇はドッチボール⼤会では最下位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た。相⼿が強すぎました。

⾃由時間では、同じ部屋のクラスメートと写真を撮ったり、喋ったりしました。最初はおとなしそうな⼥の⼦に⾒えた⼦は意外に明るい⼀⽅、運動系の⼦も⼥の⼦らしい⾯があ
りました。普段の⽣活とか恋話とかいろいろ雑談して、⾯⽩かったです。しおりに書いてあった通り「寝⾷を共にすることで、友の新しい⾯を発⾒し、お互いにいっそうの理解
を深め、共に⽣きることの喜びを」味わいました。天気のせいで残念なこともありましたが、たくさんの⼤切な思い出が作れました。みんなと出会えて、本当に良かったと思い
ます。

これは⽇本語で投稿されたものです

趙⼀⻘さんの⽇記



2017.11.01花道部初体验

2017.11.01

今天加⼊了花道部，从此我就是兼部的⼈了。社团的负责⽼师先给我介绍了插花⽤的⼀些⽤具如剑⼭（排列有许多针尖的⾦属块，固定⽤），并说了⼀些基本的活动流程。我⼀直以
为花是插在花泥上的，也不不知道盆⾥要装⽔，真是学习到了。

按理说今天应该只是参观的，但因为有没来的同学，我就⽤她的花插啦。今天⼀年级的花是棉柳（⾏李柳）、⽔仙、⾦鱼草和⼭茶花的枝叶。这个季节已经有⽔仙了啊，记得家⾥的
⽔仙⼀般过了春节才会开。准备就绪了，社团的指导⽼师⽼师说基本没有什么规则，⾃由设计就好。由于是第⼀次插，也没见过多少插花作品，我就选择了最稳妥的对称构图。柳条
太长了，张⽛舞⽖的，就稍微剪短了⼀些。⽔仙⼀剪⼦下去叶⼦和花茎分开了，只能按照花原本的样⼦插在剑⼭上，没想到⽼师说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茶枝条遒劲，作为背景会很
杂乱，就将就把连着叶⼦的细枝围在底部增加层次感。这样⼀来⾦鱼草的叶⼦就显得有些多余，于是只留下最靠上的，稍微修建了⼀下让两朵花⼀⾼⼀低，这样⼀来整个画⾯不会很
死板。接下来就要请⽼师指正了，⽼师提出我这个插花排列得太密集，今天要有分散⼀点的效果，并把每⼀朵都拆下来，按照我原来的布局重插了⼀遍。不过⽤叶⼦遮住剑⼭这点做
得很好，⼜⼀次歪打正着了。

其他同学会把花带回家，但带回宿舍就不怎么⽅便，于是负责⽼师帮我把花放到了学校的前台，还说要做⼀个⼩牌⼦，这样来到前台的客⼈们就能看到这是留学⽣的插花作品了，还
有点⼩得意呢，这也算是“借花献佛”了吧。

回到教室后，指导⽼师⼜给我讲了⼀下今天的花。两位⽼师很努⼒地对我解释了“⾏李柳”的柳条在古代是⽤来编篮筐的，我说“⾏李”这个词在中⽂⾥就是“荷物”的意思，她们恍然⼤
悟地表⽰这样就说得通了，“毕竟花道本来就是从中国传来的嘛”。⽼师还问中国现在还有没有花道，我说现在传统的中国茶道正在兴起，但没怎么听说过花道，可能只有专家才会
做。⽼师⼜说如果我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京都进⾏更深⼊的学习，回到中国后就能教更多的⼈。“本⾝舶来的⽂化⼜重新传出去，真是⼀件好事啊。”

回到宿舍后我查了⼀下资料，花道的确是隋朝从中国传⼊⽇本的，最早是给佛像的贡花，后来逐渐演变成⼀种修⾝养性的艺术⾏为。在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演变，花道已经成为了地
道的⽇本传统⽂化。另外其实花道的插法也有⾮常多的讲究，⽼师试着给讲了她是哪个流派，但我并没有听懂。

茶道也类似，但现在中式的茶道也不再是当初传⼊⽇本时的样⼦，⾄少我看我妈妈操演的⽅式，就和我每周⼆做的有很⼤不同。我对花道和茶道如此感兴趣，还是因为当年看的⼩说
《阿信》⾥，虽然阿信出⾝贫苦，但只要有这两项技艺在⾝，⼈们都能⽴刻看出她曾受过良好的教育。每当有这种情节时，我都看得⽆⽐⼊迷。或者说只是因为，烹茶和去河滩上采
芒草来插花的描写实在是太美了吧。

趙⼀⻘さんの⽇記





2017.11.04 祝⼤家普通的⼀天快乐︕

2017.11.04

这个三连休⼀直在学习（和摸鱼），哪⼉都没去。所谓摸鱼就是指随便画⼀副插画，我也喜欢在学不下去的时候这么⼲。最近越来越冷了，真是感觉马上就要⼊冬了呢。我⼀到冬天
就容易感冒，今天特意画了⼀个穿着⽑⾐⼿捧热饮的⼩姑娘，看上去就暖呼呼的。想起之前在推特上看到⼀位漫画家说︓“每年这⼀天都会有⼈来祝⼀个⾓⾊⽣⽇快乐呢，但其实今
天其实并不是她的⽣⽇啦。”然后下⾯有⼀条评论说︓“那么，祝她普通的⼀天快乐（なんでもない⽇おめでとう）︕”这句话好暖，在此也送给看到这篇⽇记的各位，祝⼤家度过⼀
个温暖的冬天，也祝⼤家普通的⼀天快乐。

趙⼀⻘さんの⽇記



2017.11.02 为逝者祈求冥福的弥撒

2017.11.05

周四下午是为逝者祈求冥福的弥撒，为此特意将每节课都缩短成了四⼗五分钟，也没有扫除。虽然在宿舍每隔⼀周的周⼆早上都有弥撒，但那只是在礼拜堂⾥举⾏、最多不会超过三
⼗分钟的简短仪式，这次的则有两个半⼩时。究竟要做什么呢︖事前，我只知道弥撒是基督教的重要仪式、是对耶稣受难前最后的晚餐的重演，具体有什么活动则⼀概不知。

⼗⽉在基督教中是和圣⺟玛利亚有关的祈祷⽉，⼗⼀⽉则是追忆亡者的时节（校内⼴播⾥说的，可能听得不准确），因此在此时举⾏为逝者祈求冥福的弥撒。仪式⾮常隆重，神⽗以
及合唱团的同学们都换上了特殊的祭服，其中主持弥撒的神⽗穿的是紫⾊的，按照查到的资料来看可以做追思弥撒祭服。弥撒的流程很复杂，主要包括神⽗宣讲、唱圣歌、朗读《圣
经》等等。从玫瑰窗中撒⼊的阳光照亮了舞台，全场的⽓氛都⾮常庄重，就算听不太懂《圣经》⾥的话语，也能体会到对逝者的哀悼之情。

趙⼀⻘さんの⽇記



2017.11.08 不⼀样的年味 调理实习之正⽉料理

2017.11.08

第⼀眼看得懂整个标题的都是⼈才。诚然，在外语环境下⽣活的⼈在接触到新事物时学习的是它的外⽂名，更何况⽇语⾥⼜有那么多汉字，虽然这对翻译来说有时不是⼀件好事，但
在这⾥还是请⼤家原谅后半句标题吧，实在想不到更贴切的表达⽅式了。“烹饪课做年夜饭”总感觉怪怪的。

题外话少说，直⼊主题。今天⼜去和⾼⼆同学们⼀起上家庭科课做饭去啦，做的是新年期间吃的年夜饭（お正⽉料理），主菜是⼤虾和腌鱼，配菜是筑前煮（筑前炖鸡，味道类似素
什锦）和茶碗蒸（茶碗蒸し），甜点是甜黑⾖和栗⾦团（栗きんとん）。⽼师先做了⽰范，但这次她说的话我基本都能懂了，是不是听⼒进步了呀。

在家庭科课上，真正动⼿做饭前是要细致学习菜的烹调⽅法和⾷材⽤量的（⼤概吧），我直接跳到了做饭这⼀步，所以只能打打下⼿。不过由于整个流程都被分成了⾮常细致的步
骤，所以谁都没有那种掌控全局的⼤厨般的感觉。我和⼀位学姐先准备筑前煮，先把⽜蒡、莲藕洗净切成滚⼑块，去掉荷兰⾖的梗，将魔芋块中间划⼀条⼑痕、再拧成⿇花，是⼀套
看似简单实则有着奇妙操作的流程。另两位学姐则开始煮红薯，⼀边煮⼀边在锅中加⼊了晒⼲的栀⼦果实（クチナシの実）给红薯染上橘⻩⾊（照⽚存在⼀定⾊差）。栀⼦花很常
见，但从没想到它的果还有这种功效︔也没想到栗⾦团那种不⾃然的颜⾊是⽤的是天然的植物染料。煮好的红薯还要⽤筛⽹（裏漉し）筛⼀遍，当学姐把筛⽹抬起露出⼀盆细软蓬松
的⾦⾊碎屑时，⼤家都惊叹好漂亮，只有我⼼道看上去好好吃，仿佛⼊⼝即化⼀般。当然这只是我的想象，等它被掺上糖⽔再捏成团⼦之后，还是变成了和⼀般的和果⼦别⽆⼆致的
⼝感。

⼀位学姐去炒筑前煮了，我去准备茶碗蒸的蘑菇、蛋液和⾹菜，当然把鱼板（かまぼこ）叠成独特形状这种技术活还是要交给学姐。⼀锅筑前煮、四碗茶碗蒸竟然需要那么多昆布
（海带）和柴鱼⽚煮出的汤汁来提鲜，真是好可惜啊。我今天才明⽩茶碗蒸那种不同于普通鸡蛋羹的细嫩⼝感和淡淡⾹味背后原来是柴鱼⾼汤，也明⽩了它⾥⾯没有茶。因为⽇语⾥
的“茶碗”⼀词只有“碗“”的意思，⼀字不动地挪到中⽂⾥却会让⼈望⽂⽣义地觉得它和茶有什么关系。所以说我才不喜欢这种翻译⽅式啊，还有那本著名的《⼈间失格》，翻译成
《不配为⼈》有什么不好，连“信达雅”中的信都做不到就不要奢求什么让⼈半懂不懂还觉得很厉害的调调了。

⼜跑题了，继续说我们的调理实习。最后要做的就是等待茶碗蒸蒸熟上桌了，这段时间⾥学姐们开始⿇利地收拾厨具并清洗，我也没有闲着，拿回了碗筷后开始给鱼⾁和⼤虾摆盘。
但我做完之后才发现有⼏盘的⽵⼦图案反了，也就是⾁放反了。毕竟⽼师还特地强调了正确摆盘的重要性，于是我⼜⽤筷⼦把它们转了⼀百⼋⼗度，以为这样总算过关了，没想到学
姐看了还是皱眉头。因为我转鱼⾁时在盘⼦上留下了汤汁的痕迹，学姐索性把⾁放到⼀边擦了⼀遍盘⼦。此外我放栗⾦团时没有把放着栗⼦那⾯朝上，也要重来。由此，我对⽇料摆
盘的敬意更深了。另外，把黑⾖穿在松针上虽然看起来很奇怪，但不觉得莫名地有雅趣吗。

最后说说味道，虾和鱼都是⽼师做好的，虽然是冷的但味道⾮常鲜美︔筑前煮味道稍微淡了些，反衬得腌过的鸡⾁的味道更显浓郁︔茶碗蒸吹弹可破，就是⾹菜太冲掩盖了鸡蛋的本
味︔栗⾦团就像我上⽂提到过的，变成了那种随处可见的红薯泥团⼦，有着丝滑的⼝感和不加掩饰的甜味。我认为，这中⽆处不在的微甜就是⽇料的灵魂。不同于江浙菜那种像个咧
开嘴、露着⼩⽩⽛的笑容般的清甜，这种甜更含蓄也更温柔，如同慌忙移开视线的后浮现在嘴⾓的⼀抹笑意。但吃太久了，也会腻，我最近⽐较想尝尝那种张着⾎盆⼤⼝仰天⼤笑般
的齁甜。

我在某处见过这样⼀句话︓“这个季节的柿⼦正值旬味”，“旬味”这个美妙的词真是耐⼈寻味，简单两字便包含了等待和享受的喜悦。发掘每个季节特有的美景美味，将它们记在纸
上、放进肚中、留在⼼⾥，这便是“雪⽉花”之趣的传承吧。真正的⽇本⼈家中做的年夜饭会是什么味道呢，真期待啊。

另外，在此特别感谢翻译⽼师。我知道把我的⽇记翻译成⽇语⼀定很⿇烦，以后会尽量使⽤简单的词句的，真的⾟苦您了︕

趙⼀⻘さんの⽇記





2017.11.08 花之时

2017.11.08

调理实习⼀结束，就到了下午的社团活动时间。今天的花是⾦雀花（エニシダ）、透百合（透かし百合，⼀种颜⾊较淡的橘⾊百合，故得此名）、康乃馨（カーネーション）和⼀种
不知道中⽂名的植物（ゴットン）的叶⼦。

这次我就是正式作为社员插花啦。⾦雀花细长的枝条真是奇妙，我⼀开始还以为这是空⽓凤梨（エアパイナップル）之类的热带植物呢，⽼师说春夏时节会开⼩⼩的花。可惜百合还
是花蕾，我⼤概看不到它开放的样⼦了。最后拆开⼩包装看到康乃馨时，因为终于看到熟悉的花⽽⾼兴了⼀下。

这次基本还是乱插，负责⽼师⼤概是看不下去了，告诉了我⼀个最基本的切⼊点︓构造三⾓形。不⼀定仅限于同⼀种类或者颜⾊的花构成的连线，⼀花⼀叶之间的⾼度差都可以塑造
不同的三⾓形。⼀边插⼀边构思“这样就⼜是⼀个三⾓形”，⾮常有趣。还有冬天很冷，所以要⽤叶⼦围住剑⼭以给⼈温暖之感︔夏天同理则需要稀疏⼀些。接下来指导⽼师来看我的
作品时，提出了整个构图需要更有层次感，从侧⾯看不能是⼀个平⾯的建议。还有把半开的花稍微⽤⼿揉开⼀点、按照花蕾开放的顺序调整朝向等⼩提⽰。听到这⾥，我想着来都来
了，索性多问⼀些问题。好在⽼师们都⾮常乐意为我解答，还有电⼦词典在⼿，所以接下来的花道⼩讲堂让我受益良多。

接下来关于花道的内容结合了⽼师所讲的内容和我查来的资料，如果有错误请⼀定指正。

⾸先，⽼师所在的流派是“池坊流（池坊）”，是花道的“三⼤流派”之⼀，也是由佛前贡花所演变⽽来的、⽇本最早的花道流派。池坊流的主要花型有三种，分别为⽣花⽣花、⽴花⽴
花和⾃由花⾃由花。前⼆者随着时代的变化各⾃演变出了与“正风体（正⾵体）”相对的“新风体（新⾵体）”，后者则本⾝就是随着明治时期⽇本⼈⽣活⽅式变化⽽产⽣的新的花型。

每种花型都各具风姿，⽽⽼师今天主要给我讲的是⽣花。不同于⽴花的⼤型与复杂，⾮常简约。它由“真（しん）”、“副（そへ）”、“体（たい）”三部分组成，分别象
征“天”、“地”、“⼈”或“现在”、“过去”、“未来”。所以可以⽤花、叶与花蕾进⾏构图，⽽旧风体更是只由三枝花草构成，交相呼应，体现的是调和之美与“减”的思想。

当然，现在社团中同学们做的都是规则最少的⾃由花，⽴花和⽣花条条框框⽐较多，初学者不易上⼿，⽼师⿎励我回国后可以继续学，我也很想继续深⼊了解下去。不知为何，正是
这种对表现形式的限制和表现思想的统⼀最为吸引我。

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化的表现形式可能会变化︔但其核⼼所表达的对于美与快乐的追求⼀定能够跨越时光⽽流传。通过这次花道的学习，我更加坚信这⼀点。不再固守旧制、⽽
是积极寻求在新时代的存续⽅式更为重要。这种⾰新本⾝既是传承，也是发展。所有传统⽂化，也不过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喜欢的流⾏⽂化罢了。

另外，池坊流官⽅的学习会好贵哦。不过重点是我居然真的去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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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2 和⾝边的⼈共处的时间〜说说唱唱

2017.11.12

这⼀周其实在学习和⽣活习惯上也有很⼤进步，⽐如坚持⼗⼀点以前⼊睡。但最想说的还是和⾝边的朋友们⼀边说说唱唱⼀边共度的时光。

关于说，除了说⽇语以外，还有说英语。本周周五有⼀个午餐会，可以和学校的英语助教⼀边⽤英语对话⼀边吃午餐。为了不让⼤脑⾥控制英语的那部分锈掉，我也报了名。餐会
上，⼀开始我有点不好意思，只在轮到我的时候回答问题。不过我很快就放松了下来，在聊到关于⾃⼰想去的地⽅时，我给⼤家解释了⼀下助教所说的公路旅⾏是什么︔话题不知怎
的扯到了最喜欢的迪⼠尼⾓⾊上，很多同学最喜欢的都是东京迪⼠尼的吉祥物⼩熊Duffy，⽽她最喜欢的竟然是⽊兰︕我稍微介绍了⼀下⽊兰的故事和《⽊兰辞》，但也补充道︓“其
实这⾥⾯的中国元素有的并不是很……怎么说呢，⽐较不同。⽐如说我们⼀般不挂绿⾊的灯笼，⽽且也不会养龙啦。”午餐会很快就结束了，不过我倒是再次意识到了我使⽤不同语
⾔的时候性格真的会有微妙的不同，除了语⾔本⾝的特点之外，也有我的主观感受在起作⽤吧。

唱是两件事，⼀件是我们的近期为合唱⽐赛（合唱コンクール）所做的准备，另⼀件则是周末和来⾃中国的赵学姐还有台湾来的留学⽣⼩罗⼀起去KTV（カラオケ）。

先说前者。我们班的⾃选曲⽬是结（結―ゆいー），我唱中声部，时⽽和⾼声部⼀起飙⾼⾳、时⽽和低声部交错着浅唱。⼤家的声⾳都⾮常动听，负责钢琴的同学弹出的伴奏让整⾸
曲⼦有⾏云流⽔之感，指挥也姿态优雅、有模有样。每次唱完我都沉浸在与⼤家的⼼紧紧相连的感动中，但同学们始终能提出各种需要改正的地⽅。合唱部的同学们要我们在演唱时
不仅仅把歌词唱出来，更要将⾃⼰亲历过的经历与真实情感带⼊每个关键词。每天早上的晨练能督促我早早上学，因为除了早上有社团活动的同学外⼤家都尽量准时，我也不能拖⼤
家后腿。班主任⽼师说⼤家可以试着冲击⼀下冠军，但我觉得即使不说⼤家也都是这样想的，只要听这个歌声就明⽩了。

再说今天（2017年11⽉12⽇，星期⽇）快乐KTV的之⾏吧。我还是头⼀次周末起这么早，⼀路狂奔去赶电车。KTV允许⾃带⾷品饮料，房间⾥还有可爱的⼩滑梯。⼩罗晚点才能
到，我就先和学姐唱。我因为常年看动漫，所以积攒了好多喜欢的⽇语歌，没想到唱了⼏⾸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喜欢的歌竟然惊⼈地相似。唱KTV最令⼈烦躁的就是别⼈唱你根本没
听过的歌了，所以能遇到⼀个和你听同⼀类歌的⼈是多⼤的幸运啊，特别是学姐的声⾳婉转华丽，和我⽐较平稳的娃娃⾳刚好互补。我们唱了好多需要合唱的歌曲，明明是第⼀次却
配合得⾮常默契，真是畅快。⼩罗来了之后我们⼜发现这⾥居然还有好多中⽂歌，于是三个⼈⼀起唱了童年经典曲⽬“隐形的翅膀”，⽚假名注⾳的字幕真是好有意思啊。

从早上⼋点开始，最后⼜续了⼀个⼩时才差不多唱完了所有想唱的歌。早饭只吃了便利店买的⾯包，午饭则是车站旁边的店⾥吃的好吃的中华料理套餐。今天真是过得太充实了。如
果还有机会的话真想多来⼏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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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8 爵⼠乐之街冈崎︕（Jazzの街岡崎）

2017.11.19

九⽉份刚刚到这⾥时，我就看见了许多关于爵⼠乐之街冈崎的宣传海报之类的。不光是教室后⽅的板报栏还是地下通道的墙上，都在为其造势，却⼜显得很神秘，连演出地点都没
有。其实我对爵⼠乐的了解仅限于⼏⾸歌，但也⼀直在留意关于这个演出的信息。等到⼗⼀⽉后，我终于在⾳乐教室前发现了它的传单。看了传单我才知道原来这不光是在某⼀个展
厅的单独演出，⽽是⼀场全城范围的展演，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都有⾳乐家来演出，真不愧是爵⼠乐之街啊。

考虑到最近的时间和交通⽅便，我选择了今天在AEON的⼀场半个⼩时的⾳乐会，顺路去剪个头发。今天⼀天⼀共有四场，我可以看⼗⼀点和下午⼀点的两场，分别是不同的⾳乐
家。可惜明明在去的路上⼀直都在确认地点，但还是在⼀个错误的舞台边⼲等了半个⼩时，最后窝着⼀肚⼦⽕先去理发了。如果不是我下午快⾛的时候偶然路过了⼀层中⼼的休息
区，看到台上的架⼦⿎和钢琴，我恐怕就要⼀路埋怨着回去了。运⽓真好，这⼀场刚刚要开始。

还有⼀个多⽉才到圣诞节，但圣诞树已经早早地⽴起来了。圆形⾛廊的中央吊着银⾊的装饰，在蓝紫⾊的灯光下如同细雪般闪耀。就在这种如梦似幻的氛围中，演出开始了。不光我
⾝边的⼴场上座⽆虚席，连头顶也有顾客驻⾜欣赏。

这⽀四个⼈的⼩乐队由来⾃爱知县各地的⾳乐家组成，是最基本的编制︓钢琴、萨克斯、架⼦⿎和低⾳提琴。即使仅有这些，演奏出来的乐曲也⾮常令⼈陶醉。钢琴空灵轻盈，萨克
斯回味悠长但不轻佻，低⾳提琴厚重低沉，架⼦⿎打着节奏，擦出迷⼈的旋律。⿎⼿⼩哥哥特别可爱，会跟着曲⼦的情绪⼀会⼉皱眉⼀会⼉微笑。四个⼈配合的⾮常默契，因为没有
指挥所以都是通过眼神来判断切⼊的时机的。虽然不是熟悉的曲⼦，但通过他们精湛的技艺让⼈觉得仿佛很久之前就听过⼀般，即使是圣诞节的歌曲也带着暖意。果然爵⼠乐还是适
合在秋天慵懒的午后听啊，这种沉稳⽽不失华丽的氛围，有如午觉醒来时残留在脑海中的梦境，陌⽣、惊艳却令⼈顿⽣⽆限温柔的怀念。

曲终⼈散，从被妈妈推在婴⼉车⾥的孩⼦，到⽩发苍苍、结伴⽽⾏的⽼⼈，⼤家都在同⼀个短暂的午后享受了⾳乐的美好。真好啊，爵⼠乐之城。即使在这种⼩⼩的城市，也有和⾝
边的⼈们⼀起分享爱好的机会，连本来阴⾬纷飞的⼗⼀⽉也变成了梦中的⾦秋。

趙⼀⻘さんの⽇記





2017.11.19越来越冷的⽇⼦⾥

2017.11.19

本周开始于⼀场来⽆影去⽆踪的感冒。在我写下这些⽂字时我差点都快忘记这件事了，但事实上⼀直到周三我都饱受其苦。上周⽇我婉拒了⽼师给我⼀床厚被⼦的提议，结果第⼆天
早上起来⿐⼦就不通⽓了。整整⼀天头昏脑涨下来，感冒更加严重，但我⼜恰好没带感冒药，宿舍⾥也没有存货，还是从学校⾥修道院的修⼥处借了⼀瓶预防感冒的葛根汤。真是雪
中送炭，帮⼤忙了。第⼆天早上虽然我还没好全，但⾄少有了些⼒⽓，当天放学后就去学校附近的药店买药了，顺便还买了⼀⼤堆防寒的保暖内⾐和连裤袜之类的。原以为带着和在
北京时⼀样厚的⾐物就⾜够了，却忘记了北京⼀⼊冬就有暖⽓，室内反⽽相当暖和。现在宿舍⾥虽然也有暖⽓，但夜幕降临后还是很冷。吃过药⼜贴上暖宝宝后，感觉舒服多了。

然后周三和周四基本就只有不时还会咳嗽了。我这种容易感冒的体质，果然还是要提前准备好药啊，希望能吃⼀堑长⼀智。

周四就是合唱⼤会的期中发表了。虽然并不算是预赛，但据说这次的排名和决赛的结果差不到哪⼉去，所以⼤家都在⾮常尽⼼地准备，每周三次的晨练也改成了四次，能来的⼈都来
了，我反⽽因为感冒晚来了⼏次。现在再唱的时候，我也在每⼀句歌词中代⼊了⾃⼰的感情，严格按照同学们说的控制强弱的变化。之前⼀直觉得⾼⾳部的声⾳压过了中和低，但现
在已经完全感觉不到了，可能是因为我也拿出了⼤声唱的⾃信吧。现在⼤家唱得真是毫⽆瑕疵，和声也美极了。虽然在全年级⾯前唱有些紧张，我⼜站在第⼀排中间，但随着伴奏的
第⼀个⾳响起，⼀种安⼼感便取⽽代之。看着指挥的同学优美的动作，我能感到H班的所有⼈都在我⾝边，我们马上就要⽤同⼀个声⾳歌唱了。

最后的成绩相当好，我们和C班并列第⼀。这还是班主任⽼师投票时没有投给⾃⼰班的结果，⽼师⼜被⼤家笑着埋怨了⼀通。其实我当时有⼀处激动得唱到⾼声部去了，但除此之外
我都对⾃⼰⾮常满意。马上就要到考试周了，能有这次活动真是开⼼啊。

趙⼀⻘さんの⽇記



⼗⼀⽉の⽇記 好きな学校の授業―現代社会

2017.11.23

私は今、岡崎のミッションスクール、光ヶ丘⼥⼦⾼校の国際教養科で授業を受けています。社会科の授業では、⽇本史だけでなく、世界史の授業もあり、宗教史やアジア史など
も勉強しています。その中で私が⼀番好きなのは現代社会の授業です。「現代社会」といっても、実際の現実社会についての学習というより、現代史の学習といった⽅がいいか
もしれません。⼗⽉の中間テストまでは冷戦について学び、中間テスト以降は宗教史を学んでいます。現代社会の授業では、今がどのような世界なのかを教えるのではなく、ど
うして今の世界ができてきたのかを教える教科のようです。

私は⼩さい頃から、ずっといろいろな国の⼈々がそれぞれどんな⽣活をしてい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に、とても興味を持っていました。「同じ⼈間だけど、どうしてみんな違うか
な」などと思っていました。世界の多様な⺠族と⽂化や宗教などを勉強してみ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した。それは⼤きくなった今でも変わっていません。⾼校⽣になった今の私は世
の中で起きている嬉しいことも悲しいことも理解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そして以前にも増して世界に向けての好奇⼼は旺盛になって、いろいろ勉強したいという気持ちも強
くなりました。時々私はこんな⾵に考えます。「私たち⼈間というのは、とても素晴らしい偉業をなり遂げることができる⼀⽅、⾃ら苦しみや憎しみを⽣み出し、それを繰り返
す。」それはなぜなのだろう、と。これを何とかいい⽅向に変え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のだろうかとも考えます。その答え、解決法を探るには、やはり歴史に学ぶ必要があるのでは
ないか。

そのため、まずは基本的な知識をちゃんと押さえておくのが必要だと思います。今、現社の授業では宗教を扱っています。キリスト教と仏教とイスラム教はもちろん、ほかのユ
ダヤ教や神道など⺠族宗教の特徴や理論などいろいろ学びます。それらの宗教を⼀度に⾒るのは、私にとって初めてのことです。それぞれの考え⽅を⽐べられ、とても⾯⽩いと
感じました。もっと詳しく知りたいと感じました。現社の授業を通して、信仰や⽂化が違ってもお互いにその違いを認め、理解し合うことの⼤切さを学びました。グローバル化
が進んでくる現在は、さらに重要なことだと思われます。そういうことに気づかせてくれたので、現社が私の⼀番好きな授業になりました。

これは⽇本語で投稿されたものです

趙⼀⻘さんの⽇記



2017.11.23 学习⼀门语⾔

2017.11.23

最近准备12⽉的N1考试忙到不⾏，根本顾不上学校的期末考。虽然⽼师说不⽤太在意成绩，但怎么说也学了⼀个学期，还是想最后能有⼀个好成绩的。

周⼀晚上和⼏个住宿同学聊了聊天，聊着聊着说到学⽇语，⼤家都兴致盎然地想来我房间看我的阅读题。要不是她们来了我可能⼀整个冬天都不会知道我没开暖⽓吧……⼤家纷纷表
⽰这都什么奇妙的阅读题，看语法题时也不能全对。我觉得这就像我当初看⾯向外国⼈的汉语考试题⼀样，我⾝为⺟语者反⽽是不知道中⽂⾥有语法的，⼀切都靠⽇常的听说积累。
这就像同学们告诉我她们在做动词变形时都是⾃然⽽然的⼀样，说话时并不需要先想出动词原形再根据规则变形，也可能对她们来说这些词本⾝就是直接印在⼤脑⾥，随时可以调⽤
的。

关于N1我备考的⽅式⽐较死板，⽽且由于时间紧张，完全就是死记硬背。语法就抄重点、背例句，单词就反复写，阅读靠刷题，听⼒根本没时间准备。我也知道这样积累下来的都
是短期记忆，真正全⽅⾯的素养还是要靠⼀篇⼀篇地改作⽂这种⽅式⽇积⽉累地培养，像本⽉的作⽂⼀样。我是第⼀次⽤⽇语表达⼀些思想性较强的内容，之前⼀直是简单地叙事。
相应地，我从动漫中学到的⽇语让整篇⽂章显得⾮常中⼆病。⽼师说这是“脑⼦⾥有语法和词汇，却做不到⾃然⽽然的表达”所造成的，也是学习外语的必经之路。虽然满篇的批改还
是让我伤⼼了⼀下，但这个过程还是让我受益匪浅。我更喜欢的是这种学习⽅式，但没办法，毕竟是应试学习，苦⼀点也是正常的。⼀直以来我都把⽇语学得太轻松太愉快了，现在
⾟苦⼀下是好的。我⼀直相信任何深⼊学习的过程必然是⾟苦甚⾄痛苦的，否则成功就会轻易降临到每个⼈的头上。

话虽如此，如果只是浅尝辄⽌，那么所有学科都是令⼈愉快的。⽐如我们班不少同学们对中⽂⾮常有兴趣，每天中午的扫除结束后，同学们便缠着我问某个词⽤中⽂该怎么说。不涉
及语法是多么快乐啊。现在“⼩⻘的中⽂课（⻘ちゃんの中国語レッスン）”已经教了“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加油”、“知道了”、“我的名字叫”、“你的名字叫”、“我爱
你”、“我喜欢你”、“我是某某某的粉丝”和从⼀到⼗的数字这些简单的⽇常会话了，希望明年来到光之丘的留学⽣不要被⼀群流利地说着“你好”的学姐们吓到呢︕我还补充了不少奇怪
的⼩知识，⽐如“再见”和“拜拜”的区别、⽇⽂⾥作“学习”之意的“勉強”⼀词在中⽂⾥是“勉为其难、乱来”的意思之类的（だから勉強しないでね）。最有趣的还是和教⼤家数字对应
的⼿势，我也是偶然在想起从六到⼗的⼿势不同这件事的，没想到⼤家特别有兴趣，都和我学着如何做竖起拇指和⼩指⽐出“六”。⼤家还问我⽼师名字的中⽂发⾳让后⼤声叫⽼师的
中⽂名，⽼师⼀脸茫然的同时我感到⽆⽐亲切。⼀次，园⽥同学和⽔越同学突然问我“毎⽇”该怎么说，我告诉她们说是“每天”，她们突然对我说︓“⻘ちゃん、每天谢谢（毎⽇あり
がとう）。”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每天谢谢”包围了，⾝边的同学们都⽤略带⼝⾳、⽆⽐真挚的声⾳说道︓“每天谢谢。”⽼实说，在异国他乡听到外国朋友们⽤⺟语对你表达
感谢，是⼀件能令⼈感动到落泪的事，于是我也⽤中⽂回应道︓“好的，每天谢谢。”

下个学期国际教养科有中⽂的选修课，据我所知我们班已经有三个同学想报名了。希望⼤家能感受到中⽂的美，也希望她们能有朝⼀⽇对我说︓“⻘ちゃん，ʻ谢谢有你的每⼀
天ʼ。”因为这也是我想⽤我故乡的语⾔对她们说的话。

趙⼀⻘さんの⽇記





2017.12.03 N1 我所期待之物

2017.12.05

好久没写⽇记了。这段时间主要还是为了准备12⽉的这次⽇语能⼒考试，忙得晕头转向的。现在考试已经结束，终于有机会久违地放松⼀下，趁还没有忘记这些事的时候把它们写
下来了。

⼤概是因为终于可以⽤⼿帐了吧，短短的⼀周过得很快却也很充实。其实这⼀周发⽣了好多事，但因为篇幅有限就放在下⼀篇⽇记⾥说吧，这⾥主要讲讲能⼒考试。

就像我说过的，我现在的⽇语⽔平处于⼀个⽐较尴尬的情况，看起来似乎可以和国际友⼈谈笑风⽣，但实际上在语法和单词上都有很多漏洞。⼀开始我是打算好好从最基础的N5开
始梳理⼀遍的，结果时间严重不够，语法停留在N3开头、单词则连N4都没结束就开始慌张地准备N1了。太难看了对吧，所以当时我满⼼只想着及格就好，刷⾼分等到7⽉的重考。

即使是这样，今天早上，也就是考试当天，我⼿上也只有N1语法总结和不到总数三分之⼀的单词积累，以及没法量化的阅读刷题经验。我就带着这些轻飘飘的⾏李，⾛进了严冬⾥
这个难得的艳阳天。去车站的⼀路上，我反复告诉⾃⼰不要为这个焦虑、做好⾃⼰能做的就⾏了什么的，但还是莫名其妙地丢了IC卡，最后抢在车门关上的最后⼀分钟搭上了电车。
窗外飞驰⽽过的是半荒的农⽥，车厢⾥叽叽喳喳地说着话的全都是和我去同⼀场考试的⼈。参加这场考试的⼈都是外国⼈，熟悉的汉语、⿐⾳很重的韩语和叽⾥咕噜的阿拉伯语在⼀
⽅狭⼩的车厢⾥此起彼伏，不知道为什么让我安⼼了不少。⾝旁的阿姨们谈论着⾃⼰的⼯作和家庭，后⾯有年轻⼈的声⾳抱怨着⾃⼰还没看完N3的语法，我⼀边听着，⼀边垂死挣
扎般看着单词。

这次考试的地点在位于⼭上的爱知产业⼤学，所有⼈都在藤川站下车了。应该是因为附近有考试的缘故，车站多了很多勤务员，出站后还有专⼈举牌⽰意考⽣去坐免费的⼤巴上⼭。
时间还很充裕，我就先去了附近的便利店买午饭。没想到这家店⾥没有桌椅，我只能在外⾯的长椅上吃便当了。旁边有⼏个中东⼈努⼒和同伴⽤⽇语交流着，我听到有⼈艰难地说了
⼀句︓“汉字真难。”

然后我就去坐巴⼠了。正值秋叶变⾊的时节，整座⼭的颜⾊斑驳绚烂，⾮常美。在⼭顶⼜可以鸟瞰整座银灰⾊的城市，可以说⾮常有眼福了。但我只有在下⼭时才有了观赏的⼼情，
上⼭时我的⾝⼼还泡在⽆数语法点的海洋中，⽆⼼去看。来早了的我和其他近百名考⽣⼀起在考场前等待⼊场，我最后还是放下笔记，去刷了⼀会⼉朋友圈。不少⾝在国内的同学们
也要和我在同⼀时间考试，我给他们的朋友圈都点了个赞。

这次考试⽐我在国内考得要有仪式感得多，⼩到装⼿机的塑料袋，⼤到严格的⼊场、休息时间以及对考场纪律的详细描述，都让⼈莫名地认真了起来。虽说⼋成是错觉，但我总感觉
监考员⼩哥哥特别认真的看了好⼏次我的卷⼦，⼼⾥有点⽑⽑的。但说到考试的题⽬呢，其实和我想象中有很⼤不同。也不是没做过模拟题，但翻开卷⼦时⼼⾥还是咯噔⼀下。怎么
说呢，N1词汇三千多，N1语法两百条，真正考试的时候却“弱⽔三千，只取⼀瓢”。语法好⽍还可以填⼀个⾃⼰觉得正确率⽐较⾼的答案，词汇不记得就是真的不记得了。想通了这
⼀点后我就很顺畅地来到了阅读部分，感觉阅读题⽐平时练习的要容易呢。⽂章的内容都很有趣，即使不是作为考试题我也愿意⼀⼝⽓读下去。或许题未必都能做对，但⽂章的意思
基本都理解了，这样我就已经很满意了。听⼒可能是因为我这三个⽉来每天都能听见⽇语的原因，字正腔圆的“男の⼈と⼥の⼈が話しています”⽐⽇常⽣活中⼀⼤堆吞⾳变⾳的对话
要好懂多了。听不懂的地⽅⼤多是因为词汇量不够，看来接下来要多背单词了。

考试很快就结束了。⾛出考场，迎⾯吹来⼭间微凉的晚风，天边还剩最后⼀抹⽇光。真的结束了啊，就在⼏⼩时前我还⼀直渴望着这⼀刻，但真的来临时⼜觉得⽆所适从。我是通过
设定⽬标给⽣活增加紧迫感和仪式感的，现在这个让我⼼⼼念念、断断续续地准备了三个⽉的考试，这个⽐我眼下真实⽔平要⾼的考试，这个被我当成⽇语学习中的⼀顶桂冠的考
试，真的结束了。虽然我总是告诉⾃⼰失败了也没关系，七⽉还有⼀次机会︔可我⼼⾥⼀直有⼀个不⽢⼼的声⾳。在刷题刷到要把笔捏断的时候、在练听⼒错过稍纵即逝的听⼒答案
的时候，我总听见它说︓“如果能合格，那多了不起︕”了不起，这三个字⽀撑我⾛了好远，远到现在这个在我梦⾥也不曾出现过的地⽅。⽽现在，我是不是可以再次调⾼⾃⼰对“了
不起”的定义了呢︖

下⼀趟车还有半个⼩时，考试结束后急着回家的⼈挤满了整个车站⽉台，天已经彻底黑了。在摇晃的电车上，我不禁想问这⾥是不是他们梦⾥的地⽅。

回到宿舍后，我以为⾃⼰会彻底放松下来，没想到⾝体已经有了惯性，催我⼜背了⼏个单词。只是这⼀次不能再匆匆扫⼀眼就放过了。毕竟在我⾛出考场之时，下⼀场考试的倒计时
已经开始，⽽现在正是最早的时候。

趙⼀⻘さんの⽇記





2017.11.27谢谢你们在我⾝边（上）

2017.12.20

⼀下拖了三周，我真厉害。这段时间发⽣的事太多了，每天都有那么多值得写的东⻄，每天都没空写，⼀点点补上吧。

从我上⼀篇⽇记就能看出我备考这⼀周有多累了，要复习的东⻄堆积如⼭，每天上午还要去考两个⼩时的期末考。考完试回来第⼀件事不是捡起两⼩时前刚刚放下的语法书，⽽是回
房间以补觉之名玩玩⼿机，放松⼼情。虽说会累成这个样⼦完全是我⾃⼰时间规划出了问题，但疲劳感是真实的，哈哈。就在这种着急得不⾏的关头，还发⽣了⼀件让我纠结的烦⼼
事。但也是它让我意识到了和⾝边⼈们的关系的可贵。

我从国内带来的⼿机，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不了流量了。⼿机信号突然变成零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学校附近施⼯导致信号不好，也没太往⼼⾥去，反⽽因为能够专⼼学习了还有些
⾼兴。但等到第⼆天早上重启⼿机发现还是没有变化，我有些慌了。⽽且宿舍的其他同学的⼿机都还可以正常使⽤，也就是说明完全是我⼀个⼈的问题。如果⼀直没法⽤我⾃⼰⼿机
的流量，就相当于断了我和家⾥唯⼀的联系⽅式。要知道在这之前我⼏乎每天晚上都和家⾥汇报情况，虽然只是闲聊⼏句，有时还疲于回应爸妈的嘘寒问暖︔但我知道这是他们关⼼
我、确认我⼀切安好的⽅式，所以⼀直保持着联系。已经⼀夜没说过话了，万⼀他们再等不到我的回应该有多担⼼啊。我觉得还是不能这样下去，就⿎起勇⽓，向⾃习室⾥说过⼏句
话的同级⽣⼩R搭话了。

⼿机上空⽩的信号栏和我因为焦急⽽乱成⼀团的表述总算还是让⼩R了解到了发⽣了什么事。我的本意只是想问问她能不能开⼀下个⼈热点，好让我⽤中⼼发的智能机和⽗⺟紧急联
系⼀下，因为如果没有本台⼿机的授权就没法在新⼿机上登录微信。她虽然没有理解我的意思，但也替我着急了起来，还特地⽤Line问她爸爸该怎么办。这⼀下附近的同级⽣们都注
意到了我们这⾥，另两个同学也悄悄来问发⽣了什么。⼩R解释了⼀下，⼤家都束⼿⽆策。⼀群⼈在⾃习室⾥压低声⾳叽叽喳喳会打扰其他备考的同学，我们就⼀起去找了宿管⽼
师。宿管⽼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她看到我流量的运营商后，告诉我车站旁边有⼀家实体店，我可以去问问。但现在时间太晚，我⼀个⼈⼜容易交代不清楚智能⼿机的问题，索性
⼀通电话打到了教师办公室，请⼀位⽼师在明天考完试后带我去。这下⼤家宽慰了我⼏句，赶紧回⾃习室继续复习了。我本以为能够在⼏分钟内解决，但⼤家如此为我着想、替我担
⼼的样⼦让我在感动之余也不禁焦急了起来。此外她们在这⼀个⼩时内抛开明天的考试替我出谋划策，更让我深切地感受到⾃⼰给⼤家添了多少⿇烦，为此更是寝⾷难安，连晚饭都
没了胃⼝。⼀想到还有期末考和能⼒考的事，我整个⼈都要崩溃了。就在我⼼乱如⿇地吹头发时，⼀旁的⼩M突然主动告诉我可以借我她的WiFi⽤。我们⼀起来到了她的房间，她帮
我连上了WiFi，还⽆⽐贴⼼地告诉我在⼿机修好之前可以随便⽤。我顿时安⼼了下来，她是天使啊︕

多亏她的帮忙，我把发⽣的事都告诉了⽗⺟。没想到这两个⼈居然完全没有注意到我这⼀整天异样的安静。晚点名前，⼩R⼜根据运营商官⽹上的攻略帮我调试了⼀番，⽆果。我感
谢了她和她爸爸，说没关系，明天我就会去修了。（未完待续）

趙⼀⻘さんの⽇記



2017.11.27 谢谢你们在我⾝边（下）

2017.12.28

等到第⼆天，我带着各种证件和在国内买流量卡的说明书来到了实体店。⽼师帮我解释了⼀下发⽣的问题，没想到店员⼩姐⼀听这是在中国⽹购的卡就⾯露难⾊，也不知道卡上的编
号是什么意思，说如果是在国外买的卡他们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办。我的⼼都沉了下去，但还是保持着冷静。不知为何，我虽然觉得它坏得蹊跷，但总归是能修好的。所以我在经历
了昨晚剧烈的情绪波动后，对这件事反⽽产⽣了⼀种奇妙的平常⼼。我们按照电源⼩姐给的客服电话打了过去，听着对⽅⽤刻意放慢速度的问题，居然有种听N1听⼒的错觉︔在对
⽅⽤充满歉意的声⾳告诉⽼师这个他们修不好的时候，我还有闲⼼去东想⻄想，也就是现在我还可以享受⾝为⼩留学⽣的优待，⼀年以后我再次来到⽇本的时候就只能⽤我⾃⼰的能
⼒去解决⽣活中遇到的⼀切问题了。以我现在的⽇语能⼒连标化考试的听⼒都没法全做对，真的遇到需要向真⼈寻求帮助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活可⽐出卷⽼师想的复杂多了……

最后我终于回到了宿舍。报告了这个令⼈绝望的消息后，我开始试着把卡拆下来重装，⾃然也是没什么⽤的。另⼀边妈妈也⼀直没闲着，⼀直在联系⽹店的客服⼈员。通过⼏番复杂
的信息传递后，客服确定了问题出在什么地⽅，然后告诉我，只要把误关掉的⼀个服务打开就好了。我⼀点，熟悉的两格信号就回到了⼿机上。这个让我两天都没⼼思学习的问题就
这样轻易地迎刃⽽解，快到我不知该作何反应，只能笑笑作罢。接下来⾃然是向为我担⼼了许久的⼈们传达这个好消息咯。除了宿舍的⽼师同学，还向带我去实体店的⽼师表达了谢
意。⼤家都还有些错愕，不过事件迎来了圆满的结果⾃然还是欣慰的。

时隔三个星期，回想起这件事是也已经⾮常平静了︔但在那个下午扑⾯⽽来的孤独感和⽆助感还是令⼈记忆犹新。我⾃诩适应能⼒强，但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还是会不由⾃主地觉
得︓“要是在家多好︕”在熟悉的环境中，总有⼈替我处理问题，⽽在这⾥我更多依靠⾃⼰。好在我⾝边还有这么多不怕被我⿇烦的⼈，她们的热情帮助让我觉得就算诸事不顺，这个
世界也不算太糟糕。

趙⼀⻘さんの⽇記



2017.12.05 年末活动（⼀）当初为什么会期待⼤扫除︖

2017.12.29

能⼒考结束后对我来说就像已经放假了⼀样，耶。由于光之丘是教会学校，所以第⼆个学期结束得⾮常早，留出将近⼀个⽉的时间举⾏以圣诞歌舞剧为⾸的各种学校活动。因为这些
活动⽐较紧凑，我想着⼲脆凑成⼀个年末活动系列的⽇记来写算了。由此，就有了这个系列的第⼀篇，也就是本篇宿舍⼤扫除。

⾔归正传，当初为什么会期待⼤扫除︖可能是因为提前好久就贴出了⼤扫除的通知，⽽且就在能⼒考结束的那天，所以显得像某种庆祝活动⼀样。⼀直到即将过年时，我才反应过来
这就是在各种⽇本风⼟⼈情介绍的⽂章⾥读到的年末⼤扫除̶̶之前我⼀直以为是为了迎接放假什么的。我喜欢让⾃⼰周围的环境⼲⼲净净的，所以并不怎么排斥扫除，哪怕很累
⼈。但顾名思义，⼤扫除⽐起平时的扫除规模更⼤，相应地也更累。4号那天，我被分到了⾷堂扫除。⼀开始我以为只是擦擦桌⼦扫扫地之类的活⽽已，很快就能结束，所以只穿着
⼀件薄衬衫就去了。没想到⼈都到齐了之后，组⾥的前辈⼀拍⼿说道︓“好，先搬桌⼦吧。”

然后⼤家就开始把⾷堂⾥的长桌⼀张张垒起来堆在墙⾓，椅⼦也统⼀收到过道⾥，开始擦地了。如果只是⽤抹布擦地倒也罢了，没想到是⽤那种厨房清洁⽤的⼩⽩块海绵⼀点点擦⼀
年累积下来的污垢。我蹲着擦了⼀会⼉腿就疼得不⾏了，索性跪了下来，⼤不了就洗裤⼦吧。海绵⾮常好⽤，⽆论什么脏东⻄⽤⼒擦⼏下就都掉了︔但数量有限，⼀块脏了放在⽔⾥
洗⼲净拿出来继续⽤，实在⽤不了了再去换另⼀块。我们组所有⼈就这样各⾃负责⼀⼩块区域，学姐⽤⼿机放歌给⼤家听，⼤家⼀边扫除⼀边苦中作乐般跟着哼歌。我意识到今天的
扫除绝对⽐我想象中漫长，打了声招呼回屋穿上了厚外套。⼏个⼩时在不经意间缓慢地流逝着，捏着⼀块黑乎乎的海绵同不知何年何⽉留下的⽔渍作⽃争真是⼀件苦役，我已经擦得
腰酸背痛了，但前辈看了我擦过的地⽅后⼜重新擦了⼀遍，⼼⾥还是有点⼩⼩的挫败感。陆陆续续有做完了的同学过来帮忙，最后所有⼈都聚集到⾷堂来了，进度⼀下快了很多。最
后总算每个⼈都直起腰来了。我⼀边在⼼⾥庆幸着终于解脱了⼀边飞快地帮着摆桌椅，焦急地看着检查的同学们四处审视，直到她的⽬光落到微波炉上̶̶我们没有⼀个⼈想起来微
波炉还需要清洁。于是我赶忙收拾了⼀下已经累得不想动的⼼态，和⼤家⼀起⼀点点除去微波炉内壁⾥积了⼀层的⾯包渣。等终于听到宿管⽼师的那句“⼤家⾟苦了”并领到慰劳点⼼
时，⾷堂墙上的时钟指针已经越过了⼗⼀点，尽管它快五分钟。

第⼆天的鞋柜扫除就轻松很多了，⽆⾮就是把⼤家鞋柜⾥的灰尘扫出来再拿湿抹布擦⼀遍⽽已，早早就结束了。之后反⽽是打扫⽞关时还要洒⽔什么的，废了⼀番周折。就像昨天其
他同学们来帮忙⼀样，今天轮到我们去帮助洗⾐房的同学们了。幸好我们到的时候洗⾐机已经打扫完了，我⼜像昨天⼀样擦了⼀会⼉地。虽然最后结束的时间和前⼀天相差⽆⼏，但
⼯作量的不同还是让我觉得轻松得多。

我喜欢打扫卫⽣，但这次⼤扫除结束后，我在倍感欣慰的同时认识到了⼀点︓扫地机器⼈和擦地机器⼈真是造福⼈类的发明。

还有⼀件值得纪念的事，就是趁着这个所有⼈都在的时间，我把宿舍⾥所有⾼⼀同学们的名字都记住了，总算是做好了⼀点最基本的事。

趙⼀⻘さんの⽇記



2017.12.07 年末活动（⼆）Iʼ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2017.12.30

在享受这个有些早的圣诞晚会时，我肯定没想过⼏周后我会在房间⾥⼀个⼈度过没有平安果的平安夜。根据本地⼈的说法，冈崎是不会下很⼤的雪的，因此⼀个⽩雪飘飘的平安夜是
梦⽽⾮愿望。

作为教会学校的光之丘很早就开始为圣诞节做准备了。如果说教学楼上的彩灯、⼩⼩的圣诞树和扎着红丝带的冬⻘花环只是营造出了圣诞将⾄的⽓氛，那百余⼈从暑假⼀直准备到现
在的圣诞歌舞剧就是这个节⽇在光之丘最重要的实质体现。为了不影响⼗天后的公演，每年宿舍的圣诞晚会都会像这样提前举⾏。不过我并不参加演出，所以每天都能早早回到⼏乎
空⽆⼀⼈的宿舍。

不过圣诞晚会这天，⼤家还是早早就回到了宿舍。我头⼀次和⼤家⼀样扎了双马尾来配光之丘的校服和贝雷帽，顿时就有了⼀种过节的仪式感。在⼤吃⼤喝之前，先要去礼拜堂做弥
撒。和校园⾥的其他地⽅⼀样，礼拜堂也被各种带有圣诞元素的饰品装点了起来︔⽽每个⼈快活的笑容和可爱的双马尾更是给这个⼀直都神圣肃穆的地⽅平添了⼀丝喜⽓。烛光弥撒
（キャンドルサービス）开始了，每个⼈都领到了⼀根⽩蜡烛。关上灯后礼拜堂陷⼊了⼀⽚漆黑，只能通过些微烛光看到宿舍长们在校长的炉台处点燃了⾃⼰的蜡烛，然后⽤它去引
燃前排同学的。在我⼿中的蜡烛开始燃烧后，我也将⽕苗分给了⾝边的⼈。很快，⼩⼩的礼拜堂就被摇曳的暖光照亮，烛⽕映着⼤家的笑容，空灵的圣歌回荡在礼拜堂内，如梦似
幻。

弥撒结束后，⼤家赶忙赶回宿舍去吃圣诞⼤餐。晚餐除了便当以外还有分量很⾜的披萨与⼩蛋糕。披萨上盖着厚厚的芝⼠，⼀⼝咬下去能拔出丝来︔⽽蛋糕的草莓很甜奶油却不腻，
最后也依然塞得下。这可以说是来到⽇本后第⼀次放开了吃吧。⼤家⼀边吃⼀边做了些⼩游戏，交换了圣诞礼物。我抽到了⼀个很可爱的迪⼠尼马克杯，可⼼⾥⼗分不安。我之前只
听说礼物的价格要在五百⽇元左右，就买了⼀个限量版的吉⼘⼒便签。但真正看到⼤家的礼物时，却发现全都是那种⽤包装纸包好的⼩箱⼦⼤⼩的礼物，对⽐之下我的便签真是⼩到
不起眼，感觉有些对不起收到我的礼物的同学啊，希望她会喜欢。

等⼤家都吃饱了饭开始⾃由活动时，果然还是免不了⾃拍啊。光之丘平时不允许在学校⽤⼿机，所以⼤家只能在宿舍⾥做这种⼥⾼中⽣常做的事。我想着⼤概以后也没有什么机会
了，索性和所有同级⽣都合照了⼀遍，照集体照时也努⼒保持着微笑。最后整理垃圾、移动桌椅时我更是积极，毕竟经过了⼤扫除的洗礼后，我不觉得还有什么扫除能让我觉得可怕
了。

圣诞晚会结束了，除了沉甸甸的⾷物⼏乎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实感。等真正到了25号时已经有很多⼈回家了，所以圣诞晚会举⾏得早。平安夜真正到来的时候，我果然还是只能看着
⼿机上那些⼈相互道贺、吃平安果。原来这个习俗真的是中国本⼟原创的啊。

趙⼀⻘さんの⽇記







2017.12.09 年末活动（三）英语读书会与冈崎城漫步，最后的红叶

2017.12.30

来到光之丘的留学⽣们每年都要去冈崎的图书馆给⼩朋友们开读书会，这基本已经成为了⼀项传统。给还在上幼⼉园的⼩朋友们⽤英语或汉语念绘本，其⽬的并不是让他们掌握⼀门
外语，⽽是让他们在⼩的时候就了解⺟语者是如何发⾳的。话虽如此，因为我那本特别简单，所以我也是⽤英语念的。

其实读书会的前⼀天晚上，我偶然间在⽹上发现了⼀篇⽆敌好看的短篇⼩说，愣是废寝忘⾷地从序章⼀直追上了⽬前连载的进度，要不是有读书会必须出门我⼋成第⼆天也会继续回
味。好在有这件事让我下定决⼼暂时割爱，否则我这⼀周末没准就要烂在屋⾥了。

图书馆的条件好得令⼈意外，⾮常宽敞明亮，藏书丰富，让⼈⼀进去便流连忘返，还有专门开辟出来的⼉童书籍区̶̶读书会就在这个区域⾥的⼩教室⾥举⾏。总共只有半个⼩时的
读书会，平均分给我们五个⼈的时间总共不超过六分钟。我第⼀个讲，⾯对⼀群被妈妈抱在怀⾥的⼩朋友，我觉得我发挥出了平时的⽔平吧，不过我可不敢去看澳⼤利亚的同学此时
是什么表情。台下还是有懂英⽂的家长的，虽然⼀开始⼈不多但还是有⼀定的互动，让我不⾄于太尴尬地顺利念完了。

从图书馆出来，时间还早。我觉得现在回去了肯定也会继续沉迷于⼩说，倒不如趁这个机会在外⾯逛逛，台湾来的L同学也正有此意。我们本来说要⼀起去AEON购物的，但⼀出图
书馆的门就看见了冈崎城。于是我们果断放弃了原来的计划，去探访德川家康的出⽣地了。

我们去的时候⾮常巧，天⽓晴朗有微风，秋叶已经落了⼤半，但还有最后的红叶可看。我们顺着公园的⽯⼦路⼀路上坡下坡，从各种⾓度观赏掩映在⼀⽚绯红背后的天守。整个庭院
⾥除了幽静的坡道，栖息着⽔禽的湖泊与⼩桥流⽔也⼗分别致。我终于吃到了御⼿洗团⼦（みたらし団⼦），虽然和我想象中的红糖味不同，也丝毫不影响它的好吃程度。由于我没
带学⽣证，我们就没去爬天守（后来才知道⾼中⽣没有优惠），转⽽在其下⾯的神社⾥逛了逛。L同学教了我进⼊神社前该如何洗⼿喝⽔，可我们两个⼈都摇不响房梁上的铃铛。旁
边⼀位⽼爷爷看不下去了，过来和我们说了⼀⼤堆。但不知道是俗语太快还是⼝⾳太重，亦或是⼆者兼有，我完全听不懂，只能⽤微笑⽬送对⽅⼼满意⾜地离去。

⼀路上实在是风景如画，我和L同学聊了好多事，也为对⽅拍了好多照⽚。随着太阳渐渐⻄沉，城中的光线也在不断变化，从正午灿烂的阳光到傍晚时分的⼣阳，红叶也散发出不同
的光泽。对这⾥的历史缺乏了解就只能看出这种程度的美啊，不过仅仅如此也令⼈⼼醉了。我们逛了⼀⼤圈后，不舍地离开了。据说春天可以来这⾥赏樱呢。2017.12.09 年末活动
（三）英语读书会与冈崎城漫步，最后的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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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记 ⽇本的冬天

2017.12.31

这个⽉没有时间改⽇语作⽂了，主题⽇记就⽤中⽂写吧。

来到这边以后，我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对⼀个巨⼤概念认知的偏差。⽐如这个题⽬说的是⽇本的冬天，我⼀共才在这⾥呆了多久，能说的充其量只有冈崎的冬天，还是冈崎今年的冬
天。冈崎的冬天是⽇本冬天的⼀部分，但⽇本全国的冬天都和冈崎⼀样吗︖肯定不是。就算是⽇本⼈很难完整地说出“⽇本的冬天”是什么样⼦的吧。因此，在⾝边的⼈们问我“中
国”如何如何时，我每次都要加上例如“这只是我⾝边的情况”、“据我所知”、“别的地⽅⼤概不是这样，但北京是……”这种限定语。毕竟我不想作为⼀个孤本给⼤家留下⽚⾯的印象。

我真是喜欢在正⽂前⾯闲扯呢。絮絮叨叨地说了那么多，该好好写写我所见到的⽇本的冬天了。

按照惯例的季节分法⼗⼆⽉起就是冬天了，但举⽬所及的⼀切全都是⾦秋的样⼦。蔚蓝⾼远的碧空，凛冽得可爱的寒风，⼏抹淡淡的轻云和正午就⾼挂在天上的⽩⽉。墙⾓的野花和
路边的灌⽊丛⾥的花朵还泛着鲜艳的粉，没有凌霜⽃雪的昂扬，只是⼼安理得地绽放着︔⽽那些看了就令⼈⼼⽣温暖的银杏树就那样直挺挺地⽴在阳光⾥，和我在北京时看到的⼀模
⼀样。

傍晚有时还能看见漂亮的⽕烧云。没有⾼楼⼤厦的遮挡，⼤⽚⽕焰般的云飘过，仿佛整⽚天空都在燃烧似的。倒不是说秋天就看不到这样的景致，只是冬天才格外体会得到其中的韵
味。在晚风中冻得都快⾛不动道了，却还是不由⾃主地停在这⽚天空下，看归巢的乌鸦飞过割裂天空的电线，看⼀天中最后的光亮消失在那些剪影的尽头，⽽夜幕与星⽃从左⼿边徐
徐升起。那⼀瞬间呼⼊的冷风刺激着呼吸道，让我没由头地确信我就是为了看见这幅景象才来到这⾥的。

其实⽐起冷到让⼈不想起床的夜晚，我还是更喜欢⽩天。⼗⼆⽉初站在阳光下暖洋洋的⾮常舒服，但到了中旬就不敢这么做了。⼗⼆⽉还有红叶，真是让我震惊。⽇语⾥“赏花”⼀词
⾥的动词是普通的“看”（花⾒），⽽“赏红叶”则是“狩猎”的“狩”（紅葉狩り），别有⼀种野趣。顶着寒风在苍茫的冬⽇⼭野⾥寻找⼀抹⽐春花更正的⼤红⾊，需要猎⼿般的毅⼒︔⽽
真正看到时，⼼⾥那种能将之前的⼀切⾟苦⼀扫⽽空的满⾜与赏景时⼼中的叹惋，⼜远胜观赏那些怒放时⼈头攒动的樱花̶̶虽说我还没去赏过樱花。

提到冬天，最应景的果然还是雪。关于冈崎到底下不下雪这个问题我已经听过四种不同的答案了，但“即使下也不会下多少”这句话倒是共通的。其实我倒不觉得那么遗憾，毕竟在北
京，雪也成了越来越罕见的东⻄︔可忍着这越来越惹⼈讨厌的严寒还看不到雪，的确挺令⼈难过的。⼊冬以来的降⽔只有两种，⾬夹雪或纯粹的⾬。连除⼣这天下的都是⾬，真拿这
⼉的天⽓没办法。不过之前看到的⼀场⾬夹雪真的⼗分惊艳。天上浮着或明或暗的云朵，缝隙间露出湛蓝的天︔就在这时突然有⾬点劈头盖脸⽽下，我急忙跑到另⼀朵云下⾯，眼看
着⼏⽶之外的地⾯逐渐被濡湿⽽脚下还很⼲燥。⼜有什么细碎的东⻄掉了下来，砸在脸上有些疼痛̶̶是匆匆凝结成的⽩⾊冰晶。此时不远处的层层阴云下正在下⾬，⽽太阳却从另
⼀边的云间探出头来，给⽩云镀上了耀眼的⾦边和富有质感的阴影。天蓝得发甜，风很⼤，可以看出云流动的姿态以及云朵边缘的⽔汽被风所侵蚀消磨，消失在空中。我就这样站在
⾬⾥看了好久。

总⽽⾔之，即使冬天不是我喜欢的季节，我也很喜欢这⾥的冬景。就像尽管⼄川⼲得河床都裸露出来了，在⾛过河边时，我还是喜欢扑⾯⽽来的冷风。

趙⼀⻘さんの⽇記





2017.12.10 年末活动（四）圣诞街头募捐，渴望暖冬

2017.12.31

这个周末有好多的事要做，除了读书会以外还有圣诞街头募捐（クリスマス街頭募⾦）。我参加的是下午的场次，在附近的百货商场门⼝向⾏⼈募集捐款。捐款是⽤来帮助⽇本国内
外的⼉童福利设施的。在正式开始前，⽼师简单地说了⼀些注意事项，⽐如在宣传时不能出现“可怜的”、“贫困的”这种字眼，不能进⼊商场内部只能站在门⼝等等，我深以为然。很
多⼈在帮助他⼈时往往会忽略接受者的感受，“嗟来之⾷”的故事就是这样⼀个例⼦。即使是快要饿死的⼈也依然有⾃尊，因此在要时刻记住把需要帮助的⼈当做⼀个和⾃⼰平等的⼈
来提供帮助⽽⾮施舍恩赐。同理，我们这些募捐者也要把⾃⼰放在和捐款⼈平等的位置，不是去恳求他⼈为孩⼦们献爱⼼，⽽是呼吁⼤家给这些孩⼦⼀个暖冬并提供帮助的渠道。我
认为是否捐款都是个⼈的意志，不捐款也不代表就是铁⽯⼼肠的⼈︔但依然有很多⼈看到我们站在⼤门两侧就特意绕到了我们⾝后⾛。

其实我们的⼯作很简单，⽐如我就是举着上⾯写着捐款的牌⼦，和旁边捧着募捐箱的同学⼀起，在有⼈来的时候⼤声说︓“圣诞街头募捐，希望得到您的⽀持︔为了世界上的孩⼦
们，希望您能合作（クリスマス街頭募⾦、お願いします。世界の⼦供たちのために、ご協⼒をお願いします。）”。所有⼈分作两拨在两个出⼝募捐，⽼师来回巡视了⼀圈后说我
们这边声⾳太⼩了，从对⾯换了⼏个学姐来。⼏个学姐来了后我们才意识到⾃⼰刚才的声⾳是多么腼腆，原来真正要引起⼈注意需要这么⼤的⾳量啊。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在⾳量翻
了⼀倍后来捐款的⼈的确多了不少。⼀上来的不好意思逐渐消失，我也有空去关注来来往往的⼈了。

的确有很多⼈头也不回地就⾛了过去，但其中很多⼈在出门时会掏出不知什么时候准备好的钱。带着孩⼦的爸爸妈妈们往往会将硬币交给孩⼦，让他们⾃⼰把钱投⼊捐款箱。孩⼦们
⼤多⼀脸腼腆地跑过来，“当啷”⼀声扔进去后就在响亮的感谢声中跑回妈妈怀⾥。很多⾝体不便的⼈或是⽼年⼈也会缓缓来到我们⾯前，在放完钱后露出⼀个发颤的笑容。有匆匆撇
⼏眼就快步⾛掉的初中⽣，也有将零钱包⾥的所有硬币⼀个个数出来放进去的⽼爷爷。还有⼀个带着⽿机的年轻⼩哥明明都快⾛进商场了，突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折了回来。很多
⼈⼀来就主动解囊，也有⼈将购物后找的零钱当做捐款……就像我在“⽇本的冬天”那篇⽇记⾥写的⼀样，我所看到的只是我所看到的⽽已，所以我并不想评价⼈们的热⼼程度。短短
两个⼩时也说不上能看出⼈性冷暖，但⽆数闪过的⾯孔和硬币的声⾳却真实地留在我的脑海⾥。我和旁边的同学透过捐款箱的细缝望去，各⾊硬币铺了⼀层，还有中午那场收到的⼀
张蓝⾊的千元钞。我本来也想捐⼀点的，但活动刚⼀结束，⽼师就迅速把箱⼦收起来了。“这边的捐款⽐较多呢”，⽼师说，“车站那边就⽐这⾥少。”

根据后来的学校⼴播，我们这⼏场募捐下来的结果很好。希望在我们待在开着暖⽓的屋⼦的同时，世界上某个地⽅的孩⼦们也能享受到⼀场暖冬。虽然现在的我还不懂什么慈善或是
⼈道主义这样的⾼级词，但⾄少这个美好的愿望⽆⽐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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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2 年末活动（五）合唱⼤会，⽆论多么努⼒

2017.12.31

之前也说过，我们班在年级预选赛中我们获得了第⼀名。可就像我们的⾃选曲“结”⾥所唱的那样，“虽说⽆论多么努⼒，都不能保证事事如意（どんなに頑張ったって、うまくいく
わけじゃないけど）”，在决赛中没能迎来⼤家所期望的结果。

合唱⼤会⼀共要唱两⾸歌，⼀⾸是每个班⾃选的⾃选曲（⾃由曲），⼀⾸是全校统⼀的必选曲（課題曲）“⼀起（いっしょに）”。我很喜欢这⾸曲⼦，但我当时两⾸歌报的都是中声
部，⽽“⼀起”的中声部部分难到爆炸。其中有两句词我们单独唱的时候都没关系，但每次以合唱时就特别容易被带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中声部本⾝被⾼低声部夹在中间，⽽且
旋律起伏⼩，容易被更鲜明的⾼声部影响。再加上之前预选赛只⽤唱⾃选曲，本⾝很难的必选曲反⽽没有练够。在⾷堂吃午饭时听三年级的学姐说她三年下来都不知道该怎么唱，这
⾸歌也太难了吧。

其实不光是曲⼦本⾝，⾝边的同学们也和当时有些不同了。预选赛前，⼤家练得真的⾮常努⼒，⽽且是充满了积极性的。不是说决赛前这段时间⼤家就不努⼒了，只是我能感觉到每
个⼈的急躁和疲惫。为了让⼤家做⾜准备，⽐赛前⼀周每节课都只有四⼗分钟，最后多出⼀节课的时间给⼤家练习。更不⽤说早上还有⾃发的练习。或许正是因为每个⼈都以全校冠
军为⽬标，才会因为⼀点没唱好的地⽅就顿感挫败吧。那种每个⼈都尽⼼竭⼒的感觉消失了，虽然⼤家还在⼀遍遍地重复练习，但越是练习暴露出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多，即使分秒必
争也没法全部解决。最后我们真的没有练到可以决胜的地步就匆忙参加⽐赛了，甚⾄“结”可能还退步了。赛前，⼤家在⼀张纸上写了⿎励的话语，每个字都充满了信⼼︔可那个时候
我就在想，这次可能不会像上次⼀样顺利了。毕竟⼀直到上台的时候，我⼼⾥还⼀点底都没有。

我们这次抽签抽到了第⼀个出场。不知道其他班练得如何，只能把⾃⼰最好的⼀⾯展现出来了。我还记得那时我唱得多么卖⼒，记得我们发挥得远超平时练习，记得我们如何践⾏了
每⼀条提⽰，如何唱准了每⼀个⾳。在中场休息时，⼤家约好了⽆论被叫到第⼏名都要⾼兴地跳起来̶̶但我们最后并没有被叫到。名次只宣布到第三名为⽌。

⼤家都很沮丧，这是必然的，我也很沮丧。⼤家嘟嘟囔囔地说“想知道原因”，但等评委的评价单发下来后却因为字潦草得难以辨认⽽放弃了。在听了第⼆天全校⼤会的⽐赛，尤其是
三年级学姐们的合唱后，我意识到我们根本没有竞争学校第⼀的实⼒。在有了对⽐后才会明⽩标准，才会知道真正动听的歌是什么样的。对其他同学来说，还有两次机会︔但对我来
说，这就是最后的合唱⼤会了吧。不过就像“结”⾥唱的那样“没有⼀件事是徒劳的（無駄なことなんて、何⼀つないと思い出して）”，失败也是⼀种很好的经历，⾄于给⾃⼰徒增困
扰还是去利⽤它，就是个⼈的事了。

（配图是学校门⼝的圣诞树）

趙⼀⻘さんの⽇記



题⽬︓2018.01.10 冬夜与梅

2018.01.18

在咣当咣当的电车上，抱着⼀束花，和全车默然不语的⼈们⼀起，穿过冬⽇⾥的⽥野和亮着彩灯的河岸。你不觉得仅仅是这样，就能为这个值得去爱的世界⽽流泪吗︖”

花是花道部活动完后带回去的，要问送给谁⾃然是送给我⾃⼰的。

不过我在插的时候显然只把梅花枝当成了树枝，以⾄于三天后⽩梅在清⽔中开放时，其姿态与芬芳让我如此惊叹，也让我如此惭愧。

新学期伊始，我去住家了。

住家妈妈也在学习池坊流的花道，家⾥有剑⼭和花瓶。我每周插的花也终于有地⽅放了。我也因⽽察觉到了⾃⼰的傲慢︓以此刻的姿态来决定花的美，忽略了尚未绽放的可能性。

趙⼀⻘さんの⽇記







2017.12.4 年末活动（六）异国乡⾳

2018.01.20

⼗⼆⽉四⽇那天，班上多了三名穿着不同校服的同学。那个早上，她们坐在教室后排，看着我们练合唱。有同学悄悄问我是不是中国⼈，我说光从长相上也⽆法确定啊，虽然从长相
看的确是亚裔，但她们校服上的校徽⼜是英⽂，叫⼈没法判断。由于就这么把⼈家晾在⼀边也不太好，我们就招呼她们⼀起来练习。在借给她们看谱⼦时，她们⽤熟悉的、有些磕绊
的⽇语道谢，让我⼀下⼦确信了很多，就在练习结束时问她们是从哪⾥来的。当听到那个⽆⽐熟悉的词时，我瞬间⾼兴得⽆法⾃制，⼀句⺟语冲⼝⽽出︓“你们从哪⼉来的︖”她们的
脸上闪过⼀瞬间的错愕，然后⼜惊⼜喜地笑着叫道︓“你也是中国⼈︖”

旁边的⽇本同学突然很感叹地表⽰，原来我真的会说中⽂啊。

她们三个都是在澳⼤利亚上⾼中的中国⼈，同时也在学校学着⽇语，因⽽有了以这样⼀次为期两周的短期考察活动，会有很长时间和班上同学⼀起上课。不过我完全不在乎时间长
短，能遇到她们我就⾜够开⼼了。

五号下午放学后和第⼆天的和职⼯艺课上，我和其他来访的同学们⼀起做了和纸书签。在其他⼈有什么不懂的时候我负责解答和问问题，制作过程中还能⼀起聊天打趣。可以在中间
做翻译的感觉真是太好了，能跟两边谈笑风⽣。除此之外，体育课打⽻⽑球的时候也⾮常开⼼，感觉就像回到了过去那些放学后和同学⼀起约着去体育馆打球的⽇⼦。⽽且作为⼀个
已经对这个地⽅⽐较熟悉的⼈帮助新来者融⼊的感觉也特别好，⽐如带着同学去参观“”隐蔽的”宿舍、在同学⾝体不舒服的时候做翻译、上课帮她们介绍课程内容什么的，感觉就像
在帮助三个⽉前的⾃⼰⼀样。正巧古⽂课在讲汉诗，⽼师还请我们四个⼈⼀⼈读了⼀⾸要学的诗，能让澳⼤利亚来的同学们知道⽇本学⽣对汉诗的学习、让⽇本同学们听见不⼀样的
事情，对双⽅来说都是难得的体验吧。我虽然总是强调我的个体性、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代表不了我所属的群体，但在这⾥只有我这⼀个孤本，果然还是容易给⼤家留下“中国原
来是这样的啊”这种印象，所以能有和我完全不同的⼈展现出和我完全不同的样⼦，也能丰富⼤家的认识吧。我也是真正来到⽇本之后才明⽩⼥⾼中⽣们不都是穿着迷你裙成天逛街
化妆的，虽然⾃拍的确世界共通。⾝为⽂化输出⼤国的⽇本尚且如此，对外国⼈来说，了解在这⽅⾯不尽⼈意的中国的渠道就更少了吧。不过也正因如此，才需要我们这种活⽣⽣的
⼈来作为交流的纽带吧。

最后⼀天在学校的扫除活动中结束，我们在寒风和⽇光中⼀边扫枯叶⼀边聊天。每天的学校⽣活都很繁忙，我反⽽没有机会好好问问她们的事，明明⼀直都⾮常好奇。可能因为⾝在
异国，让我们在短短两周之内变得如此亲密。这些同学⼀直学习⽣活的地⽅，是那⽚《荆棘鸟》中苍茫的⼤陆、热情⽽狂野的澳⼤利亚啊。缘分真是奇妙，如此短暂的相识就让我将
这个国度加⼊了此⽣必去的清单。同时，她们的到来也让我发现了⾃⼰在这三个⽉来英语的退步了多少，虽然⼤家总夸我掌握了三国语⾔，但我⾮常希望把这两门最早学习的外语学
到精通的地步，所以总觉得还差得远啊。

最后，其中⼀位同学还送了我写着祝福语的明信⽚和考拉挂坠。虽然现在的科技如此发达，保持联系并不是什么难事，但要说见⾯的话，⼤概就是此⽣最后⼀次了吧。明明才这么⼩
就要经历这种离别，可我能做的只是笑着⾯对。毕竟如果这⼀⽣⾥的⼀切相遇都免不了分离，那就尽量留下⼀个好看的道别，然后带着这段相遇的记忆继续前进吧。

  

趙⼀⻘さんの⽇記



2017.12.17 年末活动（七）圣诞歌舞剧，跨越时空的新的爱之风

2018.01.21

趙⼀⻘さんの⽇記



转眼间⼀个多⽉过去了，我还在补年末的⽇记，太罪过了。

光之丘是教会学校，天主教的氛围⾮常浓。其中，⼀年中最重要的学校活动便是每年年末的圣诞歌舞剧（クリスマスページェント）。光之丘最引以为傲的⼏⼤社团（舞蹈社、合唱
团、管乐团和话剧团）从暑假开始就⼀直在排练歌舞剧的节⽬，全校其他同学们也都要练习到时候合唱的歌曲，对于今年刚刚⾼⼀的我们来说⼜多了⼀份期待。⽽在看完之后，我整
个⼈都陷⼊了⼀种⽆⽐感动叹服的⼼境，这场表演的完成度和精彩度与我期待的⽔平相⽐有过之⽽⽆不及，甚⾄可以说完全不像是⾼中⽣的表演。表演过程中不允许照相有些遗憾，
但正是因此我才全神贯注地从头看到尾，牢牢记住了让我感动的每⼀个细节。

圣诞歌舞剧主要的内容是圣经故事，从创世纪到耶稣降⽣，主要是旧约圣经的神话故事。除了⼈们⽿熟能详的伊甸园（エデン）、诺亚⽅⾈（ノアの⽅⾈）、玛利亚产⼦（イエスの
降誕）外，还有不那么⼴为⼈知的该隐弑弟（カインとアベル）、预⾔者约拿和尼尼微城（預⾔者ヨナとニネベ）的故事，即使没法完全听懂也看得⼈⽬不暇接。

第⼀幕随着⼀声洪亮威严的“要有光（光あれ︕）”开始，⼤幕徐徐拉开，整个舞台都被雪⽩的光照亮。饰演上帝的三年级学姐⾼坐在舞台中央的阶梯上，⾼声歌唱着创造出昼与夜、
天与海、四季、花草、鸟与鱼、⾛兽，看着伊甸园中的花草⽣灵翩翩起舞，为新⽣的世界献上欢歌与祝福。接着，上帝环视四周，按照⾃⼰的姿态创造出了亚当，教他为百兽命名，
带他看整座伊甸园的样⼦。不得不说演上帝的学姐演得实在太好，⾯孔精致俏丽⽽英⽓⼗⾜，歌声浑厚动⼈，⼀声声“亚当（アダム）”听得⼈⽿朵都要醉了，⾝披⼀⾝⽩袍⼜圣洁⼜
迷⼈，要是换我肯定要在伊甸园呆⼀辈⼦不出去。不过接下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亚当的妻⼦夏娃没能抵御蛇的诱惑，偷吃了善恶果。在这⾥，演蛇的舞蹈部同学们也⼤放异彩，
伴着妖娆的舞蹈和蛊惑的暗紫⾊灯光向懵懂的夏娃抛出⼀个个充满吸引⼒的问题：、“看哪，看哪，它鲜红欲滴对吧︔看哪，看哪，它闪闪发光对吧”、“不想吗，真的不想吗？吃了
它就能拥有智慧呀”、“天为什么是蓝⾊，海有多深，吃了就能知道了”等等。好奇⼼在众多神话中都被视为⼈类的弱点之⼀，夏娃最终还是将苹果捧到嘴边，在清脆的咔嚓⼀声之
后，整个舞台都被鲜红的光所笼罩，夏娃⼿中的苹果掉在地上，天真的⾯孔蒙上了⼀层知晓禁忌后的恐惧与笑意。

然后就是神⼤发雷霆、将偷吃了禁果的亚当与夏娃逐出伊甸园的故事了。他们的后代在⼤地上繁衍⽣息，勤劳⽣活的⼈、耽于享乐的⼈、忠于信仰的⼈、迷茫逃避的⼈所演绎出⽆数
关于信任与背叛、征服与反抗的故事，⽽神的指引就这样贯穿其中。从演出的⾓度讲，演员们真的太敬业了。主⾓们令⼈应接不暇的华丽舞姿和震撼⼈⼼的歌声都是最基本的，但就
算是配⾓们也都⼀丝不苟地演出了⾃⼰的⾓⾊，像约拿所在的船上的⼈们窃窃私语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在做做样⼦，⽽是真的在⼩声念叨“怎么办啊”、“他说的是真的吗”、“这样做
不好吧”、“可没别的办法了呀”，⽓氛⼀下⼦就凝重了起来︔还有约拿在给尼尼微城的国王布道的时候，⾝处观众们视线焦点之外的王后也没有傻站在⼀边，⽽是和侍⼥们交换着疑
惑的眼神，最后不情愿地脱下了华服与⾸饰，和国王⼀起穿上了布⾐。另外值得⼀提的就是，整整⼀场表演的全部⾳乐都是管乐团现场演奏的，渲染情境的效果真的⽐⾳响要好太
多。

最后就是耶稣的诞⽣了，在天使的加护、预⾔者的确认中，玛利亚将婴⼉温柔地搂在怀⾥，和约瑟夫⼀起⾛上前去。在合唱部率先唱完第⼀段后，全场⼏千余⼈⽆声地从黑暗中起
⽴，共同唱完了之前合唱⼤赛的必选曲“⼀起（⼀緒に）”。随即另⼀⾸圣歌的伴奏响起，全校⼀起⽤轻柔⽽空灵的声⾳唱起了那⾸著名的“O Holy Night（さやかに星はきらめ
き）”的⽇语版，美好的歌声与虔诚的祝福⾼⾼回荡在整个⼤厅中，涤荡着刚刚纵览了那么多罪恶与救赎的观众们的⼼，⽆论是什么信仰的⼈听了都会被其中最真挚的情感打动得落
泪吧。其实⽐起英⽂原版，我更喜欢⽇语的填词，⽇语班歌词的宗教感更淡，表现的是更加共同的情感，⽐如爱、拯救与希望。就算巴别塔建了⼜倒，对爱与和平的追求也总能跨越
⼈⼼中的⼀切壁垒。每当想到这⼀点，我就不由⾃主地愿意再去相信这个令⼈失望的世界。真是⼀⾸好歌啊。

圣诞歌舞剧就这样结束了，我⼼⾥真的久久不能平静。希望就算这⼏个⼩时的记忆会逐渐褪⾊，这份感动也会久久烙在⼼中。

  



2017.12.21 年末活动（⼋）没有红叶的⽝⼭城

2018.01.21

放寒假了，终于有空去稍微远⼀点的地⽅玩了。结合同学的推荐和之前在电车上看到的⼴告，第⼀站就定在了织⽥信长叔⽗织⽥信康的城，⽝⼭城。在去⽝⼭城的前⼀晚，我临阵磨
枪地补完了《哈佛⽇本⽂明简史》的德川幕府部分，指望能成功搞清楚织⽥信长、丰⾂秀吉和德川家康三个⼈之间的关系，没想到这简史名副其实，简之⼜简，恨不得⼀段话就讲完
了幕府建⽴前的所有事，不过有⼀段关于这三个⼈处事⽅式不同的描述⾮常有趣，在这⾥凭着记忆概述⼀下。如果要让⼀只不唱歌的鸟唱歌，织⽥信长会说：“如果它不唱我就杀了
它。”丰⾂秀吉会说：“我会好好劝它开⼝。”德川家康会说：“我会耐⼼等到它唱歌。”

在看历史的时候我特别爱关注⼈物的年龄，⽐如德川家康是否知道他创⽴江户幕府的时候距离他的死期只有⼗三年，⽽他直到死前⼀年战事还未平息︖不过在产⽣这个疑问的时候我
就知道这个问题傻了，虽说我对他的性格并不了解，但⼀个⼈在死前怎么会知道⾃⼰的死期呢，只能多活⼀天就多做⼀天的事啊。

⾔归正传，来讲讲我的⽝⼭之⾏。我按照⽝⼭城天守开门的时间，坐⼀⼤早的电车到了⽝⼭游园站。⼊冬后红叶落尽，这⾥彻底迎来了旅游的淡季。不过因为2018年是狗年，⽽⽝⼭
城是⽇本全国唯⼀名字⾥带狗的景点，所以可能会热闹⼀点吧，在我去的时候清净得不像话就是了。在⾛去景区的路上还有当地⼈看出我是游客主动跟我说早安，好感动。

⽝⼭城最有名的是⽇本现存最古⽼的⽊质天守，不是名古屋那种战后重建还安了电梯的，⽽是真的⽊质天守，围栏很低，楼梯还特别陡。⼀⼤早登上去寒风呼啸，脚下的⽊曾川滔滔
流过，也有相当的豪情，就是太冷了，逛了⼀会⼉就去了⽝⼭城城下町。格局上来讲倒是和书上描写的⼀座城堡⼀座城市别⽆⼆致。

其实当时同学和我推荐的是租和服逛⽝⼭的项⽬，于是就直接去了租和服的店，⾮常幸运地排上了号还做了头发，选了⼀件蓝紫⾊的合服和红⾊腰带配六所神社⼤红⾊的鸟居和绘
马。于是接下来的⾏程就是穿着⽊屐⼩步逛街了。不得不说，系上那⼀重重腰带之后整个⼈都端庄了起来，为了不弄脏漂亮的袖⼦和前襟也只能⼩⼼翼翼地⾛动，但其实并不是很难
受，反⽽挺享受这种难得的拘谨感的。穿着和服漫步在游⼈稀少的街道上，⽆论是抽恋爱占⼘的签还是晒太阳都别有情趣，连吃荞⻨⾯和五平饼都感觉风雅多了。

下午稍微暖和了⼀点，但绝对不像照⽚上那样泰然⾃若，镜头外我当时冻得瑟瑟发抖。但这件和服真的特别上相，在那⾥照了好多特别漂亮的照⽚，写了绘马参拜了神社看了美景，
⾮常开⼼。但时间有限，没去那家有名的茶苑，后来茶道⽼师还说：“都到⽝⼭城了却没去有乐苑，太可惜了︕”可咖啡馆的红⼩⾖汤也很好吃呀。

最后就着⼣阳的余晖往回⾛，和⽝⼭城告别。到名古屋站的时候刚好是饭点，⾮常幸运地吃到了平时要排长队的鳗鱼饭三吃，满⾜地坐着飞驰的电车回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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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2 年末活动（九）名古屋城与名古屋港，冬⾄的落⽇

2018.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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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出游的第⼆站定在了爱知县的⾸府名古屋，不过按照时间来看⼋成也是最后⼀站了。⼀七年的冬⾄真早，⼀年中最短的⽩昼刚好被我⽤来逛名古屋。

今天第⼀个景点⾃然是著名的名古屋城。九点钟刚刚开门我就进去了，周五上午游⼈很少，乐得清静。名古屋不愧是国际性的著名景点，我感觉⾃⼰都好久没看到多种语⾔的景区介
绍了。我本来想着看看天守阁就⾛应该花不了⼏个⼩时，没想到⼀进门就去喝了抹茶，然后还没⾛到天守就拐进本丸御殿去了。

脱了鞋⾛在凉凉的垫⼦上，晨光透过纸窗户落在⾛廊和房间内，⼗分幽静。为了尽可能重现当时的室内布局，整个本丸御殿⾥没有暖⽓。我先是像平时⼀样⾛马观花地游览赞叹了⼀
番，然后就打算出去了，但⼀位中国员⼯极⼒推荐我租⼀个介绍⽿⻨再⾛⼀遍，盛情难却之下我就照办了（⼤概⼀百⽇元左右，很便宜），没想到这个⽿⻨的介绍完全改变了我眼中
看到的⼀切。原来每扇屏风上绘制的⻁豹、锦鸡与各种吉祥植物有着这样的寓意、⼏间屋⼦的布局背后是这么多礼数和周全考虑、地⾯的凸起程度和不同的天花板纹样体现了地位的
尊卑，室内的摆件也藏着主⼈的各种⼼思……如果不知道这些⽽只是欣赏其流于表⾯的华彩之美，就太可惜了。计划外的这⼀趟也收获颇多。

绿⽡⽩墙的名古屋城为⽇本的三⼤名城之⼀，历史上也具有相当地位︔但现在重新装修后内部连电梯都有了，变成了类似博物馆的地⽅。各种对当时风⼟⼈情的介绍和展品还是⾮常
详细的，不过可能是已经见过冈崎城和⽝⼭城了，反⽽没那么激动……于是就动⾝去往今天的第⼆个⽬的地名古屋⽔族馆了。

名古屋⽔族馆就位于名古屋港，旁边就是⼤海。仔细⼀想我好想好久没有见过⼤海了啊，⼀出车站我居然很不顾形象地跑了起来，看到了海平⾯之后还激动得⼜蹦⼜跳的，真的是海
啊︕⽽且是那种停着货轮的海啊︕只要看到海我就⾼兴得不⾏了。

海洋馆稍微有点年头了，我也没有看到想看的企鹅表演，不过要说鲸的话近距离看到了⽩鲸、海豚和⻁鲸，还赶巧看到了沙丁鱼鱼群的表演，感觉也不虚此⾏啦。所有展馆按照不同
地区的海划分这点挺有⼼的，有种重⾛海底两万⾥的感觉，除了⾃然科学知识外还有很多关于海洋史的讲解呢。特别是热带海洋部分，成功勾起了我对五彩斑斓的珊瑚礁还有热带鱼
的喜爱。

从海洋馆出去，刚好赶上⽇落。冬⾄的落⽇，⼀年中最早的落⽇在我眼前缓缓坠向海平⾯，整个海港笼罩着很少⼥⼼的淡粉⾊，⾦红⾊的太阳在海⾯上拖出⼀道⾦⾊的倒影。这⼀年
来发⽣了那么多事，⽽每天都被⾼楼环绕的我，的确很久没有认认真真地看⼀次落⽇了。于是我⾮常认真地⽬送它被波涛⼀⼝吞下，深蓝的夜⾊逐渐从我背后蔓延到眼前。再见啦，
我有些早地告别道。



2017.12.28 年末活动（⼗）烧着⽕炉的童话⼩屋⾥

2018.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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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估计这就是最后⼀篇年末活动啦，接下来写过年的事就不算在这个系列⾥了。

以下⽇记正⽂部分中提到的个⼈信息都得到了住家妈妈的⼝头允许，如果有不妥当的地⽅请告知我，我也会尽量注意的。

年关将⾄，我也正式开始了在住家的⽣活。住家妈妈是光之丘的第⼋届毕业⽣，她⼥⼉也是我的学姐，现在在⼴州学中⽂，我倒是觉得已经好到不⽤学啦。

缘分真是奇妙啊。

住家爸爸已经去世了，他⼏⼗年前在欧洲留学时得到过许多⼈的帮助，因此回国后特意在家⾥布置了⼀件接收留学⽣的房间，⼏⼗年间接待了⽆数从世界各地来到冈崎的外国⼈，这
次我也有幸来到了这⾥。应该说冥冥之中还是有指引的吧。住家爸爸⽣前是建筑师，因此家⾥也布置得独具匠⼼，⾼⾼的天花板和⼀整⾯墙的书架，两侧相对的楼梯和实⽊长桌，整
栋屋⼦都弥漫着⼀股原⽊的⾹⽓，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壁炉。没想到我真的有机会住在这种童话⼀般的屋⼦⾥啊。当然，⼀个真正的壁炉也意味着照顾炉⽕，早上把⽊柴抱上楼，把
前⼀天的炉灰扒出来，将⽊柴搭在壁炉⾥，中间塞进揉成团的报纸和苇杆（关于这个到底是不是芦苇我还和住家妈妈争论了半天），划着⽕柴引燃报纸，等苇杆也开始烧了就关上炉
门，打开排⽓阀，还可以放⼀个红薯进去烤。芦苇⼲燥⽽中空，⾮常易燃，但有时就算这样也点不着⽊头，忘记及时添柴也是这个结果，只能重头再来。⼀般点壁炉就要花掉早饭后
的⼀个⼩时，我⼜总舍不得离开⾃⼰亲⼿点燃的⽕，总喜欢在壁炉前热乎乎的⽊地板上坐着，感受热度透过玻璃传来烘在脸上，看⽕苗燎过物体的边沿，红光从裂纹⾥冒出来，隐隐
显出⽊柴的纹理，不时爆⼏个⽕花打在内壁上。

此外就是扫除，这么⼤⼀栋房⼦的扫除也⾮常费时间，不过⼊乡随俗，我也跟着打扫了⾃⼰的房间、擦了⼏扇窗户。虽然我要洗晚饭后的碗，但⽐起宿舍睡前的扫除，能洗完澡就睡
觉还是很舒服的。为了能多和住家妈妈交流，我每天都在客厅⾥写作业和⽇记，不时聊聊天什么的，感觉有⼈关⼼⾃⼰，特别温馨。还有就是能有⼀起吃饭的⼈果然还是很重要啊，
我好喜欢每天有⼈给⾃⼰精⼼准备饭菜、⼀起共进晚餐的感觉，尤其是每天的饭有⽇式也有⻄式，但毫⽆例外都⾮常好吃。住家妈妈还是茶道⾼⼿，每天红茶绿茶咖啡普洱茶果汁什
么的都不带重样的，真的像是住在童话⾥呢。不过童话⾥的⼈家也是要过年的，三⼗号就要去⽼家捣年糕啦。



2017.12.30 捣年糕，家⼈

2018.01.22

昨天家⾥来了⼏位“慕名⽽来”的客⼈，⼀起来的还有住家妈妈的孙⼥。客⼈⼀家的两个正在上⼩学的⼩⼥⼉都在学中⽂，听说有中国留学⽣来就想来聊聊天︔⼩妹妹则是提前跑来奶
奶家过年的。两个⼩姑娘年纪还⼩，但说的中⽂我基本都能听懂，看得出还是下了功夫的。后来⼏个⼩朋友⾃⼰玩⾃⼰的去了，聊天的重⼼也就转向了对中国的介绍。看到有⽗⺟愿
意让孩⼦从⼩就学中⽂我⾃然很是感动，悄咪咪地说了好多学习中⽂的好处，也顺理成章地邀请他们来中国看看。但到这种时候我匮乏的语⾔储备就体现出来了，我怎么没把北京各
⼤景点的介绍都背下来呢︖幸好住家妈妈的⼥⼉（也就是我的姐姐︖）正在⼴州，Facebook上有好多她在中国各地旅⾏时的照⽚，我就对着那些照⽚娓娓道来，古镇的⼩桥流⽔、外
滩的夜景、九寨与桂林的⼭川、⼴州与上海的钢铁森林、便利⾃如的共享单车、汹涌的⼈潮、精致得让⼈舍不得下⼝的早茶……其实要我⼀个从没去过⼴州和上海的北⽅⼈介绍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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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其实挺奇怪的，但我还是⼀开⼝就不⾃觉地带上了怀念的语调。这就是养育了我⼗余年的故乡，我在⼼⾥暗暗地说，这就是尽管存在那么多不尽如⼈意之处、仍让我⽆限眷恋的
祖国。

第⼆天⼀早，我们就去⼏条街之隔的住家爸爸⽼家捣年糕（お餅つき）了。住家爷爷（没错我是应该叫爷爷）年逾九⼗却依然精神矍铄，有着饱经世故的⽼年⼈特有的爽朗与健谈。
这是我第⼀次看到四世同堂的⼤家庭，就像《夏⽇⼤作战》⾥那样，阖家团圆之际⼀⼤家⼦⼈聚在榻榻⽶房间⾥，孩⼦们跑来跑去，⼤⼈们围在圆桌旁边吃橘⼦。我拿着⼈家递给我
的茶⽔点⼼⼲坐了⼀会⼉，觉得这样不太好，就去⾛廊看捣年糕了。按理说古法捣年糕应该是⼈⼯捶打，但现在即使是⾃⼰家⾥做也有⽅便的捣年糕机了。只要把洗好的糯⽶放进
去，不⼀会⼉就能变出年糕，然后只要将它切成⼩块就好了。我看了⼀会⼉，也加⼊了切年糕的⾏列。年糕粘在⼑上很难切动，家⾥⼈告诉我要⽤⼑尖轻轻地划开，还不知道从哪⼉
变出了⼀个⽩萝⼘头让我⽤这个把⼑蹭⼲净。⼏⼤块摊成圆形的年糕很快也切完了，我去和⼩妹妹打了⼀会⼉⽻⽑球，⼀直到有⼈叫我们回来才回到屋⾥，耐⼼地等待吃年糕。

年糕，或者说⿇薯⼀直是我情有独钟的⾷物，但这次的“正⽉年糕三连”真的让我⼀天之内再也不想看到年糕了。⼀开始先是加了⽩萝⼘碎（⼤根おろし）的年糕汤，⾼汤⾥能尝出昆
布和鲣鱼的味道，⼝味清淡⽽回味悠长，正好配以萝⼘的辣味︔然后是四⾓形的年糕直接沾酱油卷上海苔，味道⽐刚刚的要咸很多。在我⼼满意⾜地喝完了第⼆碗年糕汤准备结束战
⽃时，厨房⾥⼜传来了“红⼩⾖馅的年糕好了哦——”的声⾳。我权衡了⼀下，还是举起了盘⼦。住家妈妈过来问我︓“要不要烤⼀下︖”我艰难地回答道︓“要。”

烤年糕也⾮常好吃，表⾯焦脆内⾥软糯，滚烫的红⾖沙却⼜有着丝丝清甜，就是吃完这个之后我彻底决定再也不碰年糕了。饭后我⼜很荣幸地被⼩妹妹指名跟她打⽻⽑球，就和她在
午后暖和的阳光下玩了⼀会⼉。经历了⼏次把球从仓库顶上够下来、从花丛⾥扒出来之后，我们带着⼀后备箱的年糕和爷爷种的蔬菜回去了。

回去之后⼩妹妹累得很快就睡了，我⼀个⼈去了附近的超市。之前聊天时说起过我会包饺⼦，⽽饺⼦是中式年夜饭的主⾷，住家妈妈就问我能不能做给⼤家吃。在⼀番详细的调查和
学习后，我决定做芹菜⽊⽿和胡萝⼘两种馅的。其实我给她看的照⽚是我临⾏前现学现卖的饺⼦，不过既然答应了，我就尽⼒做好吧。实在不⾏我还可以远程求助啦。



2017.12.31 有饺⼦的年夜饭

2018.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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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号这天，⼀早起来我和⼤家打招呼说新年好（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被住家妈妈纠正说这是明天这个时候的祝福语，那就留到明天再说吧。

昨天买回来的原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就差包饺⼦了。住家妈妈和⼉媳妇（也就是⼩妹妹的妈妈）在厨房⾥准备年夜饭（おせち料理），我就在旁边的桌⼦上准备饺⼦馅。饺⼦
⽪是买的超市现成的，为了有新意⼀点特地准备了芹菜（セロリ）⽊⽿（きくらげ）和胡萝⼘两种。洗好菜之后我本来还准备展⽰⼀下我⾃学成才的⼑⼯，结果在见识了打碎机的实
⼒后，⽴刻就将⾝为美⾷⼤国国⺠的尊严弃之不顾、转⽽投奔科技的⼒量了。不得不说这个打碎机真是太⽅便了，我最后连葱姜蒜都没动⼑，全凭操作打碎机得到了形状规整的葱段
和姜末，还⽐我⾃⼰⼿下的成果好太多。不过胡萝⼘擦丝炒熟还是我亲⾃动的⼿，其实也只是因为打碎机打不出那么那么细的丝不然我才不会拿⼀个板蹭半天……

然后就是将蔬菜和⾁馅混合、按照菜谱添加配料，不过有电⼦秤在这些都不是事。混合均匀后，我想着反正对味道也没有太⼤影响，就学着妈妈的样⼦在馅⾥各加了两个⽣鸡蛋再搅
匀，让住家妈妈惊讶了⼀下。接下来酌量添加酱油、盐和⾹油（ごま油）调味，控制⽔分，饺⼦馅就算完成了。这么说看上去似乎很轻松，实则不然。虽然搅拌⾁馅的⼿感很好，但
我没搅多久就累得不⾏，跑去偷吃住家妈妈炸的⼩鱼⼲了。到最后万事俱备，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以前看到的饺⼦馅的样⼦了，不得已之下只好拍⼩视频向妈妈寻求帮助。不知道妈
妈怎么看出来⼲湿度的，总之她要我少量多次加⽔搅拌，⼜让我给芹菜那边加盐。我就随便撒了⼏把再尝了⼀下盐味，感觉是⼀股熟悉的味道，⼀定很好吃。胡萝⼘馅⾊泽鲜红⽽味
道清新，芹菜馅的则中规中矩，但是特别有家的感觉，仿佛只要出锅之后就可以端着它去看春节联欢晚会（中国农历除⼣夜的电视节⽬）了。两盆馅终于得到了妈妈的肯定，可以开
始包啦。

正好旁边年夜饭的准备似乎也已经就绪，⼩妹妹的妈妈就和我⼀起来包饺⼦了。我上来就坚定地表⽰我真的没有独⽴完成过包饺⼦的全过程，除了包好的饺⼦要粘⾯粉以外⼀⽆所
知，所以⼈家就⽤中华料理店的饺⼦包法，留我在⼀边独⾃钻研了。不过真正上⼿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在家怎么也包不好的饺⼦居然双⼿拇指和⾷指⼀拢再⼀弯就成功了，⽽且形状
规整可爱，速度也很快。旁边⼩妹妹妈妈的包法是在饺⼦⽪边沿沾⼀点⽔，然后叠出⼀个个褶⼦，看上去很结实，但每叠完⼀个饺⼦都要擦掉被挤出来的馅。我们⼀边包⼀边聊天，
我说起奶奶讲过的习俗，以前北⽅⼈家娶新娘的考试就是包饺⼦，新娘⾃⼰擀⽪做馅，如果饺⼦⽪和馅能刚好同时⽤完，就说明这是个贤惠的新娘。随着饺⼦⽪越来越少，我⼀边包
⼀边开玩笑说我⼤概通不过这场考试了，果不其然最后饺⼦⽪⽤光时馅还剩好多。我们商量了⼀下该怎么办，正好明天要去爷爷家，所以决定再买⼀点饺⼦⽪做好了带过去。满满两
盘饺⼦做好了，我顿感轻松地解下围裙，坐等开饭了。住家妈妈问我这样是不是很有⾝在中国的感觉，我很⽼实也很不好意思地承认去年过年时我只负责吃来着，⼀个饺⼦都没包。

然⽽事实证明我当时觉得包好饺⼦就万事俱备的想法⼤错特错。过年荞⻨⾯（年越しそば）出锅时，我打算也开始煮饺⼦，结果不知为什么所有饺⼦周围都渗出了不明液体，全都黏
糊糊地粘在盘⼦上了。我这才⼤呼不好，瞬间想通了为什么要把饺⼦放在⽵席上、为什么每次刚做够⼀席奶奶就着急去煮。原来，为了让饺⼦⼝感更好，饺⼦馅⾥通常有很多⽔分，
常温下容易渗出来︔特别是买来的饺⼦⽪⽐家⾥擀的要薄，这个问题也就更严重。所以要么⼀做好就放进冰箱冷冻，要么就⽴刻下锅煮熟。⽵席、⾯粉都是为了防⽌这种情况出现，
结果我只象征性地沾了点⾯粉就将饺⼦直接放在瓷盘上了，可以说是犯了⼤忌中的⼤忌。

事已⾄此，就只能补救了。胡萝⼘馅的因为要做成煎饺（焼き餃⼦）所以破了也不怎么碍事，选⼏个还⽐较完整的下锅煎就好，问题是要当成⽔饺（⽔餃⼦）煮的芹菜饺⼦，如果煮
的时候破了就只能喝⾁丸⼦⾯⽚汤了。不幸中的万幸是，我还是成功找到了⼗个完整的饺⼦丢进锅⾥，没有让它们破掉。所以最后每个⼈碗⾥的⽔饺都是扁扁的⼀⽚，这就是在把从
盘⼦⾥提起时拉长的。等锅⾥的⽔沸腾两次后，饺⼦终于浮上来了。我努⼒摆出⼀副中华⼩当家那种胸有成⽵的表情，蘸了⼀点⽩醋，张嘴咬了下去。虽然没有黑⾊的醋总感觉哪⾥
怪怪的，不过这也是我能找到的最近接的替代品了，想当年我在拉⾯店⾥还拿酱油蘸过饺⼦。

其实饺⼦吃到嘴⾥的时候，我就知道不好了。妈妈说过芹菜馅要多放盐，我⼜当⽿边风了，结果就是这个饺⼦味道太淡，只有模糊的芹菜味和⾁味。⼤家盯着我复杂的表情，我只能
捂着嘴说了⼀句“太淡了”然后就忙不迭地道歉，结果家⾥⼈尝了尝都说挺不错的，我也只能⼼很累地笑了。

煮好饺⼦后，我⼜去照看了⼀下煎饺。胡萝⼘馅的煎饺煎得⾦⻩焦脆，⾮常诱⼈，只是我在做的过程中再次暴露了⾃⼰厨艺⽅⾯的⽆知，居然差点忘记加⽔。热腾腾的煎饺就很好吃
了，这次我⼀边试吃⼀边给⼤家⽐⼀个了⼤拇指，⼤家都放⼼地笑了。等我⽤荞⻨⾯和天妇罗填饱肚⼦、打算再吃⼏个的时候，放在桌⼦另⼀边的煎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吃光
了。⼤家这么捧场我好开⼼啊。

除了饺⼦之外，还要传统的荞⻨⾯，⼩妹妹的爸爸（我真的很难管⼀个看上去是我叔叔辈的长辈叫哥啊）给⼤家炸了好多天妇罗。电视上放着今年的红⽩歌会，这边⼀个红⾊的汤锅
⾥热汤咕咚咕咚，那边⼀个红⾊的炸锅⾥热油嘎吱嘎吱，不断有酥脆的天妇罗和各种花花绿绿的菜肴来到桌⼦上。⼤家⼀边享⽤饺⼦和荞⻨⾯⼀边吃着⼩鱼⼲、鱼籽之类的⼩菜，我
还喝了住家妈妈⾃酿的梅⼦汁，兑了苏打⽔之后酸甜可⼝⼜清爽，能⼀直喝到⽛疼。

这就是我在⽇本吃到的、热腾腾的、很有家乡⽓息的年夜饭。这个晚上到这⾥还没有结束，但年夜饭已经写得够多，就在此打住吧。



2017.12.31 除⼣钟声

2018.01.25

马上就能开⼀⼋年⼀⽉的⽇记了，哈哈哈哈。

明明年夜饭都吃完了却还有⼀篇⽇记，要说是什么的话其实就是守岁的内容。之前被问到中国怎么守岁的时候，我还给⼤家表演了电视上“三、⼆、⼀，祝全国⼈⺠新年快乐！”敲钟
的样⼦，结果没想到这次我真的实打实地敲除夜之钟（除夜の鐘）去了。

随着今年的红⽩歌会⼜以⽩组的胜利落下帷幕，我们⼀家也开始飞快地穿⾐服准备出门。路上⾮常寂静，甚⾄能看到⽉朗星稀的夜空。“在中国除⼣的这个时候早就有⼈开始放炮了
吧”，我⼀边说着⼀边上了车，⼩妹妹的爸爸驱车带我们去了家附近的觉照寺。我们在车上紧紧盯着数字显⽰的时间，看着它从11:59蹦到了0:00，车⾥随即响起⼀⽚此起彼伏的“新年
快乐（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2018年来了，我们亲爱的蓝⾊⾏星⼜⼀次绕着它的恒星转了⼀圈，可在⼈的感官看来，这⼀秒和上⼀秒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毕竟时间之风打
在⼈⾝上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就像住家妈妈说她现在感觉跨年也是⼀件很平常的事⼀样，只在世上过了⼗六个年头的我也体会不到吃了⼏⼗次过年荞⻨的感受。不过就在车上，我还
忙着回复朋友的微信，要她开开⼼⼼地⾯对全⼼的⼀年。毕竟在同⼀时间的⽇本海对岸，⼤家还在2017的尾巴上呆着呢。

觉照寺很快就到了，和预想中不同停车场⾥空荡荡的，但院⼦⾥已经排起了长队。全家⼈⼀下车就开始很着急地⼩步往前跑，我不明就⾥，也亦步亦趋地跟在后⾯。⼀到寺院门⼝，
住家妈妈就很开⼼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还没来得及问怎么了，就连忙和⼤家⼀起鞠了⼀躬，开始了年初的第⼀次参拜。好不容易⽤⽇语念完了打过腹稿的新年愿望⼜放了⾹钱，
我才有机会问⼤家发⽣了什么。原来除⼣敲钟是需要拿号的，去晚了就没有了。但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们刚好赶上了最后的⼏个，我拿了九⼗九号，⼩妹妹拿了第⼀百号。

和国内⼤年初⼀去烧⾹不同，⽇本的习俗是敲钟。之前现代社会课讲佛教时讲过，佛教认为⼈有⼀百零⼋烦恼，⼀百零⼋下除夜之钟也就意味着消除全部烦恼。“烦恼”⼀词在中⽂⾥
可以表⽰各种不顺⼼的事，但在⽇语⾥则⼏乎只有宗教意义上的含义，像是“最近作业好多，好烦恼啊（最近、宿題が多すぎて煩悩しているよ）”这种句⼦是完全错误的。我⼀边排
队⼀边和住家妈妈聊着这些，随⼝问“这就是初诣（初詣，新年的第⼀次参拜）吧︖”的时候，住家妈妈却说这个词专指去神社参拜，像这样来寺庙敲钟不能叫初诣，⼜学习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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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排队的⼈们暖和⼀点，寺院⾥堆起了篝⽕，住持⼀家还在给⼤家分发驱寒的饮料。我喝了⼀杯，感觉有点像酒精成分很少的醪糟。很快就轮到我了，我把⼿机给了⼩妹妹的爸
爸请他为我照相，钻进了⼤钟的围栏之内。半⼈⾼的铜绿⾊⼤钟上写了很多密密⿇⿇的字，但也没有时间去细看了。我深吸了⼀⼝⽓，⼼⾥念着“愿新的⼀年能有好运”，托着横⽊撞
了上去。⼤钟稳重地“咚——”了⼀声，将振动顺着⽊头传到了我的⼿上。我还学着前⾯⼈的样⼦扶稳了摇摇晃晃的横⽊，免得⼀不⼩⼼把下⼀个⼈的烦恼也消除了。我下来后，⼩妹
妹迫不及待地⽤⼒敲响了第⼀百下钟，⼤钟也很给⾯⼦地⼤声“当——”地响了⼀声。很快，⼀百零⼋下钟都敲完了，聚在⽕边的⼈们互相道着新年好，各⾃回家去了。我也深深地吸
了⼀⼝新年的冰冷空⽓，回到了温暖的车上。

明天，准确来说是今天，会是新的⼀天。

⼀直到我看到朋友圈⾥开始欢庆新年，我才迟钝地意识到，这就是⽇本新年了。没有春节，这就是新年啊。



2017.01.01 团圆的时刻，正宗的新年料理与寿喜烧

2018.01.25

之前的某篇⽇记⾥我把“おせち料理”翻译成了“年夜饭”，这是我的错误。事实上，它并不是除⼣夜⾥⼀年中最后的晚餐，⽽是元旦当天⼀年中最早的早饭。早饭吃得如此隆重在我看
来挺不可思议的，但由于昨晚的守岁和敲钟⼤家起得都很晚，所以全家等⽇上三竿时才开始吃饭。后来问了⼀下⽼师，才明⽩这是中⽇过年传统的差异。在中国，过年期间最重要的
团圆饭是除⼣夜的晚饭，但在⽇本却是新年第⼀天的早饭。因为过年前⼤家都忙着准备过年，没时间⼤吃⼀顿，连除⼣夜的晚饭也是简单⽅便的荞⻨⾯。

继续说我们家的新年料理。餐桌上，各⾊菜品装在红彤彤的⾷盒（おかもち）中，缀以绿⾊松叶，虽然闻起来只有⾼汤那种叫⼈⾷欲锐减的清⾹，但鲜艳惹眼的颜⾊⼜令⼈⾷指⼤
动。住家妈妈⼀⼀向我介绍这些菜式的寓意︓黑⾖（⿊⾖）象征勤勉（まめ）︔红⽩鱼板（紅⽩かまぼこ）状如⽇出，象征新的开始，红⾊的象征驱魔，⽩⾊的象征清净︔虾由于⾝
⼦弯曲且有长须，像⽼年⼈，故⽽象征长寿︔鱼籽象征多⼦多福︔栗⾦团（栗きんとん）象征财富。⾄于烤⾁倒没有什么寓意，只是因为家⾥⼈很爱吃就作为创意菜式加⼊了新年料
理。我个⼈最喜欢鱼板，有鱼⾁的甜味，咬起来很弹⽛。此外，热乎乎的年糕汤（雑煮）也是传统的过年⾷物，它⽤它那清淡的味道温暖了我饥饿的肠胃，给全是冷⾷的早餐带来了
⼀丝温度。我的胃果然还是没有完全适应这边的饮⾷，⼀过节就吵着要吃热⽓腾腾的⼤鱼⼤⾁，但冷餐的好处就是抑制⾷欲，⽽且吃完了感觉肚⼦⾥没有什么负担。我每样都尝了⼀
点，不知不觉也就饱了。⼀家⼦⼈⼀顿居然没吃完这三盒菜，还留了不少当中午饭。

⼗⼀点，我们⼜去了觉照寺参加新年的修正会（修正会），来的⼤多是附近带着孩⼦的⽼⼈。⼤家⼀起跟着住持诵读了经⽂，经⽂全是汉⽂，⽤的是古⽂课上学的读法，我理解起来
还挺容易的。最后听完住持的讲话后，修正会就宣告结束了。住持说昨晚的“除夜之钟”其实还有⼀个正确的名字，只是⼏乎没⼈⽤了所以将错就错了。⾄于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我
也不记得了，真抱歉。修正会结束后，住家妈妈把我介绍给了⼀起参加了修正会的其他亲戚们，被⼤家问到将来的梦想时，我本来只打算说想在⽇本考个好⼤学什么的应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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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却突然想起了之前在六所神社抽到的签。签上“学业运”的部分写了这样⼀句话：“诚实地⾯对⾃⼰的梦想，不要在意他⼈的⽬光和那些有的没的。”我像是被⿎舞了⼀样转⽽回答
说：“我想上东京⼤学。”没想到真的说出⼝反⽽没有那么不好意思了，⼤家还纷纷⿎励我，祝我梦想成真。想要成为配得上⾃⼰梦想的⼈，就必须拿出与之匹配的勇⽓吧。

晚上才是真正的家庭聚会，上次捣年糕时聚了⼀次的⼀⼤家⼦⼈今晚⼜来到了爷爷家，每⼈⼀个蒲团围坐在和式房间的⼤长桌旁，就着三个电磁炉吃寿喜烧（すき焼き）。就像昨天
说好的那样，我也带来了今天新包的饺⼦，这次的饺⼦刚包好就放在垫了厨房纸和⾯粉的塑料托盘⾥送去冷冻了，所以形状保持得很好，馅的味道也稍微做了⼀些调整。有了昨天的
经验，我对烹饪也有了更多的⼼得，煎饺成功做好了，⽔饺则向家⾥的管厨房的婶婶交代了怎样煮熟。深深让我先去吃寿喜烧，我就从厨房回到了客厅。我刚想见识⼀下正宗的⽇式
寿喜烧要如何调制底料，就看见家⼩妹妹的爸爸抄起酱油、⻩糖和⼀瓶⽇本酒就咕咚咕咚地倒在了锅⾥，是早就对其中的⽐例烂熟于⼼了，还是根本不在乎这种细枝末节呢。不过随
着鲜甜的⾹味升起来，这都不重要了。我早就在碗⾥打好了鸡蛋，⼀等⽜⾁变⾊就将它捞了起来。薄薄的⾁⽚肥瘦相间，浸满了酱油醇厚的鲜味和砂糖的甜，还有⼀股淡淡的酒⾹，
⼏种强烈的味道在蛋液的包裹下⼜达到了调和，吃起来驱寒⼜过瘾。虽然煮得软烂⼊味的⽩菜⾖腐魔芋丝什么的也很好吃，但这种时候果然还是要吃⾁啊︕家⾥⼈还给我夹菜，问我
吃的好不好，我⾃然说好吃。

⼀开始吃得太快搞得我⼀下就饱了，只能看着⼩妹妹在⼀旁持续作战。正好也到了上饺⼦的时间，我就和住家妈妈⼀起去煎饺⼦了。饺⼦出锅后，婶婶还特别贴⼼地问我要加什么配
料吃，只有⽩醋可不可以。当我知道在⽇本⼀般⽤酱油蘸饺⼦的时候惊讶极了。

因为⼀⼤家⼦有⽼有少，我特别担⼼我的饺⼦冷场，没想到这次的反响特别好，很多⼈刚吃了⼀⼝就抬起头使劲向我眨眼点头，听说是芹菜和⽊⽿馅的时候就更惊讶了。我⼀边忙着
上菜装盘发饺⼦，⼀边回答⼤家的问题，在屋⼦⾥兴⾼采烈地转来转去，⾃⼰反⽽没空吃。最后我终于坐了下来，但那时吃到的饺⼦究竟是什么味道，我竟然⼀点都想不起来了。

 

饭后，⼩朋友们都在宽敞的屋⼦⾥奔跑玩耍，⼤⼈们开始聊天。这时⽼爷爷突然跑过来跟我讲他当年的辉煌事迹，整个过程中⽆数吐字模糊的专有名词夹杂着⼤量三河⽅⾔漫天飞
舞，连他孙⼦辈（也就是⼩妹妹的爸爸那⼀辈）的⼈听了都⼀脸迷茫，最后只剩下正坐在他⾯前的我和住家妈妈两个⼈还在听了。住家妈妈⼀开始还帮我把爷爷的话翻译成通⽤语，
结果爷爷越说越起劲，语速越来越快最后快到飞起，⼀边说⼀边激动地伸⼿⽐划，⼀句话⾥恨不得只有⼀两个我听得懂的词，说到兴头上还猛地停下来问我他说的对不对。我们两个
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只能⼀边笑⼀边连声附和。他讲了半天的欧洲之⾏，突然⼀拍⼤腿说：“对了︕我还去过中国呢︕”然后特别精神地从储物柜抱了⼀⼤摞分得整整齐齐的相册过
来，抽出⼀本递给我，夸耀到︓“我从三⼗岁起每天都写⽇记，⼏⼗年前的事情还记得很清楚︕”

我翻开⼀看，真的是我出⽣之前的北京。⽼照⽚的⾊调和满街的⾃⾏车，街上的⾏⼈穿着跟历史书照⽚⾥⼀样的、⼋九⼗年代的⾐服，那个并不怎么遥远的时代真的那样真实地存在
过啊。不过最令我惊讶的还是那个年代的东⽅航空（我记得应该是）的飞机票和⾏李券︕上⾯的字居然是粉红⾊的︕爷爷连⼏⼗年前的机票还留得好好的，反观我⼏年前的机票都不
知道丢哪⼉去了，突然觉得记录⽣活真是重要。爷爷还说了好多那个时候他看到的北京，完全就是怀旧电视剧⾥的样⼦嘛。于是我也顺理成章地邀请他来看看现在的背景，他很⾃信
的表⽰⾃⼰活过百岁⼀点问题都没有。我们准备⾛了，我抬头⼀看表，爷爷整整说了⼀个⼩时。和故事很多的⽼年⼈聊天真是有趣的，希望我⽼了之后也能变成⼀个有很多故事的⼈
呀。

以上就是我的这⼀年的第⼀天了，希望以后的每⼀天都能如此精彩，就是不要这么累了。



⼀⽉の⽇記 ⽇本の年越し

2018.01.26

趙⼀⻘さんの⽇記



もう⼀⽉も終わりなので、時期外れですけれど、私が体験した⽇本での年越しを紹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ホストファミリーと⼀緒に、除夜の鐘をついたり、初⽇の出を⾒たり、
おせち料理を⾷べたり、またテレビで箱根駅伝の中継も⾒たりして、とても楽しかったです。

似た⽂化が多くみられますが、年越し⽅は⽇本と中国ではけっこう違います。伝統な料理とは、中国のように餃⼦や⿂の⼤⽫料理ではなく、⼤晦⽇には年越しそばと⾷べ、お正
⽉には「重箱」という容器に⼊ったおせち料理です。年が改まり、お寺にお参りしましたが、中国のように線⾹はなく、除夜の鐘をつきます。そして初⽇の出を⾒に⾏ったり、
正⽉に家族で駅伝の中継を⾒たりするのは中国にはないものだと思います。いろいろ勉強になりました。

では、⼤晦⽇の⾏事から始めましょう。⼤晦⽇の夜は年越しそばと天ぷらを⾷べました。中国で、年末年始の間に⼀番⼤事な⾷事は陰暦⼗⼆⽉三⼗⼀⽇の⼣⾷なので、なんかシ
ンプルな感じがしました。⼀⽅、⽇本で⼤事な⾷事は年が明けてからのおせち料理ですね。前、ホストマザーを雑談していた時に、「餃⼦は中国の年越し料理だ」と、私が⾔っ
たら、餃⼦作りを頼まれました。いろいろありましたが、ホストファミリーのみんなに本格的な中国餃⼦を⾷べたてもらう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晦⽇の真夜中に、家の隣のお寺にと参りに⾏きました。そこで、初夜の鐘もつかせてもらいました。鐘の数は百⼋煩悩を取り除くということで、108回つき鳴らすそうです。
私は99回⽬の鐘をつきました。私は「よいお年を」を祈りながら、鐘をつきました。

次の⽇の朝、私たちはおせちを⾷べました。去年、学校の調理⾃習の授業でおせち料理を作りましたが、やはり家庭によっていろいろでした。縁起がついだ紅⽩のかまぼこや⿊
⾖や栗きんとんなどは共通な料理ですが、うちはローストビーフも⼊っていました。おせち料理は冷たくて、さっぱりする気分になりました。温かい雑煮も⾷べて、おいしかっ
たです。

⼀⽉⼆⽇、朝早く起きて、初⽇の出を⾒に⾏きました。⼀⽇遅れましたので、もう「初⽇」とは⾔え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ね。⽇の出に間に合うように、急いで⼭登りをしたの
で、とても疲れました。ぎりぎりでしたが、何とか⽇の出に間に合って、素敵な朝⽇を⾒ました。帰ってきて、テレビで箱根駅伝の中継も⾒ました。選⼿たちの⼀⽣懸命な姿を
⾒て、感動しました。

以上は私が体験した⽇本での年越しでした。おいしいものを⾷べたり、いろいろな⼈と出会ったり、また伝統な⾏事を体験しました。毎⽇新しい発⾒がありました。その充実し
た⼀週間はきっと忘れない思い出になるでしょう。その国の⼈と⼀緒に⽣活して、その国の⾵習を知り、⽂化に触れるのは、きっと⼈⽣の宝物になると信じています。

これは⽇本語で投稿されたものです



2018.01.02 “元旦”⽇出与长跑接⼒赛

2018.01.27

趙⼀⻘さんの⽇記



在这⾥先给昨天的⽇记做两点补充。其⼀个是上⽂中的⼀个错误，就是新年料理（おせち料理）并不是元旦的早饭。为了让家⾥的主妇们不⽤在过年期间每天做饭，年末准备好的新
年料理是要吃三天的。以此为基础，妈妈们的负担能减轻很多。其⼆是⼀个补充信息。在去问了寒假的住家妈妈之后确认了爷爷去中国旅⾏的时间，分别是1987年的北京五⽇游和
1988年的南⽅三城五⽇游，这么⼀算是三⼗年前的事了，我⼀共还没出⽣这么多年呢，那个时代对我来说都是⽗辈的回忆和历史书上的记录了。时间对⽼年⼈来说和我们简直不是⼀
种概念。

进⼊正题。去看元旦⽇出（初⽇の出）也是⽇本的传统新年活动之⼀，只是顾名思义，“元旦”⽇出指的是新年⾥的第⼀次⽇出，但由于除⼣夜⾥⼜是守岁⼜是敲钟的第⼆天⼀早起不
来，就顺延到了⼆号早上。昨晚⼩妹妹的爸爸跟我说，虽然⼤家想看的是⽇出，但其实最好看的是⽇出前的景⾊。不巧的是由于⼩妹妹有点感冒，所以只有我、住家妈妈和住家妈妈
的姐姐三个⼈去。我们早上五点半就出门了，半个⼩时的车程之后，我们到了邻市的森林公园。出门的时候天空还⼀⽚漆黑，但在去的路上就逐渐亮起光来。到了空⽆⼀⼈的停车
场，我们马不停蹄地下了车开始爬⼭。我第⼀次戴登⼭头灯好激动的，结果没⾛⼏步就完全⽤不着开灯了，唉。住家妈妈的姐姐（下⽂叫“⼤姨”好了）平时经常爬⼭，所以⼀马当先
⾛在最前⾯。我⾛在中间吭哧吭哧地跟着，为了赶上⽇出努⼒不掉队。不过爬⼭真的很累啊，尤其是在这种冬天的早晨，寒风扑⾯还不能停下，我⼀路上⼀直咬⽛坚持不去看表，因
为听说只⽤爬三⼗分钟的⼭，怕⾃⼰累得不⾏了⼀看表发现只过了不到⼗分钟，那就太打击⼈了。

差五分钟七点时，我们成功登顶并爬上了瞭望台。这时天⾊已经⼤亮，远⽅的⼭巅飘着⼏缕薄云，⼭脚下的河流和城镇还在浅浅地睡着，只是四处都看不到太阳。⼤姨还给我看昨天
来看真正的“元旦⽇出”的⼈们的照⽚，从照⽚来看昨天这个时候这⾥挤满了⼈，不像现在只有我们三个。 七点都过了，太阳还没出来，我们都说是不是因为阴天，就把⽬光从东⽅移
开，去看其他⽅向的风景了。就在这时，⻄边的⼭上突然浮现出⼀层⾦光，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听见住家妈妈和⼤姨⼤声叫我。我凑了过去，刚好看到太阳从⼭坳处⼀点点钻出来，
像是戒指上的宝⽯⼀般璀璨地闪耀着，连旁边的云都染上了淡淡的橘⾊。我⽬送着这个⾦红⾊的⼩点⼀点⼀点升⾼，直到变成熟悉的⽇轮⼤⼩，将光与热赋予这个陪伴了它四⼗多亿
年的⼩⼩⾏星。此刻这颗⾏星⼜像此前的⽆数次那样步⼊了新⼀轮公转周期，⽽它上⾯偶然诞⽣的⼩⼩⽣命们正在庆祝这件事，为太阳、也为⾃⼰⽽⾼兴着。我好像还真是第⼀次专
程看⽇出，⾼楼⼤厦间的早晨过于拥挤忙碌，我仰头望⽉的次数都⽐看太阳多多了。这次能专程来看它，我也很⾼兴。尽管知道太阳并没有意志，我还是突然觉得⽆论是作为种族还
是个体都蒙受了它太多恩惠，不⾃觉地感激起来。⼭下，道路上车辆增多，⼀切都来到了光下，平淡⽆奇的、新的⼀天⼜开始了。“那么今年也请您多多关照。”我冲它挥了挥⼿，到
游客休息的⼩⽊屋⾥吃带来的早饭去了。

我们回到家的时间⽐我平时起床还早，不过我回去之后倒头就睡了，⼀直到午饭时才起。来到客厅时，电视上刚好在放箱根长跑接⼒赛（箱根駅伝）的直播。其实我最早直到这种运
动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但29号那天晚上看了今年全国⾼中⽣决赛后突然对它上⼼起来了。顺带⼀提光之丘这次作为爱知县的⼥⼦队代表参加了全国⾼中⽣长跑接⼒⼤赛
（全国⾼校駅伝⼤会），⽽且第⼀次参加就取得了第⼗⼀名的好成绩，⼤家都很激动，住家妈妈还特地跑到京都去看了现场⽐赛。要说长跑接⼒有什么看点，果然还是要有⾃⼰⽀持
的队，像我们当时看录像的时候就⼀直在说：“快看快看赶上来了︕”、“光之丘好快︕”、”不好要被超过去了︕”、“哎呀这⼀棒的选⼿好厉害︕”这样的，坐在电视机前跟着选⼿⼀起
摇摆。在如此长的距离之下什么都有可能发⽣，⼀开始领先的⼈也未必能笑到最后，⼀开始全都相差不多的队伍在长跑的过程中逐渐分化，但仍然有黑马反超的可能。看着选⼿们克
服各种困难⼀路奔跑其实⽐想象中有意思多了，赛道两旁加油助威的⼈们再加上镜头的切换与解说，很容易就浸⼊到了那种热情⾼涨的氛围之中，看见选⼿摔倒了⾃⼰也担⼼得不
⾏，看见选⼿跑完⼀程⽐⾃⼰跑完还要激动。今年的箱根接⼒赛是第九⼗四届了，按照⽹上的资料来看，最早在⼤学⽣之中举办这⼀⽐赛是为了培养擅长长跑的⽇本运动员，也有说
法说是为了给进⼊旅游淡季的箱根增加⼈⽓。不管怎样，这个⽐赛真的⽐想象中有趣多了。

⾄此，新年期间的⽇记就全部完成了，虽然有些仓促，不过我觉得也就这些了。短短⼀周的寄宿⽣活其实还有好多没能写进⽇记的感动和收获，受限于篇幅和时间只能写到这⾥了。
总⽽⾔之，我度过了⼀段⾮常充实⽽难忘的快乐时光，感谢我遇到的所有⼈们，希望⼤家新的⼀年⼀切顺利。



2018.01.08 新学期与新住家

2018.02.11

在这⾥纠正⼀个很久远的错误，就是在2017.12.21那天的⽇记⾥，其实⽝⼭城那个有好多粉红⾊绘马的神社并不是六所神社，⽽是三光稻荷神社，笔误了⾮常抱歉。

来说说住家的事吧。其实⼀直到上学期结业式那天我都对这件事毫不知情，不过现在我真的觉得寄宿家庭⽣活⾮常开⼼的。学校⽼师考虑到我⼀直住宿舍体验不到什么⽇本⼈家的⽣
活，特意为我找到了同级的同学家。于是在新学期开始的前⼀天，我就从宿舍搬了出来，来到了寄宿家庭⾥。

住家住得不是很远，虽然出了冈崎市，但坐电车的话到学校⼀共也不过三⼗分钟，如果坐急⾏电车还要更快些。我特别享受坐电车的感觉，⼀是因为这边的电车⼀般不是特别挤，⼆
是因为跟⼀车⼈⼀起摇晃着去向远⽅开始新的⼀天，在我看来是特别浪漫⽽富有仪式感的⼀件事。⽽从学校回家时想着前⽅那个亮着灯、有⼈在等你回来的家，⼼⾥顿时就温暖得不
⾏。铁路两旁有许多灰⾊的建筑群、⼀⼤⽚⽥野以及两条河，⽽每天的景⾊都不⼀样。晴朗的早晨，耀眼的淡⻩⾊暖光从前⽅照耀⽽来︔多云的⻩昏，⼣阳在背后⻄沉，天际仿佛有
粉红的兽群在奔跑。25号早晨⼩雪初霁，⼤地如同撒满了糖霜的蛋糕坯，⼩⼩的房⼦们则是精巧的巧克⼒堆⼉，⼤概只有奔驰的电车是鲜红的。这样⼀场⼩雪就让我⼀个北⽅⼈激动
得不⾏，⼀边⾼兴还挑三拣四说地上的雪不够蓬松。结果26号雪下了⼀上午，电车晚点，乘客多了⼀倍，车厢⾥还湿哒哒的，雪也不完全是那么好的东⻄啊。

要说电车通学还有什么好处，就是有了更多和同学们偶遇的机会了吧。第⼀天回去的时候我跟班⾥好⼏个顺道的同学⼀起⾛，在车站等车时疯狂⾃拍。学校不允许使⽤⼿机，所以这
还是我第⼀次和⼤家拍那种特别可爱的照⽚。有时在车厢⾥遇见同学，就能随意地聊聊天。有⼀次我问住在附近的同学车站旁边有没有书店，⼈家索性直接带我去了，购物完后还⼀
起去⻨当劳吃了⼩点⼼，可以说是我梦寐以求的、特别有jk（⼥⾼中⽣）感的⽣活了。

当然这些好处其实都是附加的，住在寄宿家庭⾥真正的意义还是在于有和家⼈互动相处的时间吧。每天吃饭的时候⼀⼤家⼦⼈围在桌⼦旁说⼀天中发⽣的事，虽然只是些⽇常⽣活的
琐事也很开⼼。跟同学说话的时候我总是不太好意思⼀遇到陌⽣的词就问⼈家什么意思，但如果是⼀家⼈的话就完全没这个问题，了解得更多感觉也更亲密。就算是最⽆聊的事也可
以随⼝说说，反正就是分享⼀天的经历嘛。⼀次我⽆意间说我这次⽇语能⼒考考过了，全家都特别⾼兴地计划着要带我出去庆祝⼀顿，我⼀开始还有点错愕，可爸爸妈妈是真的为我
⾼兴，去别⼈家做客的时候也在夸我。虽然我周末经常晚起、也没少吃家⾥的零⾷、家⾥⼈也不需要我做什么家务，⼋成给⼤家添了不少⿇烦︔但家⾥⼈真的对我好温柔，温柔到我
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妈妈经常和我⼀起看着电视聊天，爸爸给我推荐了报纸上值得⼀读的⽂章，弟弟妹妹们也充满活⼒，让⾝为独⽣⼦的我感受到了有兄弟姐妹是怎样⼀种体验。⼏
个和你有着⾎缘关系、年纪相仿的⼈和你从⼩⼀起长⼤，相互关照、有时也有争吵，对于我们这⼀代⼈来说应该很难体会到吧。

总之，这就是对于我住家⽣活的⼀个简单回顾啦。下个⽉⼜要换住家，往后会怎么样还不清楚，但是这样⼀个⽉的缘分也让我觉得⾮常快乐了。

  

趙⼀⻘さんの⽇記



2018.01.19 相遇与别离的往复

2018.02.11

（第⼀张图是我画的⼤家的画像）

 

这个⽉⽉末，澳⼤利亚来的留学⽣⻨洛蒂和克⾥斯蒂也要回国了。她们是趁着暑假来姊妹校留学的，明明这边冷得不⾏澳⼤利亚却是夏天，真是奇妙。还有⼀位在上⼤学前申请了⼀
年Gap Year来这⾥当助教的索菲，这三位来⾃澳⼤利亚的同学跟我相处的时间长短不⼀，但都留下了⾮常多的美好回忆。可能因为都⾝为留学⽣，所以有种特殊的亲近感。索菲去年
四⽉就来了，她⽇语⾮常好，不过说⽇语和说英语的时候简直就是两种性格，这点跟所有⾮⺟语者都⼀样吧。克⾥斯蒂因为种种原因只和我们⼀起上了⼀周的课，但我和她没两天就
混熟了，她还夸我可爱，嘿嘿。跟我⾛的最近的应该是⻨洛蒂了，她和我在同⼀年级，教室也挨得很近，加之我开始住住家后总有机会⼀起通学，我们的关系就更好了。她为⼈直率
热情，还说特别喜欢跟我说话，因为我说的⽇语她听得懂。实际上我的⽇语肯定不如⽇本同学们说得好，但是我知道怎么⽤最简单的词表达⾃⼰的意思，这对于⺟语者来说反⽽很困
难。通过和她们的相处，我也看到了来⾃不同⽂化圈的⼈是如何接触、看待⽇本⽂化的。看着⾦发碧眼的⼥孩穿着和服做茶道别有⼀番趣味，不⽤从甲⾻⽂图形开始学汉字也让我产
⽣了⾝为汉字⽂化圈⼈⼠的庆幸。⽽且她们在⽤英语聊天的时候，我也就顺便做起了英语听⼒的练习。有时在转达⼀些很复杂的信息时，我也会久违地切换到英语模式说话。⽐起在
头脑⾥对⾃⼰说“好的，现在开始要说英语了”，我更倾向于告诉⾃⼰“现在对话的对象是谁”。因此在我刚刚来到⽇本的时候，澳⼤利亚的外教⽼师和我打招呼，我强压着⾃⼰⼏天来
养成的说“初めまして”的冲动说了“Nice to meet you, too”，结果他突然⽤汉语冒出⼀句︓“我的中⽂名字是⼤明，很⾼兴见到你。”那⼀瞬间我真的听见了“啪”的⼀声，三种语⾔突然
不兼容，⼤脑直接宕机了。

趙⼀⻘さんの⽇記



⽽现在，相处了这么久的她们就要⾛了，带着对她们来说美好的夏⽇异国见闻，将我们短暂重叠的⽣活剥离开来。我会很平静地问起她们回国的⽇程，问起她们住在哪⾥，表⾯上摆
出⼀副毫⽆波澜的样⼦，就像是在问天⽓⼀样。有天⻨洛蒂特别⾼兴地告诉我，她住家带她去买了好多在茶道课上喝到的⽟露茶，因为在澳⼤利亚很难买到。我附和着说真好啊，回
避了她是在做临⾏的准备这件事。

先是克⾥斯蒂。周五放学，我们在⾛廊的岔路道别后，我和⻨洛蒂⼀起回教室时说⾄少你们应该还能再见到吧，没想到⼀直像个⼤孩⼦似的⻨洛蒂很笃定地说：“她住在墨尔本，我
猜这是我们最后⼀次见了。”连同在⼀个国家都的两座城市都很难再见了，那隔着⼤海的我们呢︖看来反⽽是我故意不去想它，其他⼈都看得很明⽩嘛。类似的感情我在⼀个⽉前三
个中国留学⽣⾛的时候就体味过⼀遍了，但那时因为⼼知我们⼤概缘尽于此，所以还能保持平静︔可相处了⼀个多⽉的朋友⾃此就要天各⼀⽅，还是挺难接受的⼀件事。当然，为了
这种⼩事哭哭啼啼也有失颜⾯，所以⼤家还要成熟地保持微笑。现在发达的科技可以⽤社交软件将萍⽔之交的⼈们⼀⽣捆绑在⼀起，可谁知是不是⼲脆利索地⼀⼑两断更好呢︖

真要这么说的话，我们⼀⽣中根本没有能永远陪在⾝边的⼈。不妨悲观⼀点地想想，我们沿着⼈⽣之路向前，所遇见的都是有时间限制的缘分，从相遇的那⼀刻开始倒数，随着时间
耗尽逐渐⾛上不能为伴的旅途，只是同⾏的时间长短不⼀罢了。可要说的话，刚认识没两天就交换联系⽅式，就像不安地紧紧攥住⼿中的流沙般，强留住注定要消逝的东⻄，是否不
够潇洒︖

放在以前的话，我是会这样想的，可现在我有了更多的理解。因为惜别之情如此真实，我们做不到那么潇洒，我们会给对⽅写贺卡、交换联系⽅式，说着“如果来了⼀定要来找我
啊”。但事实上，这是否只是为了安抚⾃⼰⼼中的悲伤呢︖在告别时，⻨洛蒂的邀请是真诚的，我相信她是真的在期待着能在某个夏⽇和我在澳⼤利亚重逢，⼀起去农场⾥剪⽺⽑。
我⼜怎么能⽤ “海内存知⼰，天涯若⽐邻”这种故作端庄的⾔辞来⾃欺欺⼈地安慰我⾃⼰呢︖我⼜怎么好意思⽤“⽆为在歧路，⼉⼥共沾⼱”这样稳重的诗句来隐瞒“谢谢有你在的这些
⽇⼦，和你分开我真的很难过”的⼼情呢︖明明只有⼀个多⽉⽽已，或许我也是知道真的很难再见⼀⾯了吧。

来⽇本快半年了，我与那么多⼈相遇、留下回忆，但终究是要分别的。就连是国内的朋友和亲⼈们，也都会随着时间渐⾏渐远，最后天各⼀⽅。即使情感和回忆不会淡去，能⼀同分
享的时光也再也回不去了。以前的我会以此为理由，发表⼀些诸如“还念往昔、珍惜此刻、展望未来”之类的积极⾔论，但现在我却说不出来了。⼤概是真的知道了离别之重了吧。

不过，要真的想见的话，也不是见不到。⽐如对于不⽤社交软件的⻨洛蒂，我就在试着给她写信。笔和纸传达的东⻄真的和电⼦信息不同，可惜现在写信的⼈已经越来越少了。⾄少
我这辈⼦⼀定会去⼀趟澳⼤利亚的，到那时，和她们联系⼀下，⼀起吃个饭也好啊。所以我还是要不负责任地唱起那⾸歌︓

“我们再相逢，不知何时，不知何地，但我知道那⼀定是某个艳阳天。”

所以那个周六的上午，我⼀如既往地睡了懒觉，⼀如既往地在在床上打开⼿机。看了看表，我想象着⻨洛蒂乘坐的飞机从跑道上起飞，⼀路向南飞去，飞回她那我所不知道的⽣活。
然后我们就在不同⼟地上，⽇复⼀⽇迎接晨昏的到来，继续活下去。



2018.01.18 旅⾏⻘蛙，我也在路上

2018.02.11

不⾏了，我必须为这款⼿游写⼀篇⽇记。⼤概就在我也开始玩的时间点上，旅⾏⻘蛙的中国玩家突然开始爆炸式增长，简直像是加了催化剂的化学反应⼀样。我去问⽇本同学，反⽽
没⼀个知道的。这也和数据所反应的情况不谋⽽合︓这款⼿机游戏在苹果商店⾥1000万（1⽉29⽇的数据）的下载量之中，中国玩家数占到了95%，⽇本玩家数则只有2%。

趙⼀⻘さんの⽇記



简单介绍⼀下，这是⼀款放置系游戏，玩家负责给⼀只爱旅⾏的⼩⻘蛙准备便当、护⾝符和道具，但⽆法控制其去哪个地⽅，只能通过不同的⾏李给其暗⽰，最终决定权还是在⼩⻘
蛙⼿上。每次旅⾏，它都会带回照⽚和特产，在家⾥待⼀段时间后，⼜会悄咪咪地出门旅⾏。我家这只⼩⻘蛙AOKI特别像我，懂事、跑得快、善交朋友（突然开始⾃夸），⽬前还
没有出现过出门好⼏天不回家的情况，最快的⼀次⼀晚上就跑去秋⽥县第⼆天⼀早就回来了︔⽽且回来了也不整天赖在家⾥，还没两天就给我寄回了跟⼩⽼⿏的合照，简直不能再乖
了。

⼤概就是在那段时间，这个游戏突然⽕得不⾏。⼤家都开始在朋友圈（类似Instagram的软件）⾥晒⾃⼰的⼩⻘蛙，还管它叫⼉⼦，⼉⼦出门了就抱怨它怎么还不发照⽚回来，⼉⼦不
出门就催它赶紧旅⾏去。⼀⾯为这只我⾏我素的⼩⻘蛙操碎了⼼，⼀⾯⼜把⼉⼦带来的⼟特产炫给别⼈说：“看我⼉⼦有出息吧︕”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态和话语莫名的熟悉︖再⼀想
这不就是妈妈每天念叨的话吗。真是养⼉⽅知⽗⺟恩啊。

其实，关于这款投射了当代夫妻、亲⼦关系的游戏爆红的必然因素已经有很多⼈写过。就像很多中国玩家会管⾃⼰的⼩⻘蛙叫⼉⼦⼀样，在⼤城市打拼的年轻⼈、在异国⼒学的学
⽣，各种不在家乡的⼈都因为这款游戏理解了⾃⼰絮絮叨叨的妈妈。我之前就很不能理解我妈妈没事就要我发张照⽚给她看的⾏为，明明现在通讯这么便捷，我⼜不搞突然消失，很
不明⽩到底有什么好担⼼的。不过我现在觉得，她⼤概只是想通过这种⽅式来了解我的⽣活吧。就像她所说的，并不是不信任或是不放⼼，只是想要更加了解越⾛越远的我，想通过
这种⽅式陪在我⾝边更久⼀点吧。

有趣的是，这个游戏也让我提前了解了如何排解这种⽗⺟⼼。在过去的⼗余年间，我所认识的⽗⺟仿佛只有⽗⺟这个⾝份，但现在就像我这个孩⼦逐渐⾛出原⽣家庭⼀般，我的⽗⺟
也有机会重拾其他的⾝份了。他们也曾是孩⼦、学⽣、年轻⼈，有我不认识的朋友、同事，有我不了解的过去，有我不知道的喜好。他们永远会是我的⽗⺟，但他们绝不只是我的⽗
⺟。我很⾼兴即使我不在他们⾝边，他们也在继续着⾃⼰的学业和事业，⾃娱⾃乐或是跟朋友玩得很开⼼（这两个⼈还经常趁我不在跑出去旅游，呵呵）。很多⽗⺟会⽤“我做什么
都是为了你、你是我的⼀切”来控制孩⼦，在我听来这就是以爱为名的绑架。为⼈⽗⺟⼀定⽐我想象得要⾟苦得多，但孩⼦不该是⽗⺟⼀⽣的全部。就像上⼀篇⽇记⾥写到的，没有
⼈能陪伴另⼀个⼈⼀⽣，孩⼦逐渐离去的过程，对⽗⺟来说也是逐渐找回⾃我的过程吧。

不过就像前⽂中说过的，我的⽗⺟永远都是我的⽗⺟，我也永远切不断与他们的联系。⽆论发⽣什么，这世界上⾄少永远都会有⼀个接纳我、抚慰我的地⽅，永远会有两个⽆条件包
容我的⼈，因为这些的存在，我永远都可以继续向前。

顺带⼀提，我妈在我的建议下也去养了只⻘蛙，还起了我的名字。她开⼼就好。



2018.01.25 芋煮会

2018.02.11

25⽇是⾼⼀年级的芋煮会。这天早上下雪了，雪后初晴的天空碧蓝耀眼，风也冷飕飕的，这种时候吃⼀碗暖呼呼的⼟⾖炖⾁汤和咖喱乌冬⾯真是太享受了。

芋煮会本⾝是东北地区，特别是⼭形县的习俗，因为学校有位⽼师是⼭形⼈，所以地处中部地区的光之丘每年也办芋煮会。⼀般来说芋煮会应该是煮芋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边变
成了⼟⾖，难道是因为⼟⾖（じゃが芋）也是芋头（⾥芋）吗。我刚听说的时候以为是⼤家在班⾥⽀⼀个⼩锅，往⾥⾯“扑通扑通”地丢芋头什么的，结果我们只要坐在班⾥等班⼲部
同学把锅端回来就可以吃了……

早上上学的时候，家庭科教室附近的⾛廊⾥都飘荡着咖喱的⾹⽓。⼤家带来的切好的⼟⾖、胡萝⼘和洋葱统⼀收上去后，发下来的时候就变成了⼀锅⼟⾖炖⾁好咖喱乌冬⾯，⾥⾯还
加了各种蔬菜。⼟⾖炖⾁的味道⾮常鲜美，咖喱乌冬这道听上去是暗黑料理的菜其实意外的好吃，热乎乎的咖喱酱裹在滑嫩弹⽛的宽⾯条上，有着和咖喱饭完全不同的风味。这种时
候就恨味增汤碗不够⼤啊，不过三碗下来也吃的很饱。外⾯天蓝得很漂亮，风也很⼤，⽽这是我裹着毯⼦在屋⾥吃⾯，真是享受啊。我果然还是喜欢热乎乎的午饭。

下午本来还有体育⽐赛的，因为最近流感⽐较严重就取消了。总之，这就是芋煮会啦。

趙⼀⻘さんの⽇記



2018.01.28 下雪的⽇⼦

2018.02.11

趙⼀⻘さんの⽇記



这个周⽇⼀天时间内发⽣了那么多事，真是佩服⾃⼰的⾏动⼒。

上午和学姐排练了下周要⽐赛的歌，中午吃完午饭后坐电车去了⼋丁味增⼯⼚参观，我还记得⼈教版初中⽇语书⾥有⼀学期的第⼀节课就是“⼯場⾒学”，没想到我现在真的参观味增
⼯⼚去了。



⼋丁味增是冈崎的名产，之所以起了这个名字是因为⼯⼚距离冈崎城有⼋丁的距离（约870⽶，⼀丁约等于⼀百九⽶）。⼋丁味增属于⾚味增（⾚味噌，其实也可以算是黑味增），
不同于⽤⽶煮制⽽成的⽩味增，⾚味增是⽤⼤⾖蒸熟的，糖分少⽽盐分较⾼。特别是像⼋丁味增这种需要储存超过两冬两夏的味增，其独特的苦味和咸味为其特征。

没想到跟着讲解员参观⼯⼚竟然是免费的，⽽且结束了还可以领到⼀包味增。讲解员为我们介绍了⼋丁味增的历史和基本的制作⽅法。现在⼯⼚的建筑内部已经变成博物馆了，具体
的制作⼯作⼤多已经交由机器。接下来我们⼜去了储存味增的仓库，⾥⾯⼜⼤⼜暗，到处都是⼤酱发酵时有点像酱油的味道，巨⼤的味增桶⾥装着六吨重的味增，上⾯⽤堆成⼩⼭形
的三吨左右的⽯块压住，解说员⼩姐⾃豪地表⽰这些⽯头从来没有因为地震塌下来过。⼋丁味增的特点就是储存时间极长，因此味道也⽐较重。参观结束后有试吃环节，我其实不是
很喜欢这种味道，不过⽤⼋丁味增煮出来的汤（⾚だし）还是很好喝的。

参观⼯⼚就结束了，买好了中期研修给⼤家的礼物后，我就赶忙奔向了下⼀个⽬的地。去之前我本来还想再吃点东⻄的，很不巧的是味增⼯⼚的⾷品店没开门，我就在门⼝买了味增
冰激凌。正在舔冰激凌的时候，阴了⼀上午的天开始飘雪了。周末的下午，街道上寂静⽆声，只有越来越密的雪花飞在风⾥。雪花积在树梢，我突然想起来了。为什么忘记了呢︖上
⼀个冬天北京明明是下过雪的。⼤概是因为那时的欢声笑语在现在看来过于遥远，让我以为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坐了⼀站电车之后，我本来想着直接在车站坐公交去，结果看了看也不过两站地，在这⾥等还不如⾛过去快，决定还是⾃⼰⾛了。可当我⾛到“冈崎多⽂化共⽣活动”的会馆前时，演
出⼈员都开始收拾东⻄了。我进去⼀看，才惊觉活动⼀共就举办到四点，⽽现在离四点就差五分钟了。那些各国⼩吃、⺠族服饰体验的摊位都开始收拾东⻄准备⾛⼈了。我也只能⼀
边责怪⾃⼰的粗⼼⼀边冲动消费了⼀把，买了中国妈妈们做的葱油饼怀念⼀下家乡的味道。这个真的挺遗憾的，这个活动应该很有趣吧，如果能早点来就好了。

草草结束了⽂化节的参观，我⼜回到了车站。因为七点多和⼈有约，我本来想在车站旁边的咖啡馆等，结果不巧的是我知道的那⼏家都没开门，我⼜没有⼀个⼈去其他饭馆呆三个⼩
时的勇⽓，就坐公交车去了AEON。

七点不到，我就⼜回到了车站。其实今晚是同班同学AC邀请我去⼀个家庭式英语会话教室玩，出席很⾃由，⽽且从⼩学⽣到⾼中⽣都有。⼩C跟⽼师说了我的事后，⽼师特别想和我
见⼀⾯，就拜托⼩C邀请了我。

I⽼师曾经在美国留学过，⼀直到现在每年都回去美国过暑假。⽼师还有很多中国朋友，都是在去中国旅⾏的时候结识的。这种⾛遍天下、⼴交朋友的⼈⽣就是我的理想啊。在来⽇
本之后，我相当惊讶于这⾥⽼⼈家们的国际化程度，如果放在国内的⼀座⼩城市是不可能遇见这么多有留学经历的长辈的，不过再过四⼗年我们这⼀代也会是这个样⼦的吧。

结果今天的课上，除了⽼师的⼉⼦⼥⼉以及我和⼩C以外，⼀共就来了⼀个同学。这⾥的规定是⼋点半以后不得出现⽇语，我也就调整成了英语的说话模式。其实在写作和阅读长⽂
⽅⾯，我的英语⽔平应该是⼤⼤⾼过⽇语的，只是来了⽇本后由于整天使⽤⽇语导致英语⽔平⼤幅下滑，还有就是因为发⾳问题不怎么敢开⼝说⽽已。不过这时和⻨洛蒂那时不同，
反正⼤家都不是英语⺟语者，我也就放开了说了。课上的教材是⽼师⾃编的，⽓氛也很轻松，⼀上来的内容是提⾼读英⽂数字的速度，我很荣幸地获得了倒数第⼀。不过因为发⾳很
准被⽼师表扬了。接下来我们做了⼀个猜词的游戏，不停地问⼀般疑问句来猜⼀个名词，⾮常有趣，有的时候⼀开始⽅向错了就越问越偏。语⾔的第⼀⽤途果然还是交流，准确地理
解对⽅的意思并表达⾃⼰的意思才是最重要的。

结束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刚刚上课时中途加进来的⽼师的⼉⼦负责开车送我们回去。我现在的住家不在冈崎，我本来说只要送我到车站就好了，但盛情难却，就⿇烦⼈家把我送到了
家门⼝。在之前交谈中得知，⽼师的⼉⼦竟然是东⼤的学⽣，算是我的梦校学长。我⼀路上都⼜紧张⼜激动，学长也特别耐⼼细致地回答了我好多问题，还给出了⼀些备考、在东京
⽣活的建议。我说了很多关于我决定来⽇本留学时的感受，也表达了我对于能否考上的焦虑，学长倒是很淡定。⼀个能考上东⼤的理科学霸当然淡定啦︕我也问了学长想上东⼤的契
机是什么，学长说他当初做题的时候觉得东⼤校内考的题特别有意思，只有认真思考过的学⽣才做的出来，⽽且很简明。他⼀边做题⼀边想，要是能见到出这道题的⽼师就好了，于
是就打算上东⼤了。果然是学霸的思考⽅式啊。

临⾛的时候，学长很真诚地说：“要是能在东⼤遇见你就好了”，让我特别感动。虽然和其他竞争者们⽐起来我或许并没有那么出⾊，但这也提醒着我不能忘记⾝边相信我、⿎励我的
⼈们。

以上就是我在中期研究前⼀天发⽣的事啦。很可惜我买的饼⼲因为不是分装的，似乎⼤家都没怎么吃啊，明明⾮常好吃的。

  



2018.02.02 中期研修总结

2018.02.12

（配图是在电车上拍的⼣阳）

要说这次中期研究对我有什么意义，那就是让我想起了五个⽉前刚刚来到⽇本时的⼼情吧。那时⾝边的⼀切都是新奇的，我也有颗轻盈⾃在的⼼，对⼀切都跃跃欲试。现在我的确更
加适应了在这边的⽣活，也有了很明确的⽬标，但⼀些琐事也随之越积越多，搞得现在每天昏昏沉沉的。这种时候能和⼀起来的同学们聚⼀聚，交流⼀下彼此的⽣活，回顾总结，展
望未来什么的，也不失为调整⼼态的⼀种⽅式。这种调整时间是很有必要的，我在中期研修时产⽣的想法可能形成于这漫长的五个⽉之间，但如果不对其加以提炼的话也就只是⼀堆
飘在潜意识⾥的⽩雾罢了。

我有点隐约了解⾃⼰的性格了。我就喜欢把⼀长段时光剪得七零⼋落的，在对司空见惯的⼀切感到厌烦时跑到⼀个全新的地⽅开启全新的旅程，然后等它固化为⽣活后⼜投⾝于下⼀
段旅程。不过现在我还能享受这种任性的⽣活。⾝为学⽣真好，⾄少这个时候会有⼈为你将来的可能性投资，尽管我们都知道将来是个很不确切的东⻄。

⾔归正传，我还是要说说中期研修的事了。从东京站出来时，温暖如春的天⽓真是让我吃了⼀惊，当然去镰仓那天也冻得够呛。在冈崎饱览乡村风光的我，看到久违了的钢铁森林时
居然激动不已，也算体会到了《你的名字》中宫⽔三叶以及每年那些上京的年轻⼈们的感受。

从⼤家的汇报中，能看出每个⼈都收获了很多，同学们的经历启发了我很多，也向我展⽰了我不曾体验过的精彩⽣活，⽐如和同学们⼀起度过的休学旅⾏和妙趣横⽣的⽂化祭之类
的。关于如何解决留学⽣活中的问题，我也有了更多看待的⾓度。

当然更重要的⼀点，就是清楚地意识到了⾃⼰在⽇语⽅⾯进步的空间，说⽩了就是能⼒的⽋缺。现在留学⽣活只剩⼀半，在⼝语和听⼒有了⼤幅进步的同时，我在单词和语法这种应
试⽅⾯的学习⼜究竟⽐来之前好了多少呢︖我的计划可是在七⽉那次考试中与能⼒考“分⼿”啊，现在的我能否拿到⼀个满意的分数呢︖更何况我还有更⾼的⽬标，怎么能在最基本的
能⼒考上就折戟沉沙呢。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课余时间的重⼼就要从体验⽣活转移到学习了。在最后的总结时，我的第⼀个课题就是在能⼒考中取得150分以上的成绩。很多同学提到了要控制⼿机的使⽤时
间，这个问题我也有，⽽且很严重，但时间总是需要通过某种⽅式度过的，对我来说与其限制⾃⼰“不要做什么”，不如告诉⾃⼰“要去做什么”来得更为有效。所以我给⾃⼰设定了⼀
个⽐较有挑战性的⽬标，但⼜不⾄于渺茫到让⼈失去信⼼。求其上者得其中，求其中者得其下，说得就是这个道理吧。

另⼀个值得⼀提的就是观念的转变了。这个念头是在我和斋⽊⽼师⾯谈时产⽣的，就是我前⽂说过的“提炼出来”的想法吧。研修的第⼀天晚上，⾦⼦⽼师问⼤家是否还记得来⽇本前
填的那个问卷⾥，⾃⼰来⽇本的⽬的是什么。我是记得的︓⼀是提⾼⾃⼰的⽇语⽔平，⼆是去体验不同的⽂化、丰富⾃⼰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前者我现在也⼀直在做，后者则是我近
些年的⼈⽣信条。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愿望，但在经历了这半年后，我的想法也发⽣了⼀些转变。在课题研究时五味⽼师说过，交流是⼀个双向的⾏为。的确，我积极地参与到⾝边
的活动中去、探访各地、与相遇的⼈们交游，这些都很好，可说⽩了这些只是我单⽅⾯地沉醉于⽇本⽂化，不能称之为“交”流。这也难怪，毕竟我⼀开始想的就是丰富⾃⼰，不过既
然有了这种觉察就不能坐视不理了。所以接下来的半年⾥，我在接收信息的同时，也要在交流时，有意识地将我所见到的中国、我⼗六年来的经历传达给对⽅。要说为什么会这么
想，还是拜⼤家所赐。其实这种⼼态挺微妙的，⼀般来说这种⾏为背后的⼼理更多的都是对祖国的⾃豪，但对我⽽⾔，想要报答⾝边的⽇本⼈们的想法更为强烈。我多想把这⽚让我
爱到揪⼼的故⼟介绍给他们，让这些把⼀个国度介绍给我的⼈们，也看看我⽣长的地⽅。

这种相互之间的提供信息与观点，就是交流吧。我们这个项⽬的⽬的区别于其他留学项⽬之处就在于，在年轻的我们⾝上，承载着“交流”的使命。我们现在只能做到⾃⼰⼒所能及的
事，只能在我们与⾝边⼈之间留下细细的纽带︔可积年累⽉，这份⼩⽽坚实的⼼意总能成为桥梁的⼀部分吧。我也不是没有怀疑过这种交流的可靠性与可能性，但就像阿南所长回答
我问题时所说的那样，现在中⽇之间⽋缺的就是⺠间的交流，在国与国、政府与政府之外的，⼈⺠与⼈⺠之间的交流。

如果每⼀代⼈都有时代赋予的使命的话，这恐怕就是我们这⼀代⼈需要做的事了吧。再说了，哪怕真的只有⼀点点的影响⼒，如果⽇后我⾝边的⼈们看到针对中国⼈的偏激⾔论时，
能想到“不是所有中国⼈都是这样的，⾄少赵同学就不会”，那么我的到来就不算没有意义，我此刻的不安也就算是得到了安慰。

以上就是我在中期研修时想到的⼀些事。即使现在想法不成熟也没关系，我还有⾜够的时间成长。

趙⼀⻘さんの⽇記



  



2018.02.02 天之涯，地之⾓

2018.02.12

趙⼀⻘さんの⽇記



这次来说⼀点中期研修期间轻松快乐的事吧。

好久没有见到同期的同学们了，上次其实东京研修的时候彼此之间还都不熟，也没什么相互了解的机会就去各地了，这次碰⾯感觉亲近了好多。⼤家彼此分享各地带来的特产点⼼，
吐槽学校和住家⽣活，彼此之间都有那么多共同语⾔和想说的话，但共处的时间还是太短暂了。

⼀开始听说研修中⼼有KTV的时候我其实是不信的，第⼆天（2018.01.30）晚上我们去了⼀看，没想到真的有⼀台KTV机，只是和我想象中那种国内⼤商场⾥的隔⾳⼩房间不同，真
的就是放在娱乐室⾥的⼀台机器和⼏⽀话筒……于是我们就这样开⼼地点起了歌，在轻松愉快的⽓氛中唱了两个⼩时。

其实由⾃⼰来说有点不好意思，我是个⻨霸，⽽且还是那种特别爱跟别⼈合唱的……于是两个⼩时⾥我⾃⼰明明没点⼏⾸，却有⼀半的时间都在唱。从⼀开始旁边来研修的⼤叔的
《北国之春》到同学们点的各种动漫歌曲，我都凑上去跟着唱，真是好久没有唱得这么开⼼了。休息的时候听着别⼈唱，不时把旁边从球桌飞过来的球丢回去，真是个开⼼的晚上。

⼆⽉⼀号的时候去了镰仓。其实《灌篮⾼⼿》已经快不属于我们⻘春的记忆了，那个道⼝和⼩巧的江之岛电车对我来说也就没有那么特殊的意义。参观了⼤佛的内部，给⼤家带了礼
物，我们⼜匆匆赶去穿和服。其实⽐起江之岛，我对鹤冈⼋幡宫的兴趣更⼤，只可惜从午后开始就⼀直在下⾬，⽽且是冷风冷⾬。中⽂⾥很少说“⾬很冷”，⼀般都是“下⾬天很冷”，
不过此刻还是⽇语⾥“冷冷的冰⾬”更能体现我们当时的处境。我被分到了⼀件缀有蓝⽩树叶花纹的深⾊和服，⼤家都说和我很搭，因为我是“⻘（⽇语中有蓝⾊之意）”嘛。苹果糖也
吃了，我本来很想顺着⾼⾼的台阶爬到神社去参拜的，但⼀路⾛来脚都冻僵了，也实在没有穿着⽊屐还健步如飞的本领，只能遗憾地跑回去换⾐服了。虽然狼狈了点，不过穿上和服
之后总是感觉很优雅，⼩步轻摇的姿态也⼗分端庄，突然就想去喝茶、赏花、⽤敬语说话了。

晚上去了新横滨拉⾯博物馆，吃了辣味增中华拉⾯。整个博物馆⾥流动着⼀股浓浓的昭和风情，顺着“过去”的通道下去，就能看见笼罩在昏暗灯光下的街道，故意做旧的建筑物和特
别怀旧的⼴告招贴画真的像是能把⼈带回上⼀个时代。我在在这⾥给⼤家买了拉⾯⼝味的煎饼，好评如潮。

最后⼀天早上关东地区下了雪，在飞扬的密雪中，⼤家就要分开了。我们这些直接从车站出发的⼈去到酒店门⼝送别，⼤家迎着雪花挥了挥⼿，喊了点什么，感觉都没什么⽓氛，突
然旁边的⼏个男⽣开始扯着嗓⼦唱李叔同的《送别》。悠扬的旋律⼀出，⼤家都⼀同默契地唱起了这⾸熟悉的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阳⼭外⼭。”

在让⼈睁不开眼睛的风雪之中，⼤家的歌声也⽓⼒滞涩︔但不说别⼈，⾄少我⼀开⼝眼睛就酸了。明明此刻的景致和歌中完全不同，但⼀想到⼤家此去就要分散在异国各地，再见后
马上⼜要分别，可就不是“天之涯，地之⾓”吗？⽩雪从灰暗的天云间落在这⽅冰冷的街道上，我们的歌声让⾏⾊匆匆的路⼈侧⽬，车上的同学们也开了窗户，说着什么，我们仍在继
续唱︓

“天之涯，地之⾓，知交半零落。⼀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巴车开⾛了，⼼⾥堵着的仍是半个⽉前的感受。我终于明⽩这⾸歌为什么能被传唱⾄今了，因为⽆论是在这⾸歌诞⽣的美国还是⽇本或中国，⽆论是在⻩昏还是黎明，⽆论是后会
有期还是就此别过，送别时，都是那样冷，或者⽤歌词⾥的原话，那样寒。只有这⼀点，⽆论⽤多么轻盈的旋律和充满希冀的词去掩饰，都不会变的。

不过，这⾸歌⼈尽皆知的部分只有前两句，后两句⼀喜⼀忧，写得也很妙︓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时来，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知交半零落。⼈⽣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总之，各位，五个⽉后再见了。

顺带⼀提，我想过⾛的时候给⽇本同学们唱这⾸歌的⽇语填词版，结果回去⼀查这⾸歌的⽇⽂版《旅愁》是讲思乡的，情感完全不同，要是直接唱的话就误会⼤了。

  





2018.02.04 外国⼈が⽇本語の歌を歌うのど⾃慢⼤会

2018.02.12

趙⼀⻘さんの⽇記



⼆⽉四⽇に、岡崎の図書館で⾏われた外国⼈が⽇本語の歌を歌うのど⾃慢⼤会を参加しました。その結果、決勝戦まで⾏きましたが、ただの⼊賞をもらいました。

⼀⽉に外国⼈向けの岡崎⽉例新聞にその⼤会のお知らせを⾒た瞬間、「ぜひ参加する」と思いました。そして、同じ中国⼈の先輩と⼀緒にグループで応募しました。あれから⼀
か⽉間、ずっと⼀⽣懸命に練習していました。アニメが好きですから、曲は全部アニメの歌で、⼆年前ネットでとても流⾏っていた「極楽浄⼟」と話題的な「残酷な天使のテー
ゼ」この⼆曲を決めました。歌を練習していただけでなく、パフォーマンスにも点数をとれるようにわざわざ踊りも作りました。先輩が歌うのがすごく上⼿で、その上、ずっと
優しくアドバイスをくれ、本当にありが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会の準備に通して、先輩と仲良しになりました。

試合の⽇に、リハーサルの時フィリピンから来た姉妹と友達になりました。そして試合の時、先輩の家族はもちろん、私のホストマザーも応援に来てきくれました。⼀曲⽬は
「極楽浄⼟」で、歌いながら踊ることはちょっと⼤変でしたが、何となくうまくいきました。審査委員さんからもいい評価をもらいました。

これから調⼦に乗っていけばいい、と思ったんだけど、緊張しすぎちゃったか、最後優勝にならなかった。何だろう、メロディーもいいし、有名だし、この「残酷な天使のテー
ゼ」はいいはずなのに。でも他の選⼿たちも⼀番きれいな声を出せるように頑張っていましたから、そういうこともしようがないですね。とにかく、⾃分の努⼒を認められま
す。優勝じゃなくてちょっと悔しかったけど、やはり私は歌うのが⼤好きですから、⼤丈夫です。これからもそういう⼤会に参加しようと決意して、いい思い出になりました。

家に帰って、ホストファミリーと⼣⾷を⾷べに⾏きました。家のすぐ近くの居酒屋さんでした。N1に合格するお祝いのために外でご飯を⾷べようと約束してくれたホストマザ
ーは、まだ居酒屋さんに⾏ったことがないと聞いたから奢ってくれました。本当に幸せでした。お酒はもちろん飲まなかったが、⼀⽇中⼤変疲れましたから、おいしい焼き⾁や
唐揚げとか⾷べ過ぎてしまって、お腹いっぱいになりました。本当に素晴らしい⼀⽇を過ごしました。

  

これは⽇本語で投稿されたものです



2018.02.09 花之道

2018.02.12

趙⼀⻘さんの⽇記



从学校的花道部指导⽼师处收到了两张花展的⼊场券，刚好寒假时接待过我的住家妈妈也要去，就⼀起约了时间，去刈⾕看池坊流的花展了。正好这段时间都没怎么写关于花道的
事，也放在这篇⽇记⾥吧。

我们在学校做的都是最简单、限制和规则最少的“⾃由花”，⽐较能表现插花者的想法。现在⽐较困扰我的⼀点就是，我看见花之后虽然有想法，却⽆法通过尺⼨有限的剑⼭和花朵表
现出来，不是左右对称就是前后呼应，总是容易落了窠⾅。还有⼀个问题就是舍不得下狠⼿，不舍得破坏花本⾝的形态。

针对我这两点，每次⽼师的指点都让我收获颇多，简直就像打开了新世界的⼤门⼀样。奇形怪状的南天（⼩葉南天）的枝条放在后⽅做背景喧宾夺主，索性就把它放在最中间︔马蹄
莲的花型相同并排摆显得重复，就⼿动让其中⼀朵弯下腰来呈现出⼀前⼀后贴⾯舞般的站位︔散尾葵（アレカヤシ）两⼤⽚芭蕉扇似的太臃肿，就从中间剪开变成⼀对对⼩叶⼦点缀
在⾼挑的花间，增加⼈为修饰过的美感。这种不拘⼀格的构图法总让我惊叹，如同我插出来的花只是⼀团⽆处宣泄的情绪，经⽼师妙⼿调整过之后就稳稳落在了纸上。在处理花时，
我每次都畏⼿畏脚怕剪坏，⽼师就显然没这个顾虑，咔嚓咔嚓快⼑斩乱⿇般“辣⼿摧花”，每次都让我⼼⾥⼀紧。不过既然本⾝就是要按照⾃⼰的想法处理花，那对我来说⽆⽤的东⻄
留着也没有⽤吧。此外，⽼师还教了我不少⼩窍门，⽐如说斜着剪郁⾦⾹的叶⼦不会破坏形状什么的。

当然光是通过⾃⼰⼀点点摸索还是慢，像花展这样能⼀⼝⽓看到众多名家作品的机会⾃然不能错过。在古筝的旋律中观赏各具风姿的花朵，累了就就着⼀⼩块花形的和果⼦饮茶，⾝
边来往的有⾝着朴素和服的⽼⼈家和华美振袖的年轻⼥⼦，真是⾮常风雅。通过看这次花展我意识到了，要想插得好看，⾸先你得有钱，或者说得有花。开玩笑的，其实短短⼀个⼩
时的看展也领悟不了什么，⽣花和⽴花的规则需要⾃⼰研究练习，只说说感受吧。

在看名家的花时，你能产⽣⼀种由衷的满⾜感，因为那些被固定在⽔中的花与叶所构成的画⾯是那样浑然天成，其存在都被定格在了最恰当的瞬间，多⼀份少⼀分都会破坏其中的平
衡。最有趣的是，刚在我把⾃⼰的花⽐喻成落在纸上，其实是不恰当的。事实上，花道、画作这类艺术最妙的⼀点就是不借助⽂字这种被⼈们依赖惯了的⼯具来引发创作者与欣赏者
之间的共鸣。作者⼀定是有什么想要说的，但观者必须安静地忍耐着揣摩，⼀旦作者说破答案就⽆趣了，⾄于观者跑去找作者确认则更是令⼈⼤倒胃⼝。我相信作品是由作者和观者
共同完成的。以花道为例，看着不同的花道作品，你可能觉得它华美绚烂、令⼈情绪⾼涨︔也可能觉得它⼩巧雅致，惹⼈细细爱抚︔还可能莫名地从它纹丝不乱的姿态和⾼雅的⾊泽
中感到它⾝为花的骄傲。可这⼀切都是不可⾔传的，⼀旦⽤确实的⽂字表现出来，飘逸⽽⽆拘⽆束的情感就被锁死了。所以我写这些也不过是笨拙地⽩描我当时的所思所感⽽已，真
正赏花的乐趣是写不出来的。

在和住家妈妈⼀起看展时，还遇上了花道⽼师，⼀起在⽼师的花前合了影。我看了⼀下⼩牌⼦上写的⽼师的头衔，原来我那些随便的作品得到的都是如此厉害的花道师的指点吗，接
下来必须要更加努⼒了。⽼师还很⾼兴地说北京也有池坊流的分部，希望我回国之后也能继续花道的学习。其实⼀开始我只是抱着试⼀试的⼼态参加了花道部，但现在我可以说是真
的喜欢上了这种⽞妙的艺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能取得更⾼的段位。

看完展之后，我久违地和住家妈妈聊了会⼉天。我讲了我这段时间（其实也就⼀个⽉）的见闻，也把我近来的困扰尽数说出。果然从不同的⼈那⾥会得到不同的解决⽅案呢，住家妈
妈邀请我去她的茶道⽼师家练习茶道了，说可以在这种时候进⾏我所想要的“交流”。看来是⽼天不让我每天闷在家⾥学习呢︕





2018.02.09 蓝⾊的圣⽕

2018.02.13

差点忘了，九号还有平昌冬奥会的开幕式。我⼀直以为今年冬奥会在下半年的冬天来着，结果洗完澡⼀下楼就看见电视上在播各国运动员⼊场。

趙⼀⻘さんの⽇記



当年北京奥运会、伦敦奥运会的时候我还太⼩，巴⻄奥运会和索契冬奥会时我对国际问题还完全没有意识，所以这⼤概是我第⼀次认认真真地看奥运会。可能是因为我现在⼈在异
乡，这⼏年视野也开阔了不少吧。平昌之后是东京，东京之后是北京，近年的奥运会集中在东亚国家，让⼈不由得⾮常关注。我对于体育赛事没有特别的兴趣，以前也很不懂为什么
世界最⼤的体育⽐赛能让⼈们这么激动，现在我有些明⽩了这个赛事的意义，⽆论是对选⼿还是对普通⼈来说，奥运会都不仅仅是⼀场⽐赛⽽已。

本次开幕式的⼊场顺序是根据韩⽂的字⺟顺序来的，所以我赶上了中国队的出场，不知道为什么⼀看见五星红旗，我还是不由得激动了起来，像个孩⼦似的拍⼿⿎掌。队服不再是⻄
红柿炒鸡蛋的配⾊了，真是历史性的突破啊。当然本次开幕式最令⼈瞩⽬的还是南北共同代表团，当画着蓝⾊半岛的统⼀旗帜和代表团名称“KOREAN”出现在画⾯中时，相信全世界
都为之感慨吧。尽管这⾯旗帜背后还有错综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利益纠缠，但对和平的向往⼀定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吧。我相信这令⼈感动的⼀幕⼀定会载⼊史册的。

最后圣⽕终于点燃，⼈们欢庆着本次奥运会的开幕。我个⼈除了花滑以外并没有特别想看的⽐赛，就祝全世界的选⼿们稳定发挥、获得佳绩吧。

  



⼆⽉の⽇記 中国の家族や友達におススメしたい⽇本のお菓⼦ーわらび餅

2018.02.25

（写真提供元︓https://www.kanesue.net/products/detail.php?product_id=41）

おススメしたいお菓⼦は、⼀つや⼆つどころではなく、本当にいっぱいあります。和菓⼦（⽇本の伝統的なお菓⼦）は中国でも話題になって、よく知られているので、茶道のお
稽古の様⼦とSNSに投稿すると、和菓⼦の写真にはいつも「あの菓⼦可愛い︕⾷べてみたいなぁ」みたいなコメントたくさんもらいます。

和菓⼦は、⾒た⽬は季節ごとの花や⾃然を写したいろいろな形をしていて⾷べるのがもったいないぐらいきれいです。だけど実は味はどれもほぼ同じ⽢いものです。⽣菓⼦や⼲
菓⼦の違いや、材料による多少の違いはありますが、しょっちゅう⾷べると飽きてしまいます。お茶のお稽古で使っているのはあんこの和菓⼦で、おいしいことは美味しいので
すが、たまにはもっと違い味のものが欲しくなります。

ですから、「あれ」を初めて⾷べた瞬間、感動過ぎて何も⾔えなくなりました。それは、ゼリーのような⽣菓⼦で、もっちりとした⾷感と控えた⽢みで、驚きました。きな粉と
の相性が抜群によく、そしてプルプルとみずみずしくて本当においしかったです。それを初めて⾷べた時、私はこれは⼀体なんだろうと、すごく知りたくなりました。

私はその時すぐお茶の先⽣に聞いて、その名前が分かりました。「わらび餅」といいます。蕨（わらび）という植物から作った蕨粉にもち⽶粉を混ぜて作った餅なんです。蕨は
中国でもよく⾒られ、南の⽅で⾷べるビーフンと蕨粉で作られています。中国のビーフンは麺で、酸っぱくて⾟いスープかタレと⼀緒に⾷べるものなので、⽇本の「わらび餅」
がそれと同じものでできているなんて、想像できません。騙されたと思って⼀度⾷べてみませんか︖本当におススメですよ。

  

これは⽇本語で投稿されたものです

趙⼀⻘さんの⽇記



2018.03.03和⼥性们⼀起度过的⼥⼉节

2018.03.04

现在的住家并不怎么庆祝⼥⼉节，只摆了⼀组⽶⽼⿏的⼥⼉节⼈偶，妈妈表⽰要是半夜⼈偶活过来了就太可怕了，我说⽶⽼⿏也很可怕啊，妈妈想了想︓“⽶奇的话反倒是活过来的
话会⽐较可爱呢。”

因此，我的⼥⼉节就在图书馆Libra度过了。上次参加⽇语歌⼤赛的时候看到了⼥⼉节活动的海报，于是这次早早就来了。不过从现在的住家去到图书馆反⽽有些绕路，骑车（学会
骑⾃⾏车这件事以后会另写⼀篇⽇记）到JR冈崎站之后坐公交去到图书馆，惊讶地发现这趟车就是我每次从学校到东冈崎或是龙美丘的那趟环线，如同⼀个关于循环往复的隐喻。

不过这条路真的很漫长，漫长到我在车上看完了半本中⽂版的《银河铁道之夜》（关于这本书的书评⼤概也会另写⼀篇）。海报上说⼗⼀点开始，我预留了⾜够的时间，提前就进去
了。图书馆三层的茶室装点得⾮常有⼥⼉节的⽓息，这种温暖的氛围并不只体现在照耀着和式房间的阳光、⾼⾼地摆了好⼏层的豪华⼈偶亦或是窗边缤纷的折纸上，我倒是觉得连四
处忙碌的年轻志愿者、⾝着和服的茶道、筝曲⽼师和带着孩⼦的⺟亲们也是其中的⼀部分。三⽉三⽇⼥⼉节的别名是“桃花的节旬”，之前花道⽼师也说粉嫩的桃花象征⼥孩⼦，希望
每个⼈都能在此时感受到⾝为⼥性的喜悦。

进了门之后由于时间还太早，我就先开始折纸了。⽐平时和纸⼯艺课上的⼈偶来得简单的多，⼤概是考虑到来得多是⼩孩⼦和外国⼈⽽不⽅便弄得太复杂吧。尽管如此，做出来的效
果却⾮常好，我拿着它回去的路上先后被志愿者爷爷和等车的⽼奶奶⽤“⼥⼉节⼈偶好可爱啊”开启话题⽽聊起了天。

折纸很快就做完了，正好抹茶的准备已经就绪，我坐在⼀对中国⼈⺟⼥⾝边，想到⾃⼰好⽍学过半年的茶道了，就“⾝先⼠卒”地按照抹茶的规范先吃了点⼼再饮茶，没想到刚把茶碗
放下就看见茶道⽼师⽬光灼灼地盯着我︓“如果是作为学习的话，喝茶的姿势不对，先⽤右⼿端碗，再左⼿扶好，不能两只⼿⼀起︔喝完后⽤⼤拇指擦掉痕迹，转两次，让茶碗正⾯
朝外。”我赶忙像上课时那样照做，⽼师⼜说︓“对年轻⼈来说正坐的确困难了点，但为了姿态优雅⼀定要挺直背̶̶嗯，这样很好，你是第⼀次做茶道吗︖”

我只能如实回答其实学过，还由于在专家⾯前暴露了⾃⼰不纯熟的技艺⽽⼗分不好意思，忙不迭地道起歉来。⽼师也说没关系，如果只是喝茶的话的确不需要这么多规矩，但如果是
茶道就要严肃对待̶̶这还真是所有的茶道⽼师共通的特点，这位⽼师⼤概也是因为看出了我三脚猫的⼯夫才开⼝指点的吧。

接下来喝了美味的红⼩⾖年糕汤（お汁粉，不是善哉），和中国来的⺟⼥俩聊了聊天，古筝⽼师也来了。我其实是想听了筝曲演奏就⾛的，没想⽼师⾮常热情地招呼我们也来试着弹
弹。刚刚为我端来了年糕汤的志愿者⼩姐姐教了我如何戴假指甲并简单地介绍了⼀下⼗三弦所对应的从⼀到⼗的数字和最后三项“⽃、为、⼱（⽃、為、⼱）”。这位志愿者还是⽇语
歌⼤赛时采访我的⼩姐姐，她居然还记得我，好⾼兴。接下来，我看着写满了数字的谱⼦，在她的提醒和帮助下，⼀边念着数字⼀边断断续续地弹出了那⾸古⽼、基础⼜著名的童谣
《樱花樱花》（さくら さくら）。这⾸曲⼦⽤古筝弹来⾮常清幽凄婉，描绘的仿佛不是歌词中漫⼭遍野繁花盛开的壮美景致，反⽽是⽆⼈⼩径旁落花随流⽔⽽去的样⼦。

刚才认识的⼩姑娘要我陪她折纸，我们就⼜去请负责教折纸的志愿者教了我们如何叠千纸鹤。⼈逐渐多了起来，我也差不多该⾛了。出门的时候，⼀位志愿者爷爷叫住了我，从我⼿
上的⼈偶⼀直聊到冈崎城下有名的樱花再到四⽉初的家康队列游⾏，我刚说我报了名但不知道还有没有名额，低头就看到通知我报名成功的邮件。爷爷说负责“多⽂化共⽣队列”的就
是这间屋⼦⾥的原班⼈马，看来不⽤多久就⼜能和⼤家再见了呢。

回去的路上风和⽇丽，骑着⾃⾏车下坡时暖风拂⾯，已经有了早春之意。今天真是不错的⼀天呢。

然后我回去就感冒了，希望不是流感。于是我就在病床上吃了散寿司（散らし)，作为⼀天的结束。

趙⼀⻘さんの⽇記





星光闪烁之夜，天蝎之⽕̶̶《银河铁道之夜》读后随笔

2018.03.05

这就是⼀个在银河中旅⾏的故事，银河⾥的⽔，河岸边的芒草中起飞的鸟群飞向⽐银河更远的地⽅。这是⼀个⼈们即使⾃⼰没有得到温暖，却依旧祈祷着他⼈幸福的世界，这是宫泽
贤治讲给我们读者的应许之地，也是他⽤尽⼀⽣追逐的地⽅。直到今天，我们的世界也不能保证每⼀个⼈、甚⾄绝⼤多数⼈的幸福，可能绝对意义上的幸福根本就不存在，但能看见
有⼈在这样想，就让我觉得⾜够幸福了。

（下⽂有剧透）

我看过⼀部叫做《花园墙外》的美国动画⽚，也是在梦中进⾏异世界（⽽且同样是死后世界）旅⾏的单元剧童话故事。让我惊叹的是这两部时间跨度如此之⼤的作品之间存在的相似
性，都有着如此鲜明的个⼈⾊彩，舞台都是⼈们既熟悉⼜陌⽣的地⽅，⽽且⽆论剧情中有多少神秘⾊彩和令⼈悲伤的元素，最后留在⼼⾥的都是像孩⼦的⼼般澄澈的善意与温暖。

《银河铁道之夜》在我读来真的像梦⼀样，即使⾮常努⼒地想把注意⼒集中在那些对“银河”景⾊的描写上，还是会不由⾃主地忘记刚刚读到的句⼦，就像越是攥紧拳头沙⼦越是从指
缝间流⾛，也像越是去努⼒回忆，⽅才梦见的东⻄消失得越是⼲净。所以最后那些从旧式⼩⽕车外逝去的奇异风景都融⼊了⼀⽚泛着微光的、深浅不⼀的蓝。虽然可能是翻译的问
题，但这样也挺好。从故事背景来说，⾓⾊的名字都是意⼤利式的，字⾥⾏间⼜透着浓浓的昭和风情，这种设定⼜让故事多了些遥远之感。

当然，⼀段旅⾏，除了看到风景之外，遇到的⼈也是重要的⼀部分。到车上的每个⼈都有着某种来⾃昔⽇的热情与善良，⽽且像是被某种不可名状的热情催促着般，想要为素昧平⽣
之⼈的幸福⽽奉献，这⼀定就是宫泽贤治内⼼的写照了吧。他在短暂的⼀⽣⾥也像他笔下的⼈物⼀样，为了全⼈类的幸福奋⽃了⼀⽣。可在现实中，除了早夭的妹妹以外没有⼈理解
宫泽贤治的理想︔⽽在书中，乔邦尼也不是⼀开始就⽴下了这样的志愿。在这段风光瑰丽的旅途中，他也嫉妒过缠着好友康贝聂拉说话的⼩薰，⼀开始也觉得健谈的捕鸟⼈有点烦，
但要说为什么他会产⽣“……虽然是萍⽔相逢，却很希望他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如果可以的话，⾃⼰愿意做⼀只⽩鹭，站在那光芒万丈的银河河滩上，让他捕捉，让他快乐，哪怕站
上⼀百年”的想法，其实我倒不觉得需要费⼼思去分析。这个答案早在旅⾏开始之初，就已经通过康贝聂拉之⼝交代过了︓“……不过如果⼀个⼈发⾃内⼼做了好事，应该会感到⽆⽐
幸福吧︖所以我想妈妈会原谅我的。”这句话是在说康贝聂拉为了救朋友落⽔⽽死，他并不后悔，只是害怕⺟亲会为此悲伤︔但既然⾃⼰即使牺牲了也很幸福，那妈妈⼀定会原谅⾃
⼰。我第⼀次读到这⾥时因为已经预料到了剧情⽽⽆⽐⼼痛，但再看却觉得多了⼀丝羡慕。包括那位带着两个孩⼦的家庭教师，他那句话给我带来了极⼤的震撼︓“可是看着当时的
情景，我知道⾃⼰⽆论如何也办不到。”其实要是他硬要推开其他孩⼦让⾃⼰的学⽣们上救⽣艇也没有⼈能责怪他，他⾃⼰没打算上本⾝就已经很伟⼤了，但最终他还是没能做到。
很多时候我们都努⼒寻找付出、奉献乃⾄牺牲的理由，但很多时候这种⼗分伟⼤的⾏为往往源⾃⼗分单纯的信念，⽐如⽆法对他⼈的痛苦袖⼿旁观，甚⾄只是因为相信这么做是对
的，所以哪怕这么做会给⾃⼰带来不幸，但只要对⽅能因此获得快乐，那么即使⾃⼰的不幸也是令⼈欣喜的。正是因为这种简单的想法太难实践，我们才会觉得做到了的⼈是伟⼤的
吧。

刚才说到书中⾓⾊的善良，这点的确令⼈印象深刻︔但再仔细⼀想，其实这群善良的⼈们其实都是⾮常不幸的。事实上，这本书中充满了与银河之梦格格不⼊的⼈间悲惨与哀伤，与
其说它们隐藏在美丽的画⾯之下，不如说是和这份美相伴相⽣。乔邦尼的⽗亲多年不归，⺟亲病重，打着薪⽔微薄的零⼯，还要忍受同学的欺负︔捕鸟⼈羡慕乔邦尼的绿⾊通⾏证︔
善良的家庭教师和两个孩⼦遭遇海难⽽死，⽽孩⼦们的⺟亲早已去世。可贵的是，这本书并没有因为它不真实的美虚化其中的苦难，反⽽让不幸之⼈的美好⼼灵如同繁星般熠熠⽣
辉。在梦的最后，乔邦尼见识了这些⼈的精神，决定⾃⼰也要“为⼤家寻找真正的幸福”。因此对于⽤来给读者代⼊的第⼀视⾓⼈物来说，这⼜是⼀个成长故事，⽽这份单纯⽽炽热的
⼼代代传递，便是永不熄灭的天蝎之⽕。⽆论经历了什么都将其转换成对外的善意，真是⼀本读了令⼈⼼中震荡不已⼜格外平静的好书。

跟接下来读的《⽩夜⾏》完全不同。

（引号内引⽤的原⽂全部来⾃云南⼈⺠出版社出版的《银河铁道之夜》，张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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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17 和本⽉住家共度的最后⼀天，长岛SPA LAND（上）

2018.03.26

前⼀天晚上住家妈妈问我 :“如果明天没有安排的话，要不要去长岛游乐园︖”我⼜惊⼜喜地满⼝答应，连资料都查好了才发现第⼆天有图书馆的读书会。我为此简直郁闷了⼀个晚
上，结果住家姐姐和妈妈算了⼀下，决定等⼀点半读书会结束后再去，于是17号的上午再次变得明亮了起来。

要说长岛SPA LAND，那真的就是字⾯意义上的游乐园，基本上就是将过⼭车、⼤转盘、海盗船、跳楼机之类所有能想到的应该在游乐园⾥出现的刺激物件都硬塞了进去，然后把它
们的恐怖要素排列组合⼀下再做了⼏个新的游乐设施出来，最后为了意思⼀下⼜加了个摩天轮和旋转⽊马。整个游乐园⼀点都不⼤，⼀眼看过去能看到好⼏个过⼭车不同颜⾊的轨道
扭曲着重叠在⼀起，对我这种会为了体验童话世界⽽去迪⼠尼的⼈⼠来说⼗分不友好，我还在进门的时候就已经被⾼耸⼊云的红⾊轨道吓得不轻。但姐姐经常来，最恐怖的也坐过不
知道多少次了，还很贴⼼地建议我从最温和的开始。由于妈妈属于什么都不敢坐的那种⼈，所以把我们送到门⼝就去旁边的商场购物了。

下午场的⼊园时间是三点（这个时候通票会便宜），⼈还很少，或者说因为春假还没有开始所以总体来说⼈就不多。我第⼀个挑战项⽬是⼀个排⼗分钟玩四⼗秒的简易跳楼机Space
Shot，⾮常轻松，姐姐还⼀直很认真地表⽰“如果这个很轻松的话其他的就都没问题”。才没这回事。于是接下来我们⼜去和⼀群⼩学⽣坐了矿⼭车，我怂得全程抓紧了安全带，看着
前⾯整辆车的⼈纵情挥舞双⼿。

姐姐虽然⼀点不怕过⼭车，但却有些恐⾼。⽤她的话说就是“过⼭车⼀下⼦就下去了，但飞椅是⼀直在上⾯转来转去所以不⾏”。尽管如此，姐姐还是好⼼地陪我坐了飞椅。那天风很
⼤，⼤张着嘴尖叫的时候风⼀个劲地往嘴⾥灌，吹得⼈眼泪都出来了，不过除此之外也没有特别恐怖，没想到下来之后姐姐看我的眼神都不⼀样了。为了给接下来的⼤转盘做准备，
我们先去坐了另⼀个⼤转盘̶̶全区最⾼的摩天轮。

在摩天轮上，我⼜是⾃拍⼜是看景，还跟前⼀个轿厢⾮常有活⼒的⼩男孩们挥⼿打招呼，对着波光粼粼的伊势湾发表了⼀番赞叹，突然后知后觉地问了⼀句︓“这⼉不是爱知啊︖”姐
姐也很茫然地回复说︓“是三重啊。”

补充⼀句，长岛SPA LAND位于爱知和三重的交接地带。另外关于我和姐姐⼜聊到的爱知的地形像什么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分别是趴着的螃蟹和站着的袋⿏。我还是更倾向于前
者。

玩完摩天轮之后我们本来打算去吃园区内有名的热狗，但看着上⼀波在Giant Frisbee（由⼀根柱⼦连接的、来回摆动的同时⾃传的⼤转盘）上来回翻滚的游客们后还是决定玩完了
再去吃。⼀开始本来说的是我⼀个⼈上去，但姐姐最后还是决定陪我。设施还没启动我⼿就已经湿得抓不住保护杆了，姐姐见状就和我定下了三条⽬标，⼀是在转的过程中睁开眼
睛，⼆是来回摆摆腿，三是松开⼿。刚刚开始时我闭紧了眼睛疯狂⼤叫，但也只有在缓缓下坠的时候有种失重感，别的都还好。于是我睁开眼睛，就看见地⾯从很远的地⽅朝我扑
来，随即我们⼜⽴刻爬升到了最⾼点，满眼只能看到天空和太阳︔紧接着⼜是下坠，游乐场的光景从两侧略过。我想起刚定的⽬标，赶忙象征性地动了动腿，但⼿⼀直紧紧抓住⽪制
保护杆没有放开。真的睁开眼睛后就能很快发觉它的好玩之处了，被甩进空中⼜拽回来，⼀来⼀回真的很刺激，⽽且⽆论怎么说，再可怕也就是那⼀分多钟。没过多久摆动就平息了
下来，我们⼀点⼀点地停稳在地。

趙⼀⻘さんの⽇記





2018.03.17 和本⽉住家共度的最后⼀天，长岛SPA LAND（下）

2018.03.26

（接上篇）

坐完了这个之后我整个⼈都激动起来了。以前游乐园也有类似的项⽬，但我从来没敢坐过，真的坐过以后也觉得不过如此。⼜跑去坐了最⾼的飞椅，这回真的是我⼀个⼈了，但不同
的是⼼⾥毫⽆恐惧，只有激动。于是下来之后，我们趁热打铁奔向了此⾏的终点ACROBAT。去的路上姐姐⼀直在给我打⽓，说什么“⼼情好的时候我能⼀下来就继续去排队玩个好
⼏遍”，但其实我已经跃跃欲试，完全不会打退堂⿎了。保险起见，我还是问了⼀句“它有没有什么⽐如说头朝下的地⽅︖”刚刚还⼀副对它了如指掌的模样的姐姐突然开始犯迷
糊︓“啊，这个啊，有没有来着︖好像没有吧。”结果正说着，过⼭车就在我们眼前来了个华丽的360度回转。姐姐忙说︓“哎呀暴露啦。”

这个过⼭车号称“世界最前端的杂技（Acrobat）”，车头也是蝙蝠（Bat），到和它扭来扭去的轨道以及悬挂式的座位形成了双关。据说旺季时要等⼏个⼩时才能坐⼀次，我们排了
⼆⼗分钟就到了。在⼈坐上去并降下保护杆时，下⾯的保护杠也会同时环住脚腕，最后所有座椅向前⼀倒变成俯卧的姿势，过⼭车就出发了。后⾯的事我基本不太记得了，因为速度
太快变化太猛，就像是蝙蝠在飞⼀样，特别⾃在舒畅︔⽽且保险杠很紧，靠在靠背上有很强的安⼼感。只能听见姐姐在旁边叫我“⼩⻘喷泉来了︕”我⼀睁眼，⽔花刚好从我们⾯前飞
过，溅了后⽅的⼈⼀⾝。就像姐姐说的，⼀下就结束了，让⼈还想再坐。

下来之后终于想起来要去吃热狗，没想到这个时候已经卖完了。作为补偿我们⼀⼈来了⼀个⼤鸡腿，看着我们后⾯的⼈在ACROBAT的⻘绿⾊轨道上飞来飞去。这个时候我正在兴头
上，甚⾄说要不要去做那个最⾼最吓⼈的钢铁巨龙2000（スチールドラゴン２０００，于2000年建成时是创下了最⼤⾼空速度、最⾼速度、最⼤落差、最长距离的世界记录，现在
还保持着最后⼀个，⽽且只有腰部才有护栏，上半⾝和腿可以纵情飞舞），结果刚好听到园内⼴播说今天这个项⽬已经停⽌排队了，搞得我还有些遗憾。在来的时候我对它只敢远
观，想都不敢想，好不容易⿎起勇⽓却已经没机会了。不过挑战了这么多我以前从不敢坐的项⽬对我来说已经是⼀⼤突破了，还是要赞美⼀下⾃⼰︕最后的⼀个⼩时⾥，我们⼜坐了
两⼈的卡丁车、为了满⾜我的少⼥⼼上⽓不接下⽓地跑去坐了旋转⽊马，最后两分钟在⼉童乐园的⼩升降⽓球上度过。

在来之前，我从没想过在这样⼀个主打过⼭车的游乐园⾥能留下什么美好回忆，但现在看来，这⼀个下午留给我的全是美好的回忆︓有共同的尖叫、⼤笑和肾上腺素的飙升，以及诸
多⼈⽣中的第⼀次，我⼤概真的不会忘记这样⼀场告别吧。

晚上住家妈妈请我吃了⾃助⽕锅，除⽕锅之外还有很多菜品和点⼼，⼀不⼩⼼就吃多了。

趙⼀⻘さんの⽇記





2018.03.19 第⼀次追⽇剧

2018.03.26

其实我之前在⽹上也看过⼀些有名的⽇剧，但都没有看完，更多还是在看动画。当然近⼏年随着弹幕视频⽹站的⽕爆、话语权的逐渐转移的国内动画、⽹剧等产业的兴起，喜欢看动
画。有喜欢的⼩哥哥⼩姐姐已经成了挺正常的⼀件事。但⼏年前在国内可能追追番就会被说成是“宅男宅⼥”，有喜欢的偶像就是“追星族”。

来到⽇本后我有个挺深的感受，就是该说不愧是发源地吗，我⾝边的同龄⼈们虽然狂热程度不⼀，但基本都对知名的偶像和演员有所了解︔有的同学看起来是个⼀⼼学习的学霸，⼀
聊才发现有好⼏部我们都看过的漫画。仿佛这些是⾮常普通的爱好，普通到⽆需标榜，可以不必追过原作、了解演员或是声优的履历、通晓这个组合的前世今⽣，只为了图个开⼼。
当然，也可能是我的认知上充满了偏差。毕竟在这样⼀个环境下，电视上每天都在不间断地播放卡通节⽬，商场⾥的背景⾳乐都是当季电视剧的主题曲，要完全不接触反⽽⽐较困
难。

在本⽉的住家住着的时候⼏乎每天都在看电视，除了早间新闻和综艺节⽬之外的⼀个⼤头就是电视剧，本季的各种电视剧。⽽我也有幸在锻炼听⼒的同时发现了第⼀部⾮常喜欢的⽇
剧，富⼠电视台的《海⽉姬》。虽然不是从头看到尾但也是⼀个⽉来每周⼀晚上准时等更新地看完了啊︕播最后⼀集的时候已经回到宿舍了，宿舍只有⾷堂有⼀台电视，那天刚好没
⼈在看，让我得以开⼼地看完了⼤结局，是令⼈满意的⼤团圆呢。

虽然前半段没看但也不是很影响理解剧情。说简单⼀点就是⽔⺟控宅⼥⽉海为了成为插画家⽽来到东京打拼，住进了⼀间聚集着⼀群痴迷于⾃⼰的爱好、不愿与外界接触、声称“⼈
⽣可以不需要男⼈”的宅⼥们的“尼姑庵”公寓。结果因为⼀只⽔⺟⽽与性格强势、酷爱⼥装的男主⾓和他弟弟结缘后发⽣的⼀系列，⻘春爱情搞笑励志故事。其实⽐较抢眼的应该是
美得男⼥莫辨的哥哥但我第⼀次看的时候就沉迷正经⼈弟弟的颜不可⾃拔。每个⾓⾊都个性鲜明，剧情展开虽然有时略显仓促但编排得都还合理，没有让⼈摸不着头脑的地⽅，有些
情节正因为是套路才显得有趣，该感动的感动该搞笑的搞笑。虽然⼀直希望有点呆呆但很实诚的弟弟和⼥主在⼀起，但果然主⾓还是主⾓啊。真的好棒的⼀个剧，不狗⾎不强⾏煽
情，剧情有包袱有亮点，关注社会边缘⼈但总体⾊调很明快，是⼀个融⼊社会实现梦想的王道向少⼥漫故事。第⼀次追的⽇剧是它真好。

（图⽚来⾃⽹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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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23 和台湾同学⼀家在丰桥动植物园

2018.03.26

在之前的⽇记⾥也说过，现在在光之丘的留学⽣中有两个来⾃台湾姊妹校的同学。托她们的福，我⼏乎每天都能说上⼏句⺟语，不会因为太久不开⼝⽽不会说中⽂。其实我也是第⼀
次和来⾃台湾的同龄⼈相处，⼀开始总抱着⼀种不⾃觉的⼩⼼谨慎和争强好胜，但处得久了也就渐渐不在乎了起来。毕竟她们也是有着喜怒哀乐的、可爱的⼈⽽⾮⼀个个标签，和我
这⼗六年⾥遇到的其他所有⼈没什么不⼀样。

春假期间，⼩L的⽗⺟来⽇本看望她，还邀请我⼀起去丰桥的动物园玩。其实这个邀请对我来说可谓求之不得，因为彼时我已经搬回了宿舍，正沉溺于放假之初的倦怠中，对⼀切都
提不起兴趣︔恰逢连⽇阴⾬难以外出，⼼情更是晦暗，如果不是需要洗澡吃饭恨不得24⼩时都缩在被窝⾥。好在这⼀天是个⼤晴天，风极强⽽万⾥⽆云，正适合外出（然⽽下午特
别晒）。毕竟和别⼈有约，所以这⼏天重复着晚睡晚起这种不规律作息的我⼗分难得地⼀⼤早就出了门搭上了去往丰桥的电车。丰桥和名古屋正好位于两个相反⽅向，早晨通勤的上
班族很少，感觉车上都是和我⼀样要去春游踏⻘的⼈。

对于搭了好⼏次新⼲线的我来说，丰桥站已经不再陌⽣了。准时到达后和⼩L⼀家碰头，虽然和⼩L的⽗⺟是第⼀次见但完全没有什么距离感，在等市区公交的时候聊了⼏句就熟起来
了。坐着不能刷卡的公交车来到了⼆川站后看见前往动物园的⼀路上都有可爱的动物⽯雕，⼼情⼤好，等到了门⼝时已经完全转换成了游玩的⼼情。⼀进门之后先是⼉童游乐场，在
刚刚去过长岛的我意犹未尽，和⼀家⼈⼀起坐了摩天轮观景。刚才在坐名铁（名古屋铁道，电车的名字）经过⼭野的时候也在想，如果满眼的绿意之间灰⾊的部分都是含苞待放的樱
花树的话，那盛开之时该是怎样⼀番美景啊。可惜爱知的春天要到三⽉最后⼏天才会正式到来，现在还不是时候，不过也正因此才没什么⼈吧。

从摩天轮上下来之后就顺着园区的顺路往前⾛了。整个园区看上去很⼩实则别有洞天，动物虽少但都很可爱，作为⼀个动物园该有的⼀样不缺。从规模上来讲⽐我印象中的北京动物
园要⼩（也没有熊猫），但布置得⾮常充实精美，最让我惊喜的是除了物种的介绍之外，⼏乎每处都细致地写了每只动物的名字并附有照⽚⽅便游客辨认，甚⾄包括这⼀家之间的⾎
缘关系等等。饲养员还⽤疼爱⼜⽆奈的⼝吻写了每只动物的⼩性格，⽐如⼀静⼀动的两只狐狸，爱啄饲养员靴⼦和扫把的锦鸡，挑⾷还易怒的公⿅等等，让游客特别是⼩朋友很容易
对它们产⽣亲近感。最神奇的是鹦鹉笼⼦前还挂了⼀个⿇雀的牌⼦，上⾯写着“居住地︓这⼀带，习性︓爱偷吃鹦鹉的鸟⾷。”如果说动物园将本应⾃由⽣长的动物圈养在⼀个狭⼩空
间的意义是为了满⾜居住在城市⾥的⼈类的好奇⼼并培养⼈们对动物的善意的话，那么这种细腻⽽个性化的解说是否⽐冷冰冰的说明⽂更有效果呢︖

逛完了动物园，⼤路尽头便是⼀⽚樱花的长廊。虽然⼤多数树上都还只⼩⼩的花苞，但⼼急的早已开了满树，花间有鸟⼉啁啼嬉戏，站在树下看只是⼀团不⽐花⼤的影⼦。深深浅浅
的嫩粉⾊花朵明明排列得很稀疏，⼀眼望去⼜好似错落有致的层云，在碧蓝天空之下显得重复⽽冗余，却⼜是那么的娇美、那么的惹⼈怜爱。第⼀次感受到⽇本之春的⼼突然⾃在轻
盈了起来，不去纠结美的深邃与易逝，只要静静地沉醉在这种⾦⻩⼀⼩撮花蕊与柔嫩透光的⼩⼩花瓣组成的、甜蜜可⼈的⾊彩所带来的视觉享受即可。只是如此便感觉⾝⼼都像能够
轻轻腾空⼀般惬意，这便是我第⼀次赏樱的感受了。

最后⼜逛了逛室外的欧式、⽇式花园和温室⼤棚⾥迷你的植物园，⽤有限的空间尽可能地表现了各种⽓候下的植物的⽣态，⽽且花布置得⾮常美。⼤概是因为在练习花道的缘故，让
我对花多了种的莫名的喜爱。

这样就回到了进来时的⼤门前，距离进门时已经过了六个⼩时了。虽然我说得轻描淡写，但其实这么长时间以来第⼀次⾛这么多路还是相当累⼈的。跟着我们⾛了⼤半天并在植物园
区担任御⽤摄影师的叔叔阿姨都累得不⾏了，跟我说笑玩闹了⼀路的⼩L也是。但我最后还是⼩⼩地任性了⼀下，求⼩L陪我上了园区中央的观景塔。居然是免费⽽且是有电梯的。其
实我只是想满⾜⼀下⾃⼰对这栋与周围环境格格不⼊的苏式建筑的情结⽽已，真正作为观景台的效果并没有那么好。

这样⼀来，⾮常充实也愉快的⼀天就过去了。为了表达他们特地邀请我来玩的感谢，我也邀请他们有空来北京玩。我以后去台北玩也会去看望他们的，希望以后还能再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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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15 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同学的中⽂讲座（上）

2018.03.26

我⼀直有个梦想，⼤概是在⼩学刚刚开始学英语的时候，就想过以后去外国给外国⼈教中⽂。虽然在这⼗年中梦想换了⼀个⼜⼀个，但教中⽂这个愿望⼀直伴随着外语学习⽽延续了
下去，⽽且我对教书也越来越有瘾。来到⽇本后，拜各位好奇⼼旺盛的同学们所赐，我得以利⽤课余时间给⼤家讲讲⼤家的名字的发⾳或是简单的交际⽤语，只是没想到，真的站在
讲台上教⼤家中⽂这个梦想竟然能实现得这么快。

光之丘的国际教养科在⾼⼀的暑假有三条海外研修旅⾏线路，分别是澳⼤利亚、加拿⼤和台湾，可惜的是到我因为时间问题⽽没法参加。其中，台湾线路由于时长短费⽤低⽽受到许
多忙于社团活动的同学们的⻘睐。班主任中根⽼师知道我⼀直在给班⾥的同学们开中⽂⼩课堂，特意拜托我在考试结束后给去台湾的同学们做⼀个讲座，教给⼤家⼀点简单的对话。

这简直是我梦寐以求，或者说做梦也不敢想的好事，⾃然⼀⼝答应下来。虽然⼀开始的设想是和平时差不多就好，但这次毕竟是不再像闲聊⼀样跟三五个熟悉的同学随便说说，⽽是
对国际教养科三个班⾥选择了台湾线路的近四⼗名同学⼀个⼈讲⼀个半⼩时，还是需要要精⼼准备⼀下的。

我⼀开始打算把内容设计成简单的“你好”、“再见”、“谢谢”、“对不起”、“早上好”⼀类最常⽤的交际⽤语，考虑到⼤家到了之后有和台湾姊妹校的同学交流的环节，就⼜加⼊了简单
的⾃我介绍，包括⾃⼰的名字、国籍和年龄等。我本来还打算讲讲“真好吃”、“真好看”这类可以使对话更有趣味性的词语（想象⼀下⼀群⽇本⾼中⽣吃完⼩笼包后齐声对玻璃后⾯正
在包包⼦的师傅说“谢谢，真好吃”的场景该多么有趣啊），但因为时间关系也只能作罢。⽽且要是内容太多了⼤家也消化不了。

脑⼦⾥有了⼀个⼤概的框架之后，我就开始拖拖拉拉地准备讲义，为了让⼤家带到台湾也能⽤还特意写的繁体字并请台湾留学⽣校对了⼀遍。⼀直对振假名注⾳式外语学习法深恶痛
绝的我，最终还是决定使⽤⽇语假名的注⾳⽽⾮汉语拼⾳。这个原因我在课上提到了，就是虽然汉语拼⾳使⽤的也是罗马字⺟，但发⾳⽅式和英语、⽇语的罗马字并不完全相同（⽐
如同样写作shi，在⽇语中的读⾳就接近“⻄”⽽⾮“诗”），需要另花时间学习，因此只得退⽽求其次，仅在需要特别注意之处稍作讲解。另外⼀个我没有说的原因，就是其实台湾⼈并
不使⽤罗马字⺟的拼⾳，⽽是通过⼀个个偏旁部⾸似的注⾳符号表⽰读⾳。这件事我还是和台湾留学⽣聊天的时候了解到的。

拼⾳是别⽆他法，⾄少让⼤家亲⾝体验⼀下中⽂的特⾊“声调”吧︕我实在不想让⼤家⽤电视上中华料理⼴告⾥的⼝⽓说中⽂呀。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家⼀提到中⽂就⼀
副“听说有四种声调对不对︖好难的样⼦”。在私下请同学按照我的注⾳⽅式读了⼏遍，⼏经改进之后，需要讲的内容都确定下来了，剩下的就是如何把这些内容讲得⽣动有趣、易于
理解了。我是那种相信“车到⼭前必有路”的⼈，所以前⼀天晚上才开始真正考虑这个，⾃然不可能准备那种每个字都写好了的课件。当晚⼋点，我请住家姐姐做我的⾸批学员，帮我
检查有哪些不好理解的地⽅，姐姐也很好⼼地答应了。没想到真正开⼝之后，之前所有凌乱的想法都变成了清晰的话语，⽽且还不断有源源不断的新点⼦冒出来。我突然意识到我在
和⼈交流⽅⾯还是有⼀定天赋的。姐姐的表现真的好到出乎我的意料，不但尽数理解了我说的话，还⽤近乎完美的发⾳让⼼理预期过低的我⽆地⾃容起来。她把我的解说改成了更地
道的语⾔，还给了我许多建设性意见，⽐如⼀开始先讲清楚讲座的内容构成、在⼀开始就列出⽇语中没有的声⺟韵⺟等等。我们还为“⽇本⼈”的“⽇”这个对⽇本⼈来说尤为困难的发
⾳⽽笑作⼀团，因为我故意抖出的包袱⽽倒地不起。虽然我临时抱佛脚的⽑病还是没好，但这⼀晚上的彩排让我相信第⼆天的讲座绝不会差到哪⾥去。最后确认、整理了讲座的流程
之后，我为了第⼆天能精神饱满⽽草草睡下，早上起来才写完讲义，洗澡出门骑车，⼀路飞奔，差点就留下了本学期第⼀次（⼤概也是最后⼀次）的迟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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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15 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同学的中⽂讲座（中）

2018.03.26

在讲座之前，先由三年级的现代社会⽼师带着⼤家做了关于台湾基础知识的⼩问卷以增进了解。我很丢⼈地暴露了⾃⼰在历史地理⽅⾯的⽆知，错了好⼏道题。在看了许多照⽚之
后，我⼼⾥也不由得萌⽣了亲眼去看看的冲动，于是继上海、墨尔本和⼀众城市之后，台湾也加⼊了我的“此⽣必去”清单。

终于轮到我的讲座了。我原来的⾼中有许多学⽣⾃主讲课或做汇报的课程任务，还因此特意在教室中取消了讲台。阔别半年之后，我⼜⼀次地站在了⼀教室同学的⾯前︔刚刚的现社
⽼师要⼤家真的像正式上课⼀样起⽴问好，于是我第⼀次站在台前接受同学们的“⽼师好”并回以同样的鞠躬，⽼实说感觉还挺不错的，让⼈有种“接下来要认真对待了”的感觉。

讲座正式开始。都说第⼀印象⾮常重要，所以我特意说得⾮常谦虚严谨︓“我很⾼兴能给⼤家做中⽂讲座，但我并没有真正学过语⾔学，接下来要讲的都是我⾝为⺟语者的⼀些理
解，教给⼤家的也都是我作为⺟语者的学习⽅法，可能有不好理解的地⽅或是错的地⽅。如果⼤家以后发现ʻ啊，这⾥和⼩⻘说得不⼀样ʼ的话很有可能是我错了，请务必告诉我。只
是，如果这短短⼀个⼩时⾥的内容能对⼤家的台湾之⾏有所帮助的话，就是我最⼤的荣幸了。”

台下⼀⽚沉默，我把它当成⼤家都听进去了，接下来看着今早写好的流程图，从课程安排开始说起，引⼊了我认为中⽂⼝语中最难的两点︓拼⾳和声调。⾸先是拼⾳。我把前⽂中提
到过的概念讲了⼀遍，并以我名字的⽇语读⾳和中⽂读⾳为例向⼤家⽰范了即使是⾳读词的发⾳和现代汉语还是有区别的。我怕⼤家⼀上来就被绕晕，特地好⼏次停下来确认⼤家是
否跟上了，没想到台下同学们都⼀脸了然地看着我。是我太低估⼤家了，不过这样算是个好的开始，我⿎起勇⽓，进⼊了声调部分的讲解。

“说到中⽂，⼤家想到的都是有四种声调对不对︖的确如此，⽇语⾥是没有声调的，表⽰⾳调的转折需要标注数字，但中⽂不同。可以这样来看，我名字⾥的ʻ⻘ʼ的拼⾳是Qing，是
⼀声，但如果变成⼆声，就可以写作ʻ晴天ʼ的ʻ晴ʼ或者ʻ感情ʼ的ʻ晴ʼ︔三声则是ʻ请ʼ，相当于英语的Please︔四声则可以表⽰ʻ庆应ʼ的ʻ庆ʼ。每个声调都有许多个汉字与它对应，⽽⼀个汉
字也可能有不同的读⾳，这⼀点和⽇语是⼀样的。”看⼤家⼀副点点头懂了的样⼦，我⽆⽐感激当初把汉字引⼊⽇语的古⼈们，没有他们的努⼒我也不会讲得如此顺利。“四种声调的
存在对于学习中⽂的外国⼈来说可能会⽐较困难，因为在我开始学⽇语的时候，⽼师就告诉我，⽇语发⾳的要义就是不能嘴张太⼤，要尽量让整个句⼦维持同⼀个⼝型、⼀边⼝齿清
晰地讲话还能⼀边微笑才是最正确的发⾳⽅式̶̶中⽂则不同。在学习英语的同时，各位可能也意识到了，⽇语的发⾳⽐较少，这对于学习像我这种⽇语的外国⼈来说⾮常友善，但
反之也意味着各位如果想要掌握⼀门外语，则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就拿中⽂来说，中⽂⾥相似的发⾳很多，还有声调的存在，如，果，不，张，⼤，嘴，把，每，个，⾳，都，
发，得，很，清，楚，就，容，易，造，成，误，会̶̶”我故意⽤四平⼋稳、咬字清晰的中式腔调强调道，惹得台下⼀阵笑声。其实⼝语⾥的吞⾳也不少见，但初学者还是⼀个字
⼀个字说清楚⽐较好吧。我继续道︓“所以接下来⼤家模仿我发⾳的时候，也请⼤家把嘴张得⽐⾃⼰想象中更⼤⼀点。为了让⼤家更好理解声调，请拿出尺⼦。”我买了个关⼦，这是
我昨晚在给姐姐解释时灵光⼀现想到的。等⼤家都握了⼀把尺⼦在⼿⾥的后，我继续道︓“好的，请把这⽀笔想象成⼀把武⼠⼑，按照拼⾳这条线的⾛势挥舞，想象⾃⼰是在挥⼀把
⼑，并学习我的发⾳︓ā á ǎ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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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15 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同学的中⽂讲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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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áǎà。”台下传来了整齐划⼀的美妙声⾳，简直像我声⾳的回⾳⼀般，清脆⽽地道，和正在学拼⾳的中国⼩学⽣没什么两样。

“⾮常棒，各位，棒到我都觉得不需要我讲了。接下来我们就⽤这种⽅法来读我们今天的内容，请看第⼀部分，问候语。”

后⾯的内容就这样有条不紊地进⾏着，我念⼀遍，⼤家跟着重复⼀遍，和英语课上读单词⼀样。⼤家的表现真的很棒，我没⼏分钟就要夸⼀遍⼤家做的真好，甚⾄我⾃⼰都觉得有点
太过殷勤。在遇到⽇语中没有的发⾳时，我会特别说说，⽐如“今年”的“年”有点像⽇语⾥⼩猫的喵喵叫声，“⼗六岁”的“⼗”像是提醒别⼈保持安静的嘘声，“⽇本⼈”的“⽇”要把⾆头
卷起来什么的。课间休息时间到了，⼜是⼀波鞠躬礼。课间还有很多同学来问我名字的读⾳，之前我⼀直觉得⼤家⼜不是真的要学中⽂，知道个⼤概就好，但今天突然多了⼀份要认
真对待的责任感，连拼⾳带假名地尽量还原中⽂的读⾳，连声调都注上了。不得不说⼤家的认真程度和模仿能⼒都令我⼗分惊喜，果然台下同学的认真的态度才是最让⽼师开⼼的。

第⼆节课上，我让⼤家稍微加快速度练习了⼀下⾃我介绍，还请同学跟我互动模拟中⽂的对话，当然对听不懂中⽂的各位来说是不可能对答如流的，所以我每⽤中⽂问⼀句紧接着就
⽴刻⽤⽇语翻译⼀遍。当初没有教⼤家“多少钱”就是出于这个考虑，如果真的⽤中⽂问了店家肯定会⽤中⽂回答，那可就更复杂了。时间过得飞快，亦或是我扯了太多闲篇（⽐如动
漫中很多中华系⾓⾊都有的aru的⼝癖源于北京⽅⾔⾥的⼉化⾳，我还现⾝说法给⼤家表演了⼀个京妹⼦侃⼤⼭）拖长了内容，只给最后的问答环节剩了⼗分钟。回答完⼤家的问题
还有剩余，我想了想，⾃⼰补充了⼀件事。

“不知道⼤家有没有很在意⼀件事，就是ʻ你好ʼ、ʻ早上好ʼ、ʻ晚上好ʼ这些语句⾥的ʻ好ʼ。其实这个ʻ好ʼ是ʻ优秀、不错ʼ的意思，⾄于为什么放在问候语⾥，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这些问候都
是⼀个长句的省略形式，⽐如说ʻ你好吗︖ʼ、ʻ早上过得怎么样，过得好吗︖ʼ这样的感觉。当然没有查证过，如果⼤家以后发现了别的说法欢迎告诉我。⽇语⾥的こんにちは⼀样，こ
んにち本⾝是古⽂⾥ʻ今天ʼ的意思，这句问候也就是问对⽅状况如何的疑问句，和中⽂⾥的是⼀样的。”

现在想来，那时我要是顺⽔推⾈地祝⼤家在台湾“好好玩”就可以结束讲座了，但当时我有些⾮常想说、不说不⾏的话，不能⽤巧妙的套路⼀带⽽过，因此我不管有些僵的⽓氛⾃顾⾃
地说了下去︓“虽然只有短短⼀个⼩时，还是感谢⼤家认真的学习与聆听。如果这个讲座能让⼤家有所收获，或者更进⼀步，以此为契机对中⽂产⽣兴趣、开始学习中⽂，那我便会
由衷地欣慰。谢谢⼤家，祝⼤家旅途愉快。”

⼤家再次鞠躬，互相道谢谢，短暂的中⽂讲座就结束了。我从讲台上跳了下来，回到了同学之中。

趙⼀⻘さんの⽇記



2017.03.28 Remember Me

2018.03.28

（本⽂⼤概没有对这部电影的剧透，⼤概）

和北京颇有废⼟朋克风的漫天⻩沙不同，今天冈崎的天⽓晴好宜⼈，暖风⾥有淡淡的花草⾹⽓，最适合骑车不过了。上午在宿舍忙得昏天黑地，下午便不由⾃主地想要出去逛逛。上
周的这个时候风透过⾐服还有凉意，今天的风就已经变得充满怜惜，吹在脸上丝毫不痛还很舒服。去哪⾥呢，去附近的电影院看我期待了快半年的电影吧。

Remember Me，英⽂名叫Coco，中⽂名则是寻梦环游记，这部已经于去年年底在国内上映的、票房⼝碑奖项各不误的⽪克斯新作。在我看来，这三个⽚名中最好的⽆疑是⽇语
版。⼀个简单的祈使句，从情节⾓度，作为歌名，是串连全剧的线索、从头到尾⽆处不在的背景⾳同时也是主题曲，还催⽣了结尾最最催⼈泪下的⼀幕︔从主题⾓度，作为⼀句呼
喊，则是这个关于死亡与遗忘的故事⾥所有⼈的共同愿望︓不要忘记我。中⽂版的“寻梦环游记”将视⾓放在主⾓⽶格⾝上，却没能表现出这个故事⾥最⼤的隐性冲突，即梦想与家庭
的对⽴。对于⽶格来说，亡灵节⼀夜的确是他的寻梦之旅，但通过这趟旅途，他最终还是意识到了永远爱你⽀持你的家⼈才是最重要的。最后误会消除、看似尖锐却并⾮⽆解的⽭盾
化解于⽆形之中，⼀家⼈和和⽓⽓地载歌载舞，是令⼈欣慰到流泪的⼤团圆结局。

这个故事真的不愧为⽪克斯出品，充满异域风情⼜⼗分好懂的背景设定、缤纷绚丽⼜精致细腻（我说的就是亡灵世界和骷髅⾻头的质感）的画⾯、流畅的剧情设计和把握得恰到好处
的泪点，让⼈挑出什么⼤⽑病的同时，沉浸在跨越⼀切⽂化差异的、对逝去亲⼈的怀念中，主观上也不愿意挑⽑病。当然硬要说的话，和⼤反派有关的情节还是有些差强⼈意，但看
在它是⼉童⽚的份上还是原谅它吧︖毕竟⼀个⼀⼿制造绝⼤部分冲突、撑起绝⼤部分剧情的⾓⾊最后还为了圆回整个故事牺牲了智商和逻辑性，也挺不容易的。

缅怀逝去的亲⼈本来是⼀件令⼈悲泣的事，骷髅形象的⾓⾊们本来也应该挺吓⼈的，但⽪克斯就是有本事把它做成⼀个温情的故事。只要还有⼈把逝者的照⽚供奉在灵堂中并记得他
们⽣前的样⼦，他们便不会消失，⽽会去往亡灵的国度，在每年亡灵节的夜⾥踏着万寿菊花瓣组成的桥来到⼈间看望活着的我们。⽽有朝⼀⽇当你也撒⼿⼈寰，就能看到你⽇思夜想
的⼈们都在桥的另⼀端等你。⽬睹他⼈的死亡必然贯穿我们的⼀⽣，⽽⾃⼰的死亡则⽆时⽆刻不在⼈⽣的终点召唤。关于死，我们想到的都是未知、恐惧与失去，但这个温柔的故事
告诉了我们⼀个最为朴实也最为感⼈的道理︓唯有爱可以战胜死亡与遗忘。现在以及未来的孩⼦们是幸运的，当他们稚嫩的⼩脑⽠第⼀次意识到死亡的⽆可回避，便有这部电影让他
们不⾄于在亲⼈和坟前或漆黑的夜⾥哭泣。

关于死后世界这个设定其实还有很⼤的值得挖掘的空间，但本⽚将它限定在了亲情之上，让故事更加完整精炼的同时也有点令⼈惋惜。

最后说⼀句，⽇语版的配⾳是真的好听，⽆论是台词还是插曲，好听到甚⾄完全没有让我产⽣想去听听原作的想法。⽽且不知道是因为台词毫⽆翻译腔还是配⾳实在是太过⾃然，⼀
旦剧中⼈说起⽇语这个故事就像是发⽣在⽇本⼀样，好端端⼀个充满墨⻄哥风情的故事愣是让我跳戏到了夏⽇⼤作战。

这个⽚⼦在⽇本上映的同时附赠了冰雪奇缘的⼀个⼩短⽚，关于圣诞节全家团圆的传统，也⾮常好看︕听到是⽇语的时候惊了⼀下但完全没有任何违和感。弥补了我没有在电影院看
冰雪奇缘的遗憾，那么精美的画⾯还是要放在⼤屏幕上看才爽呀。

趙⼀⻘さんの⽇記





2018.02.16 花と歌と卒業式

2018.03.31

中国での卒業式とは、卒業⽣にとって確かに重要な⾏事ですが、なんか三年⽣のみのイメージがして、ほかの学年とはあんまり関係なさそうです。毎年、⼤⼈しくスーツかドレ
スを着て校庭に歩いていた先輩たちの姿を⾒て、早くこういう⾵になりたかった私は、あっという間にもう⼆年⽣となりました。

⽇本に来て、ちょっと中国のクラスメートたちより早く卒業式を参加させていただき、中国での卒業式との⼤きな違いを発⾒しました。光ヶ丘での卒業式では⽣徒全員で聖歌を
歌ったり、キャンドルサービスしたりしますから有名です。しかし素晴らしいイベントになる為に何回も練習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本番の前の⼆⽇間に、リハーサルだけでな
く、⼀⻫に起⽴できるようにずっと冷たいホールで起⽴と座りの練習を繰り返して、⼤変でした。

頑張っていた皆さんのおかげで、イベントは無事に終わりました。先輩たちが⼀⼈ずつ名前を呼ばれた時はどういう気持ちでしょう。そして偉い⼈たちのお話が終わってから、
校歌と聖歌を歌いました。⽇本の伝統的なお別れの歌「仰げば尊し」もちゃんと歌いました。歌詞の意味は全部分かるとは⾔えないが、悲しく優しい雰囲気を感じました。「⾝
を⽴て、名をあげ」って、願いを含んでいるいい歌ですね。

そして最後に先輩たちがキャンドルを持って、暗いホールから明るい外へ出ました。まるで明るい未来を迎えて進んでいると⾒えました。あの時の私は演奏部の皆さんが演奏し
ていた「メモリー」という曲を聴きながら拍⼿していました。先輩⽅にとって素敵なメモリーになるよう、⼼から祈っていました。

ところで、私は華道部に⼊っていますから、私が⽣けたお花をあの⽇に学校の受付で飾ってもらいました。マリヤ像の下に置いていたお花はほかの部員と⼀緒に⽣けたんでし
た。習った技術を⽣かして綺麗な飾りを作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うれしいでした。

これは⽇本語で投稿されたものです

趙⼀⻘さんの⽇記



⼈⽣の⼀期⼀会

2018.05.09

皆さんは「⼀期⼀会」という⾔葉を聞い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それを聞いた時、どのように感じたでしょうか。

私の場合、「⼀期⼀会」という⾔葉は、本を読んでいて初めて出会いました。その本は⽇本⽂化を紹介するものでしたが、それには「⼀期⼀会」とは、茶道に由来することわざ
で、「客⼈との出会いの中で、その⼈に点（た）てるお茶はその時だけなので、⼀度きりの⼤切なものである」との説明がありました。この説明を読んだ時、私はその意味をよ
く理解できませんでした。

なぜなら、中国では、「過ぎ去った時間は⼆度と戻らない。時間を無駄にしないためにはきちんと計画を予め⽴てて、その通り進ま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に教えられ、そ
の時、その瞬間を⼤切にするというより、⻑く続く時間を意識すべきとされてきました。時間に対してこういった考えをしていた私は、⽇本に留学して、⽇本⼈のクラスメート
たちが部活で⼀⽣懸命になっている姿を⾒た時、驚いてしまいました。彼⼥たちがどうしてそんなに熱⼼に部活に取り組むのか、⼤学進学に役に⽴つわけでもなく、勉強時間を
削ってまですることなのか、時間の無駄ではないかと思ってしまいました。

そこで、合唱部に⼊っている友達に聞いてみました。するとその⼦はこう答えました。「さぁ、どうだろう。疲れてやめようと思うこともあるけど、無駄だと思ったことはない
よ。だって上⼿に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瞬間はすごく楽しかったから。」

私は友達の⾔っていることを分かりましたが、それを受け⼊れ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その時だけの楽しみに意義を⾒出すことなど、やはり無駄だと思っていました。この
時、私は「⼀期⼀会」という⾔葉とはまったく無縁の⼈間でした。けれども、そんな私の考え⽅は⽇本での留学⽣活で次第に変わっていきました。

趙⼀⻘さんの⽇記



⽇本に来た当初、私は留学⽣活を無駄にしないように、「⽇本⽂化に対する理解を深める」という⽬標を⽴てていました。学校の授業で茶道を習っていますが、その時間はその
頃の私にとって、⽬標達成の⼀つの⼿段でした。茶道のお⼿前の流れを覚えて、茶席で優雅に振る舞えるよう、⼤変努⼒しました。ですが、茶道のお⼿前は複雑で細かい動きも
あり、初⼼者には難しいことが多いので、習い始めの頃は⼾惑い焦っていました。そんな時、私は「⼀期⼀会」と再び出会いました。

「お客さまとの出会いも、お茶との出会いも、『⼀期⼀会』だからこそ、⼼を込めて最⾼のおもてなしをしましょう」と、茶道の先⽣がおっしゃいました。とてもシンプルな⼀
⾔ですが、私の頭の中にスッと⼊ってきました。茶碗の拭き⽅や茶⼱の置き⽅にいつも悩んでいた私は、「お客様に美味しいお茶を飲んでもらおう」と思ったことは⼀度もあり
ませんでした。先⽣の⾔葉を聞いて反省しました。「⼀期⼀会を忘れてしまっては、たとえお⼿前の流れを全部覚えられても、茶道を習得したとは⾔えないでしょう。

それから、お稽古するたびに、いつも相⼿のことを思いながらお茶を⼊れるようにしています。ミスをしても次回直せばいいと、それほど気にしなくなりました。お茶の稽古
で、私が⼀番気を付けているのは今という瞬間です。そして⼀番⼤切なのは先⽣がおっしゃる「結構でございます」という⾔葉です。お茶はその瞬間に対する感謝を込めてそそ
ぐ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そんな⾵に思えた時、初めてこんな実感を持ちました。何も考えず、⾃然にみんなと⼀緒に過ごすことのできるこの瞬間が幸せだなあーと。

こう感じた時、私はやっとあの友達の気持ちを理解できました。確かに⽬標があれば時間をもっと有効的に使えますが、⽬標を⽴てなくてもただ⽬の前の瞬間を楽しむことは決
して無駄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今を気づかず、ただ先のことばかり考え追いかけていたら、今というこの瞬間を⾒逃してしまうことになると思います。たとえそこに意義が⾒出
せなくても、後で振り返って⾒れば、過ごした⽇々はきっと忘れられない思い出になるはずです。そしてそんないくつもの瞬間を積み重ねて、私が出来上がっていくのです。⽇
本に来て、皆さんとの『⼀期⼀会』のおかげで、この⾔葉を理解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そして私はこれからの⼈⽣の中で、⼀つ⼀つの戻らない瞬間を⼤切にして、⽣き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与⼈⽣⼀期⼀会

2018.06.07

各位听说过“⼀期⼀会”这个词吗？这个词⼜给你带来了怎样的感受呢︖

我第⼀次知道这个词是在⼏年前读⼀本介绍⽇本⽂化的书的时候，书上说“⼀期⼀会”是⾃茶道⽽⽣的谚语，其含义为：“在与茶客的所有相遇之中，为此刻这个⼈烹此刻这杯茶的瞬
间只有这样⼀次，因⽽⽆⽐珍贵。”这种说法很美，但当时我并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或者说，我没能理解它的含义。

要说的话，⼤概是源于我这⼗六年来在中国接受的教育吧。从我很⼩的时候起，⼈们就⼀直告诉我正因时光永不回头，我们才⼀定要制定详细的规划然后⼀步步将其实现，唯有这样
才算得上不虚度光阴。简单来说，就是⽐起珍惜眼前的每分每秒，更重要的是将时间作为⼀个⽆限延展的整体看待、意识到它的延续性与连贯性。因此在我看到⽇本同学们为了社团
活动投⼊了如此多的时间精⼒时，可以说是⾮常惊讶甚⾄困惑了。在我看来，同学们如此尽⼼尽⼒，甚⾄不惜占⽤宝贵的学习时间，却⼜不是为了⼤学升学什么的，那难道不就只是
在浪费时间吗？

我曾经向合唱部的同学问过这个问题，我还记得她当时回答我说：“嘛，谁知道呢。有的时候的确累到想退出，但我从来不觉得这是浪费。毕竟真的感觉到⾃⼰越唱越好的那个瞬
间，我⾮常、⾮常的开⼼。”

这个过分简单的回答让我⽆法接受的同时，也让我⽆话可说。尤其是看到她那可以⽤耀眼来形容的笑容之后，我觉得或许真的就是这样的吧。但我仍然觉得这种没有长远⽬标、只是
给⼀时的短暂快乐赋予意义的事，果然还是浪费。可以说，那个时候的我还是和“⼀期⼀会”这个词完全⽆缘的⼈，只是随着在⽇本留学的时间渐长，我的想法也发⽣了不⼩的变化。

正是为了不“浪费”难得的留学机会，在刚刚来到⽇本的时候，我就给⾃⼰定下了“加深对⽇本⽂化的理解”这样⼀个⽬标。学校设有留学⽣课程，我也有幸接触到了茶道，但⼀开始我
只是把它当成达成⽬标的⼿段之⼀⽽已。我下了很多⼯夫记忆烹茶的步骤和顺序，为了能姿态优雅地坐在茶席上⽽努⼒了很久。然⽽茶道的流程着实复杂，再加上还有很多需要注意
细节的微⼩动作，对初学者⽽⾔相当之难。刚开始学的时候我总是⼜困惑⼜着急，没多久甚⾄不由⾃主地产⽣了排斥⼼理，觉得怎样也学不下去了。

我和“⼀期⼀会”的重逢就是在这个时候。

⼀次茶道练习时，茶道⽼师这样说道︓“和茶客的相遇也好，和茶本⾝的相遇也好，都是不可多得、不会再来的‘⼀期⼀会’，所以⼀定要全⼼全意地好好招待客⼈啊。”

这句话乍听之下或许平平⽆奇，对我⽽⾔却犹如当头棒喝。⼀直以来，我纠结的都是些怎么擦茶杯或者如何放茶⼱之类的，⽽这种所谓“为客⼈呈上⼀杯好茶”的念头，却⼀次都不曾
出现过。⽼师的这句话让我在内疚之于开始反省，如果忘记了“⼀期⼀会”，难道把烹茶的步骤背得滚⽠烂熟，就能说得上是“掌握”了茶道么︖

于是在那以后的练习中，我⼀直提醒⾃⼰要在烹茶的过程中意识到“对⽅”的存在。因为动作上出错了下次改正就可以，不值得多么费⼼︔真正需要⽤⼼的是名为“当下”的这个瞬间，
真正需要珍惜的是⽼师所⾔的“⾮常美味（結構でございます，⽤来表达对烹茶者感谢之情的茶道⽤语，也有⼈认为这种说法并不专业）”。现在，⽼师以及朋友就在我⾝边，⽽我正
在为她们烹茶——仅此⽽已。内⼼⼀旦被这种状态盛满，就再也放不下那些焦虑和不安了。茶，是应当带着对当下的感谢之情注⼊杯中的。想通这⼀点后，我第⼀次觉得什么都不去
考虑、就这样在⼤家的陪伴下度过眼这如同最后⼏滴零落在杯中的浓茶般的时光本⾝，就已经⾜够幸福。

由此，我终于理解了那个同学的感受。定下⼀个明确的⽬标的确可以帮助⼈更有效率地管理时间，但⽆⽬标地度过眼前的时光也绝对不是什么浪费。如果不关注当下⽽⼀味追逐“未
来”的话，名为“此刻”的这个瞬间就可能悄悄溜⾛。即使⼀时间⽆法看出其意义所在，⽇后回顾时，这段“认真度过”的时光也⼀定会变成难以忘怀的宝贵回忆。也或许，“认真度过”这
种态度本⾝，便是我们为这短暂时光赋予的意义。⽽⽆数这样的瞬间堆积重合⽽成的，便是名为“我”的⼀切。

从今往后，愿我能永远珍惜这⼀个个不会重来的、“⼀期⼀会”的瞬间⽽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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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今天已经是期末考试前的最后⼀天了，但家庭科还是发下了作业，虽然是暑假作业吧——⼀份⼈⽣规划表。这份表格按照年龄划分好，还有⼏栏⽤来填配偶和孩⼦。需要做
的就是把写有⼤学、⼯作、结婚、⽣⼉育⼥、保险、买房买车之类的贴纸按照⾃⼰的预想贴在纸上。其他同学忙着备考，但我正好闲来⽆事，就当堂做完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边的⼤⼈们就开始夸我“对未来有清晰的规划”、“知道⾃⼰要做什么”，⽽我也⼀直⼼安理得地接受着这种赞美，直到今天才突然觉得哪⾥不对。我在⼀上来
贴了⼤学、留学⼏个贴纸之后，居然不知道下⼀步该做什么了。我⼏乎是从很⼩的时候起就坚信⾃⼰是要在喜欢的分野读到硕⼠甚⾄博⼠的，⾄于出国留学则更像是某种理所应当的
事⼉。我⾃⼰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我对本科毕业直接找⼯作是有点抵触的。这或许源于⾐⾷⽆忧的家庭条件与家中⼏代⼈对知识与“⽂化⼈”的推崇。尽管“知识分⼦家庭”这个词在现
在听来已经显得有些过时，但⽗⺟的确⼀直⽀持我“钻研”与“追求”些什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说，这就是在追求对⾃我实现时产⽣的精神快乐。顺带⼀提，就我⽬前浅薄的了
解来看，我还是看⼈本主义⼼理学很顺眼的。

也是在这时，我第⼀次意识到了⽀持在我这些令⼈沉醉的梦想背后的东⻄。就算我⼀直读到博⼠，也终有⼀天会⾯临求职赚钱养家这种令⼈想来就头⼤的事。我还没想过⼀辈⼦待在
象⽛塔之内，那果然还是要想办法去社会上赚钱。于是我贴下了“就职”的贴纸，却发现它轻松就越过了象征三⼗岁的竖线。只做想做的事，可以躺在床上⼀整天不事⽣产也有饭吃的
⽇⼦，现在看来好像能持续很久，原来还有⼏年就要结束了。

在那⼀刻，我感到了某种来⾃未来的焦虑感。虽然妈妈每次都安慰我说⽆论世事如何变化，只要能在⾃⼰的领域做到极致就永远不会被时代抛弃，但这么简单的理论我是不相信的。
难道现在我们还需要技术登峰造极的寻呼台话务员吗？当然，我也明⽩妈妈的意思，就⽤话务员的例⼦，做好这⼀⾏所需的动听声⾳、⼈际交往能⼒与理解表达能⼒，在其他岗位也
可以得到发挥，所以也不能说真的就活不下去。但⼀不⼩⼼进⼊了某个容易被代替的⻩昏产业，再出来还是要⽩费很多事的吧。⽽且在哪⾥就职也是很重要的⼀个问题，在此先按下
不表，因为我真的没想过。最重要的⼀点，五年、⼋年之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谁会崛起谁会消失，都需要太多的调查与学习。在学府之中看着⾃⼰的就业机会被AI鲸吞蚕⾷，
⼀定是世上最痛苦的事之⼀。

不过贴贴纸贴到这⾥，我也逐渐想明⽩了⼀件事。与其说我是没有考虑未来的闲⼼，不如说是没有这个勇⽓。我⼀味相信未来的⾃⼰肯定能学有所成、得以安⾝⽴命，却⼜不敢真的
付诸⾏动去确认、去了解我喜欢的专业的前景，只是告诉⾃⼰是⾃⼰喜欢的就好、是⾃⼰擅长的就好，⽤⼀些宽泛的理由堵住内⼼的恐惧。突然想到了⼩马过河的故事。我在害怕，
害怕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害怕⼤⼈⼝中冰冷的⼈际关系、⽆穷⽆尽的应酬与少之⼜少的知⼼好友，害怕⾃⼰最终成为摩天⼤楼脚花⽣⽶般⼩⼩的影⼦，害怕⾃⼰翻开写着梦想的作
⽂簿时⾃惭形秽的表情。

同时，我也在期待，期待那些成为⼤⼈之后才能体会到的东⻄，⽐梦境更绚丽的风景，在以千年为单位的浩劫中幸存下来的建筑、画作与⽂字，以及那么多值得去结识、值得去爱的
⼈们。内⼼如此⽭盾，时间却⽆时⽆刻不在向下⼀个瞬间倾斜。为⽆可避免的事痛苦没有什么意义——但这不是不去想它的理由。思考会带来痛苦，然⽽这份痛苦正是思考的证明，
所以⼈⽆法放弃思考，也就⽆法割舍这份痛苦。

不过，幸运的话，也不是不能找到⼀个⼈分担彼此的痛苦。该帖“结婚”的贴纸了。⾝边⼏个同学⼩声表⽰⾃⼰肯定不会结婚，我想如果去朋友圈⾥问问，⼤概也会是类似的答案吧。
时间是现代，地点是⼤城市，那么多深夜故事早就向⾼中⽣们展⽰了成⼈爱情故事的⼀地鸡⽑。不过出于迄今为⽌的个⼈经历，我还是觉得应该去找那个深爱的⼈、体验那种及其难
以替代的幸福与伤痛。爱与被爱⼀直在我的愿望清单上，哪怕婚姻这种契约关系本⾝只是此时此境下⽣产⼒的产物。所以我还是把“结婚”贴在了⼊职之后、三⼗岁的门槛上。这样⼀
想，对⽅不是在讲座上遇见的⼤学同学就是在联谊会上⼀起喝酒的同事了。

可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遇见那个⼈呢︖⽽且这些贴纸⾥连不婚主义都没有，太不⼈性化了。它只是给出了制作者的答案让我们进⾏排序与对号⼊座的游戏，怎么能写完⼀个⼈的
⼀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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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通这点之后，这项作业就变成了⾼中版过家家游戏了。不过好⽍认真了这么久，还是继续好好安排接下来的⼈⽣吧。与婚姻捆绑⽽⽣的，⾃然是房⼦、车还有孩⼦。我再次头疼
起来。这个表格的适应性没有强到可以跨国的地步，只有买房没有租房，更没有“住⽗⺟的房⼦”这个选项。房⼦这个事我⽬前是放弃搞明⽩了，但车还是要买的吧，保险还是要交的
吧，孩⼦还是要⽣的吧。各种⽀出瞬间压了下来，⽣活也趋于规律，或是说，趋于固化。就像不锈钢的模具“啪”地压下去，再次抬起来的时候，刚刚趴在案板上⾁馅已经成了⼀朵规
规整整的五瓣花。这时，我头脑⾥居然⽆意识地划过了⼀个念头：“这个孩⼦来的真不是时候。”

下⼀秒我就后悔了，怎么能这么想⼀个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新⽣命呢︖但这就是我沉浸在成⼈⽣活中的⼤脑的第⼀反应。⼈的成长本应该是多么值得歌颂的奇迹，从⼀个⼩动物幼
崽般柔柔嫩嫩、不会说话的婴⼉，⼀天天长出⽛齿和头发、开始跑跑跳跳、咿呀学语、最终成为⼀个成熟的⼈类个体，携带着⽗⺟的基因⾛向轰轰烈烈的世界⼤潮，进⾏下⼀个循
环，算是完成我们作为物种的使命。但把这件事看成⽣活的⼀部分时，⼜是完全不同的感受了。孩⼦会消耗⼤量时间、经历与⾦钱，从幼⼉园到⼤学。事实上，对于对⾦钱缺乏概念
的我来说，最让我紧张的还是责任感。要让我的孩⼦（在我的构想中还是⼀对⼉龙凤胎，哈）享受满满的爱的同时认识到⼈世的险恶，要让他有健全的⾝⼼的同时经历不⼤不⼩的挫
折，要让他⾃⼰找到⾃⼰的路……我⾃⼰还没活明⽩的话，怎么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且从孩⼦出⽣起，⼀下⼦近⼆⼗年的时间就没有了。本来能⾃由度过的⼤把时光，⼀下⼦因为⼀个新⽣命的出现⽽变得按部就班起来。我突然想到了我⾃⼰家，想必我的出现也让
⽗⺟不同程度上牺牲了⾃⼰原有的⽣活⽅式吧︖但他们从来只说我的存在给他们带来了何等幸福，⾄少当着我的⾯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也是因此，我对要个孩⼦的想法没有那么排
斥。只有⼀次在海边玩的时候，我爸⼀边在太阳伞下剥盐⽔花⽣⼀边进⾏了⼀点问题发⾔。那时亲戚家的孩⼦刚刚出⽣，我爸就说：“⼀想到要从那么⼩养到⼤就好⾟苦，好不容易
把你养到这么⼤，我可不想再重来⼀遍了。”

现在我有点能理解这句话了，虽然我觉得⾃⼰还挺“省事”的呢。

不过现在想这个实在有点滑稽，毕竟我⾃⼰也还只是个孩⼦。三⼗岁的我⽐现在的我⼤整整⼀轮，到时候肯定会有不同的、更有智慧的见解吧。只是我的⼈⽣规划⼀下跳到了五⼗
岁。有孩⼦的时候也可以旅⾏、学习⼀项技能什么的，但果然还是放⼼不下孩⼦，只能将重⼼放在家庭上。等孩⼦独⽴出去，想做的事⼜有了第⼆次尝试的机会，说不定我还会转个
业什么的。养⽼保险也是时候出现了，但到这⾥，我能明显感觉到我举棋不定起来。五⼗岁，⽐现在⼤了两倍多的岁数，这三⼗多年⾥能发⽣太多事了，我⼀共还没活过三⼗年呢︕
现在的我本⾝就没法看得太远，更别提那浓雾笼罩的后半⽣了。是三⼗岁⽣活的重复，还是充满新鲜刺激的每⼀天︖这个谁知道呢，所以我草草贴上了退休的时间。总之接下来要和
我的伴侣⼀起享受没有⼯作的⽇⼦了。孩⼦们也该⾛⼊社会了吧︖他们会不会有各⾃的家庭︖然后就是某个普通的⽇⼦⾥，在家⼈朋友们的陪伴下，感受我最后的⽓息消散风⾥，和
这个我曾好好活过许多年的世界告别。

眼⾓有点酸。如果不是在教室⾥，我⼤概会稍微哭⼀下，祭奠我在头脑中度过的⼀⽣。就这样了，原来我也是会死的。平⽇⾥，这个词太过遥远，远到我从未将这个被⼤⼈们所避讳
的字眼安放在⾃⼰⾝上︔可在我在头脑中过完这六⼗余年后，它就像个在旅途尽头等待乘客的车站⼀般，愈发清晰起来。我还记得⼩学时第⼀次认真地想到死，第⼀次意识到万事万
物都有终结，⽽我所见所感的⼀切都不过是注定消逝的短暂幻影，⽽死就是意味着什么都不剩，意识也全部消失，和这个世界断开最后的连接。我害怕得不⾏，却更痛苦地想到死后
就连害怕这种感情都感觉不到了。

这段时间我常常在想，“⼤⼈”究竟是什么呢。⽇本的视频⼴告特别⻘睐“⼤⼈”这个词，“⼤⼈”的甜、“⼤⼈”的苦，“⼤⼈”的⾹⽓，似乎⼀定要将这⼀系列含蓄⽢醇的味道与⼩朋友的
死甜死辣区分开来。⽽偏爱这种“⼤⼈味道”的我，在学着⼤⼈的样⼦做了个⼈⽣规划之后，发现⾃⼰果然还是个孩⼦。不过拜它所赐，我终于有机会⼀吐很长时间以来的复杂想法并
将其整理。等我成为真的⼤⼈之后，⼜会怎样看待这些⽂字呢︖我会不去等待那⼀天的来临，我将要、也只能向那⼀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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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24 最后的茶会

今天在茶道⽼师处办了茶会，算是练习了半年的结业式。可能我还⼀直没来得及写这⽅⾯的⽇记，但我的的确确每个⽉都会在这练习⼀次卖茶流（賣茶流、ばいさりゅう，名古屋的
茶道流派）的茶道作法，从⼀⽉到现在已经半年了。这缘分说来也有些复杂，我寒假时的住家妈妈NM妈妈⼀直在这⾥练习茶道，听说我在学校学习就特地把我介绍给了OD⽼师。此
外，我也经常去⽼师家喝茶、看花展什么的。⽼师年纪很⼤了，依然精神矍铄，说话说到开⼼处会像⼀个⼩⼥孩⼉⼀样眯着眼睛笑，正坐在榻榻⽶上时⼜及其威严。⽼师对待茶道相
当严格，加以指点时语⽓毫⽆斥责之意却也令⼈屏息凝神，但只要我做对某个动作⼜丝毫不吝惜赞美，是⼀位⾮常亲切的⽼⼈家。坐在⽤⽩⾊障⼦隔开的宽敞和室内，闻着榻榻⽶的
草⽊⾹，坐在茶席上时能感觉到⽼师的视线从斜后⽅射过来，⾮常容易就能进⼊状态，课后往往还有⾃家做的酸奶⽔果等各种零⾷。就这样，每个⽉⼀次的茶道课成了我相当期待的
⼀件事。

⽼师很早以前就跟我说过要我在⾛之前举办⼀次茶会，由我来烹茶。NM妈妈还特意为我准备了合⾝的和服以及她出嫁时她的妈妈亲⼿缝制的长腰带，花纹华丽⽽不显繁乱︔精致的
头饰则是OD⽼师的。此外，其他和这件教室有缘的⼈们也都在精⼼准备午餐的料理。按理说如此郑重的仪式我这个主⾓更不能掉链⼦才是，但最近因为各种事整个⼈都很不在状
态，连这么重要的事都没有好好准备。虽然茶会前的周⼀练习过⼀次，正式开始前⼜彩排过⼀遍，但真的⾏过⼀礼，从⽔屋（みずや）迈着擦步（すり⾜）⾛到茶席处坐好后，⼤脑
就⼀⽚空⽩了。总之先把炉扇摆出来再⾏⼀礼，就可以上点⼼了︔趁着客⼈们放松下来、被点⼼吸引⾛注意⼒的关头，我⼿忙脚乱地开始了错误百出的茶道流程。更令⼈紧张的是，
正坐在我背后的⽼师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从今天的⽟露茶到茶具旁⼩⼩的植物、再到凹间（床の間）处挂的字画的寓意，⽼师熟悉的嗓⾳滔滔不绝地灌进头脑，把本⾝就记得
不牢的知识点冲刷得⼀⼲⼆净。等⼤家吃完点⼼，专⼼等茶的时候，所有⼈的⽬光就有聚集到了我⾝上。最后总算是让这半年以来对我照顾有加的各位喝上了我亲⼿泡的茶，如果不
算起⾝时脚⿇了⼀时间站不起来的事的话，整个过程没出什么⽆法挽回的⼤乱⼦，算是平安⽆事地结束了。⼤家也都夸我记忆⼒好、⾮常努⼒云云，但就结果⽽⾔我是还是觉得挺可
惜的。⽼师安慰我说没关系，⼤家都是这样的，⽽且茶客没⼈知道你做的对不对，只要摆出⾃信的样⼦就可以了。

客⼈在与不在，真是个⽭盾的状态，就像量⼦⼒学⾥的观察者（这个⽐喻是我⽤来假装⾃⼰很懂的，⼤概存在偏差），⽽我就是那只⼜⽣⼜死的猫。⽼实说，按照我之前的那篇⽂
章，我这时候应该感念各位的恩情、回忆这半年的教诲才对。然⽽真实情况是，我眼前只有茶，⼼⾥也只有茶。因为太紧张，所以其他⼀切都顾不上了。或许如果我能将全部流程烂
熟于⼼的话或许还能有这份闲⼼，可过度的紧张与不熟练反⽽倒逼我进⼊了⾼度集中、⼼⽆杂念的状态。真要说的话，这也是⼀种境界也说不定。

接下来⼤家⼀起吃了丰盛的午饭，由每家的独传秘⽅制成的餐点被精致地摆在漆器餐具中，每⼀道都能吃出家常菜的朴实与精致滋味，因为是冷餐所以对胃的负担很⼩，但不知不觉
中也能吃饱，更别提餐后还有由乌龙茶、杏仁⾖腐与⾁包⼦组成的茶点（⽤OD⽼师的话说就是“中华风”甜点）。台湾来的L同学也在，我们和她们聊了许多。OD⽼师、NM妈妈以及
在座其他⽼年⼈们都有去外国学习、接受寄宿留学⽣的经历，有⾮常多的共同语⾔。其中⼀位经常去北京学习中⽂，中⽂⾮常流利，那两屉正宗的鸡蛋虾仁包⼦ （包⼦⽪⾮常有嚼
劲，馅则微咸，和便利店⾥卖的那种甜⾁馅包完全不⼀样，可以说⾮常正宗了）就是她拜托在⽇本的中国朋友做的。

和⽼⼈家相处其实⾮常有意思。每⼈准备⼀道菜，加起来就是⼀席汤饭俱全的盛宴︔每⼈准备⼀个故事，加起来就是⼀本薄薄的地⽅风⼟⼈情传。穿着和服的她们如同古⽼时代留下
的残影，⼈却都不是死板守旧的⽼⼈。她们以我所完全⽆法理解的⾼龄也依旧充满活⼒，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聊到兴头上更是和年轻⼥孩⼦没什么两样，但因为岁⽉的积淀总能
给我以新的启⽰。在这些⽼⼈们⾝上，我感受到的是传统与现代的调和。就像她们将茶道教给⽆数外国留学⽣，⼜在游览不同国家时带着茶具与和服⼀样，保有传统的同时不排斥新
鲜事物，这两个概念或许本⾝就没有那么地对⽴。⽽在寻找⼆者共存的出路时，最重要的是有⼀颗包容⽽温柔的⼼。

七⽉末，NM妈妈、OD⽼师和NM妈妈的妹妹要⼀起来北京玩，我们已经约好要在那个时候⼀起逛北京了，所以⼀直到⾛出⽼师家的⼩院，我都没有什么离别的实感。但在⾛之前，
我还是趁着没⼈跑到了和室呆了⼀下。午后的光与树影洒进阴暗的房间，安静地投在榻榻⽶上。我⽆声地进去坐了⼀下。

再会了。



2017.07.04和太⿎与三味线之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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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04和太⿎与三味线之韵

今天⼀整天都没有课，只有⼀场全校⼀起观看的艺术鉴赏会，要去听⼀场由⽇式传统乐器和太⿎（和太⿎）和⻘森县地区的津轻三味线（津軽三味線）构成的⾳乐会。如果不包括致
敬或者带有古风元素的J-POP⾳乐的话，我还是第⼀次欣赏⽇式传统⾳乐。虽然事前担⼼光听⾳乐会不会睡着，但⽆论是乐器本⾝震撼的⾳⾊与激越的乐曲，还是整场演出的编排、
演奏者们的控场能⼒，都显⽰出我的担⼼是多余的。

⾮常和风的舞台布置、雄壮的⿎声、演奏者们飒爽的舞姿，传达的感情强烈⽽直接︔三味线⾳⾊介乎精巧与苍凉之间，⽐起⼆胡或马头琴更像古筝。吸引我的与其说是乐曲，不如说
是演奏者神乎其神的技巧。演奏的间隙，演奏三味线的两兄弟还跟⼤家进⾏了互动，有点像讲相声⼀样介绍了津轻三味线的基本信息，包括两兄弟的演奏⽣涯，引得台下爆笑连连。
哥哥问⼤家觉得三味线⼤概多少钱⼀把，台下有同学喊⼀百零⼋⽇元，哥哥回道︓“这看起来像是摆在百元店⾥卖的东⻄吗！”另外三味线居然是猫或者狗的⽪做的，有点吓到我了，
不过转念⼀想为什么我会觉得⽜或马的⽪就很正常呢。中间还有⼀位⺠谣歌⼿献唱，伴着三味线的琴声，那歌声如同⼩学⾳乐课本上各地的⺠歌，婉转曲折，有着长⽽颤的⾳。我最
喜欢的部分则是名为“瞬辉（瞬輝）”的曲⼦，⼏位太⿎演奏者⼿持两个⼩⼩的铜锣（チャッパ）拍击作响，以彼此间巧妙的配合与专注的神态完成了⼀场⼏⼈间的“传球”⼤戏，让观
者因为这个根本不存在的⼩球频频拍⼿叫好。

这场⾳乐会让我⼀个对和太⿎与三味线毫⽆概念的⼈看得津津有味，尽管我不能说我只⽤这⼀个半⼩时就完全理解了和太⿎与三味线之美。我认为，独特的⺠族⽂化在向不同⽂化圈
的⼈传播时会遇上天然的壁垒，⽐如像我⼀开始被太⿎的隆隆声震得⽿朵痛，⽽后三味线的琴⾳响起时也没太能体会到那种萧瑟铿锵之感，或者说只感受到了个⼤概。就算我们承认
⼈类对美的认识与基本的情感很多时候都是共通的，但传达艺术魅⼒的关键在于共鸣，从⼩对此毫⽆接触的外国⼈就是⽐⾃幼⽿濡⽬染的⼈更难产⽣共鸣，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因此，要说是什么打动了我，应该就是乐者⾝上流露出的热情吧。或许就像那⾸“瞬辉”之所以吸引我⼀样。与其说是乍⼀听就觉得“这⾳乐真美”，不如说是在观赏演奏者挥汗击⿎、
沉浸在拨弦中的样⼦的过程中渐渐接受了“这样⼀种可以让⼈如此投⼊的艺术本⾝⼀定很有魅⼒”这⼀概念，然后再发觉乐曲之美。这种出于对艺术家的敬佩继⽽对艺术本⾝产⽣欣赏
赞美之情的过程在艺术家看来或许是种令⼈⽆奈的本末倒置，但不得不说，我认为这才是让外国⼈理解并爱上传统⽂化的捷径所在。

因此说到许多⼈⼼⼼念念的中华传统⽂化复兴，我也觉得应该让我们⾃⼰先爱上这⽂化。⽐起⼀上来就抱着“因为这是好东⻄所以要让更多的⼈知道”，不如先静下⼼来想想是什么吸
引了⾃⼰︔⽐起⼀上来就让毫⽆概念的⼈理解其美妙所在，不如先将⾃⼰的热情与精益求精之⼼表现出来。

当然，我没有针对什么⼈的意思，⽂化的传播显然也不会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我对这些的理解也只停留在概念上，禁不起深⼊追问。像上次开茶会的时候，⼤家⼀通抱怨和服⼜热⼜
紧不⽅便⾏动，茶道⽼师突然问我和服好在哪⾥。我先⼊为主地把它当成了⼀道评价我的国际包容性与跨⽂化理解能⼒的简答题，前⼏年写过的中考英语⼩作⽂瞬间涌⼊脑海，⼀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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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只能⽀⽀吾吾地回答说：“因为是历史悠久的、传统的东⻄，所以是好东⻄。”结果被⾝为陶艺家的⽼师⼥婿吐槽说像总理在国会辩论上说的话。⽼师也很⽆奈，她的答案是因为和
服是平⾯剪裁，所以很好叠，不容易出褶⼦。

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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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02 最后⼀节茶道课

在告别了校外OD⽼师的茶道教室后，我也上完了最后⼀节校内的茶道课。M⽼师和OD⽼师同为卖茶流的⽼师，经我打听才知道原来她们之间还有⾮常曲折的缘分，只是⼆位并不相
识。

⾔归正传，来说说这学校的茶道课吧。

第⼀次知道光之丘有茶道课，应该是在去年来光之丘的学姐的朋友圈⾥看见的。九⽉份第⼀次上茶道课时的⼼境现在早就忘光了，但我记得它在很早的时候就成了我的⼼灵慰藉。那
个时候⾯对各种尚不适应的⽣活习惯与作息，因为语⾔障碍和同学的交流也断断续续，理科课程并不轻松，还没有发现在这边⽣活有多少乐趣，住宿⽣活规律却也孤独。就是在这样
的情况下，每周⼀次的茶道课⾄少可以让我觉得⽣活中还有些值得期待的东⻄。被⽩⾊障⼦围起来的⼩⼩和室，隔间⾥挂着写有“⽇⽇是好事”的卷轴，秋⽇阳光透过窗帘晒着草席，
跪坐在⼀堆⼩⼩的茶具之后，⽤⾮常繁琐的步骤与焦躁的⼼泡⼀壶⽟露或者煎茶。泡好之后“违反礼节”地跑到茶客席上喝⾃⼰泡的茶，“违反礼节”地把杯⼦推倒⼀起等待盛得满满的
第⼆杯，再⽤外形惹⼈怜爱却味道⼤多如出⼀辙的应季和果⼦果腹，安慰⼀下⾟苦了⼀上午的⾃⼰，顺便给午饭做个铺垫——想想吧，那时候我每天中午还要回到宿舍的⾷堂、从巨
⼤的保温柜⾥抽出放着饭菜的托盘放在⾃⼰固定的座位上，再逆着⼈流去盛汤盛饭呢︕回忆起这些仿佛都是⼏年前的事⼉了。三⽉以来，随着⾼三的毕业，⽼师改了⼀下⽇本⽂化课
的时间，让和纸⼯艺、穿浴⾐和茶道的四课时集中在了周三上午，就变成了穿着浴⾐做茶道。

学校每周⼀次的留学⽣茶道课不⽐OD⽼师那⾥严格，不需要从⽔房处拉门⾛出来，不能久跪换个姿势也可以，在榻榻⽶上的⾏⾛时甚⾄可以⼤步流星——这些在OD⽼师那⾥绝对会
得到冷冰冰的指正。另外，烹制同⼀种茶时，即使同为卖茶流由于茶具的不同做法也不尽相同，导致我时常搞混。总的来说，学校这边是⼀切从简，但⾃从M⽼师得知我要在OD⽼
师那⾥开茶会之后，“⼩⻘，这样在OD⽼师那⾥做可不⾏”的声⾳就多了起来。

近⼀年来，我和其他⼏位留学⽣⼀起烹了许多种茶，也吃了各种点⼼。⽟露和煎茶这两个是基本款（另外我才知道原来⽟露是煎茶的⼀种，嗯），有时⽼师⼜会让我们⾃⼰做抹茶
再“呲溜”⼀声吸光挂壁的泡沫，冬天换成需要在⽕炉上“沙沙”地晃茶叶烘烤出温暖⾹⽓的焙茶（ほうじ茶），春天则有刚刚萌芽的新茶以及和樱饼外⾯包的那层叶⼦⼀样酸甜的樱
茶，夏天要⽤⼀个中空的瓢从⽔缸⾥取凉⽔泡茶——本⾝⽟露就不需要太热的⽔，当时茶会的时候还特意要⽤汤冷（湯冷まし）将热⽔放凉。⽼师每次都会⼀边说着“其实真的按照



茶会的标准每杯只能有⼀点点的但现在想多喝⼀点也⽆所谓嘛”⼀边给⼤家倒上满满的第⼆泡。其实按理说，茶道的做法应该只是形式，重要的是茶好不好喝才对，但伴随着⽼师那
句“結構でございます”，⼤家也都包容了这忽浓忽淡的茶⽔。说实话，除了澳⼤利亚来的⻨洛蒂由于太喜欢⽟露⽽倒了满满⼀壶茶叶导致泡出来的茶不甜反苦那次以外，好像还真没
⼈把⽟露泡得很难喝过。

说到点⼼，如果和果⼦三吃是要品味其名、形与味的话，我觉得我还是对得起这些被我吃掉的⼩家伙们的。应季花朵形状的例如玫瑰、⽔仙、紫阳花、杜鹃之类的不必多说，全都是
味道类似的⽣果⼦，染着鲜艳颜⾊的表⽪甜⽽软糯，⾥⾯包着⼀块⾖沙——永恒的红⾖沙，直到有⼀次从⻘梅⾥吃出了略咸的⽩芸⾖馅，着实惊艳到我了。记得去年年末的时候还吃
过⼀次狗头形状的⼩点⼼，被我⼀筷⼦夹爆之后旁边的索菲飞速吐槽了⼀句“It seems totally dead.”但要说最让我惊喜的⼀次，⼤概还是这最后⼀节课的锦⽟，是个包裹着各⾊⼩⾖沙
的透明果冻，⼊⼝清凉，⾮常适合夏天吃，除了化得快以外没有缺点。

所以，这就是这⼀年来在学校学习茶道的基本全部内容了。这次我没有写太多感悟，因为这些已经在别的⽇记中写尽了。学校的茶道课与其说真的教会了我什么，不如说它在忙碌的
⼀周中给了我⼀段⾮常悠哉闲适的时光︓喝茶吃点⼼，和朋友们聊天打趣，课间趴在榻榻⽶上补觉，⼀起摆茶具收茶具，把⽔壶杯⼦洗好放回柜⼦⾥，关灯关门。⽣活多么安逸。



2017.07.02 某个夏⽇正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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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02 某个夏⽇正午

夏天来了啊。是夏天啊。

我毫不吝惜将⼀切溢美之词加之于夏天，哪怕这会让我没有⾜够的词汇去描述其他三个季节。现在想来，我这么多年对夏天没由来的喜爱⼤概和吉⼘⼒的电影也有关。谁叫我是在四
年级那个天⾼云远的夏天遇到了改变我⼀⽣的电影，⽽包括它在内的吉⼘⼒电影，都那样迷醉地勾勒着夏天呢。

⽡蓝⽡蓝的天，⼤团⼤团的、随着⾼空的风慵懒改变姿态的、⼀看便知⼗分柔软的⽩云，柏油路的坡道，绿得发翠的⾼树，以及不需要画那种透明菱形、只通过光滑物体表⾯的反光
便可以表现出的⾼强度紫外线。这种饱含创作者爱意的、平凡⽽⼜值得成为永恒的夏⽇图景。这种景象第⼀次让我明⽩了何为憧憬，⼤概就是想向天空伸出⼿去拥抱云朵的感情吧。

好不容易等到梅⾬季节结束、真正的炎夏来临，⽽我⼜要⾛了。花⽕⼤会、研修旅⾏、海⽔浴和⻄⽠，除了最后⼀项以外，这些夏⽇的经典风物诗我⼤概都⽆福消受了。但我所眷恋
的夏⽇，⼜怎会是能被这种仪式化符号定义得了的东⻄呢︖我梦⾥的夏⽇光影，应当是在猛⼀抬头间映⼊眼帘的、偶然的相遇，就像今天这样。

今天是期末考试最后⼀天，因为我不参加因⽽得以上了最后⼀节茶道课。中午放学后，我就和两个同学⼀起出门吃饭去了。因为家住本地的⼩B说学习附近有⼀家不错的⻄式餐馆，
我们就⼀起⾛着去了。谁知正午的太阳⼜毒⼜辣，打起伞来也汗如⾬下，偏偏我们三个还都忘了涂防晒霜，最后索性直接往前⾛了。就是在路上，同⾏的⼩A说了⼀句︓“这个景象好
吉⼘⼒啊。”

于是我抬起头来，看到明媚得过分的夏⽇向我打了个招呼。

最后等到餐馆时，我的衬衫都湿透了。这⾥的确是个很精致的⼩餐馆，隐藏在⽆数灰⾊的住宅和⼩楼之间，被树篱和花园⼩径隔离开来。我们坐在门⼝等座，打趣说服务员肯定受不
了我们⾝上的汗味。没过⼀会，我们就坐到了座位上，拿了⾃主的前菜和饮料。⼩A和⼩B各点了⼀个披萨，我要了⼀份意式冷⾯，热乎乎的炸虾配上酸甜的番茄酱汁和冰凉的意
⾯，还有撕碎的罗勒叶与⽜油果块，吃起来相当爽⼝，体内的燥热⼀下就平息了。最后，我还“好⼼好意”地帮两⼈解决了她们吃不下的马苏⾥拉披萨和覆盖着奇妙的绿⾊奶酪的披萨
各⼀块。第⼀次吃绿⾊的奶酪觉得⾮常呛⼝，但吃完之后⼜确信它是种容易上瘾的味道，怪不得⼩B这么喜欢。

最后，还有三⼩块蛋糕的⾃助。我要了⼀⾓树莓派、柠檬慕斯蛋糕和⼀个据说酒精含量极⾼的⼩蛋糕。肚⼦都塞不下了，好在甜点是装在另⼀个胃⾥的。树莓派酸甜可⼝，慕斯蛋糕
奶味浓郁，就是这个噱头极⾼的酒精蛋糕，⼀叉⼦下去⽔分都渗出来了，吃起来湿哒哒的。

酒⾜饭饱后，我们便⾛路去了AEON，在那⾥坐公交车回家了。欣赏风景，吃饱喝⾜，回家睡个午觉，真是最惬意不过的夏⽇⽣活了。

但问题在于，开荤吃了顿披萨之后再吃其他⼝味清淡的饭菜就都⾷之⽆味了。强烈要求在我的欢送会上吃点垃圾⾷品，算是这⼀年的结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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