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研修

2018.09.05

ここからの一年間、皆さんといしょに頑張ってしま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張　晨陽的日记



胡澤兵の変身

2018.09.07

胡澤兵君の中二な変身です。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張　晨陽的日记



开学第一天

2018.09.10

第一天，早上五点起床。

旅店的妈妈准备好饭和便当，和三个同学一起吃完饭，开始了新的日本高中学习生活。

学校里每一位老师和同学都十分热情，我也从最开始的放不开手脚，到正常对话。

明天下午参观部活动，好充实一下课余生活。

ps:和住家爸爸一起打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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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活动

2018.09.11

今天在住家同学的带领下，参观了几乎所有的部活动，最后选择了，放送部和茶道部。

感觉人都超好，明天开始就又要7.30回家了，虽然累但是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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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时间观念

2018.09.12

今天下午放学后去参观了部活动。 晚上自己做巴士回家，因为疏忽大意，没有准确记好时间，错过了4.30的车，只能在车站等了1个半小时，才回家。 所以时间观念超级重要，入
乡随俗必须要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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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书

2018.09.15

周六的上午学习完成后

在住家妈妈的指引下，我们找到了岛上唯一的中古书店，里面有十分多的漫画和小说，虽说是中古，但是每一本书的外观却是如同新的一般，可以看出原主人对书保存的用心。

并且在学校里，大家的课本也是供好几届同学一起使用，这是在中国闻所未闻的，所以对于留学日本的我们来说，这样懂得爱护和节约的美好品德也要学习下来，回国后将之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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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日

2018.09.16

今天上午去买日用品，下午在家学习。

不得不说日本的古文课对于中国人来说确实是也一点儿难以理解，我们还要学着用各种符号将中国古文的语序转化成日文语序，努力努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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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行车礼仪

2018.09.17

今天坐车去取卡的时候

在一段很窄的上坡路，我们的巴士十分艰难的向上爬坡，而对面驶过来的车都自动自觉的将车开进了岔路，之后每位司机都和巴士司机点头致谢，巴士司机后而还礼。

由此可以看出在日本的社会之中，无论是在乡下还是城镇，每个人都讲礼仪根植于心。

張　晨陽的日记



运动会准备中

2018.09.18

下一周我们学校将迎来今年的运动会，而我们于其他学校的不同就是，壹岐高中的运动会是和壹岐市运动会合办。

从现在开始的每一节体育课都开始为运动会做准备，跑步20分钟，后开始练习各种项目，在体育课上我们完全可以放飞自我，将汗水滴洒在砂石之中，可以说几乎每一个人都享受
在烈日之中，痛苦中兼并着快乐。

同样对于我来说，这也是能快速融入他们的集体之中的一个机会，我要抓住这个契机，努力和他们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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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关怀

2018.09.20

这两天因为天气变化的缘故，突然感冒头疼。

而且早上恶化到起不来床，只好于住家妈妈说明情况，然后向学校请假。

而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却因为头疼翻来覆去却怎么也睡不着，一时间脑中涌出了很多初来乍到时不顺心的事情，心里总在抱怨自己的处境和烦恼，就这样沉入了梦乡。

中午时分我是被门口的喊声叫醒的，在门外一声一声‘小张，小张，你怎样了’的叫着我的可不就是我的住家妈妈，我急忙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拉开了门。原来是住家妈妈担心
我的身体不舒服，而将做好的便当拿了上来。在那一句一句的关怀中我意识到了，我在这个新的环境之中有很多默默对我关心的人，我很多时候却都没有意识到。

接过了便当，再一次道谢，我已是重新燃起了继续努力度过这一年的希望。

大家其实对我的到来是陌生中有带着一点期盼，而我却是比较慢热的人，可以说我和大家的建立关系的路十分漫长。而今天正好借助生病之余反思了自我。

我是否真的是十分的主动于身边的所有人接触？是否真正践行了交流活动的真谛？

可能我现在并没有做到我所期盼的那样，但是，现在开始也不晚，有着那么多爱我的人在我背后支持着我，我要珍惜这个难得的交流机会，努力去做到我所期盼的样子。

谢谢所有关怀着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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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部的快乐生活

2018.09.21

最近快要面临期中考试这个难关了，学校采取了关闭部活动改为自习的学习措施，我们茶道部幸好错开时间，逃过了一劫。

接下来便开始介绍一下我们茶道部，担当老师是由我们的古文老师，一位虽已是年过花甲却时刻紧追时代潮流的一位女士，而两位教授老师则是资深的茶道女行家，娴熟的礼仪手
法，插花书法，都展露着她们用时间积累出来的经验。

而我在进入茶道部之前，心里都怀揣着，这是一个很规矩繁琐并且不苟言笑这样的想法，但是在我身边的两个同班男生用行为告诉了我，这里不到能学到知识，又能体会到课后时该
有的快乐，同样的老师们也是和蔼慈祥，在我数次说没有听懂的时候手把手的教我，并且包容我们大家所犯的错误和我们作为青少年应有的淘气性格。

感谢、擦拭、泡茶、品茶后，在得知我的巴士还有十分钟就要到站我要离开的时候，老师立即从厨房里端来了一份点心，让我品完后快去赶车。我三下五除二的吃掉了点心，在同学
和老师的欢声笑语中我拎起了包，奔着汽车驶来的方向，结束了这充实而又美好的校园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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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访中古店

2018.09.22

因为考试，周六的课改为自习，而我在老师的帮助下报完了日语能力考试的名。

中午就放学了，该学习的知识也学完了，六角堂（我们这里的书店）走起。

买书是个体力和脑力并用的活，体力自然是搬运，而脑力则是用在选择上。中古店是个神奇的地方，可能在里面选柜上的同一本书单价200日元，而在外面的杂货堆摆着的同一个系
列的一套书才卖50日元不等，并且是同样质量的。

所以对于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来说，自然是要衡量最省钱的花销方式，眼中有着标价，脑中就要有着计算

最后在面对收银台时，才会有心满意足之感。

不得不说，无论是读小说还是看漫画，都是提升日语水平的很好途径，遇到不会的新词新句，将之查懂了，也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

那么不多说了，我去畅游书海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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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剪刀布

2018.09.24

住在旅馆的大家，只有在吃饭时才能聚集在一起，来互相畅谈自己一天的经历。

而今天晚饭是大家自己手卷寿司，酸酸的米饭配着金枪鱼和鸡蛋卷而食，确实是好吃极了。

我们吃完饭后的娱乐活动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大家一起看一个喜欢的电视节目，另一种是大家聚在饭桌旁玩手机或是聊天。

而今天是假期，难得大家有了兴致，学长提议一起来玩石头剪刀布。这两个家喻户晓的游戏我自然在中国时亦是玩过。而今天终于能见识到日本的玩法了，出拳的双方喊着口号，三
局两胜制，在几轮的比试后大家都笑的前仰后合，我也重新体会了一次童年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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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快乐

2018.09.25

中秋佳节月又圆，精彩快乐又一年；赏月贺秋无限好，万物人事皆有缘！祝你梦圆事圆家更圆，所有愿望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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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见学

2018.09.26

我们今天下午的两节历史课为难得的室外古坟见学，为此我们昨天在网上查足了有关于古坟的资料。

壹岐岛因古迹而出名，仅神社就有2000个之多，古坟古墓更是数不胜数。

我们在午饭后，坐上出租车，开始了奇妙古坟之旅。我们这次总共观览五个古坟，双六古坟，笹塚古墳 ，兵瀬古墳， 掛木古墳 ，鬼の窟古墳。

他们都是日本古坟时代为了埋葬贵族而建成的，虽然不大，但是他们具有那个时代的特色，有很大的研究价值，老师在领我们观看后给我们提出问题，并且布置了小论文作业，可以
说这次见学十分有收获，也让我们从另一个方面了解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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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岐的雨

2018.09.27

壹岐的雨总是那么突然，就如同人的心情一般，来也快去也快，从来不长时间赖在这里不走。

坐在屋中，听着雨打在窗沿上噼啪作响，如果仰望窗外，发现远处似乎在灰色中飘着一点白，那便不过半个时辰，雨就会停了。

如果你是在外面迎接雨到来的话，也并不用感到慌张，壹岐的雨十分的柔和有绵长，在经过即使雨天也一如既往的高温围绕，一会儿你的全身又会变的干爽清凉。

雨时而会伴着火烧云，时而会伴着晴空白云来结束，无论你身在何处，都是一道风景摆在你的面前。

突然的来，又突然的离去。不给自己留下一点儿痕迹，这便是壹岐的雨了。

張　晨陽的日记



期中考试

2018.09.28

今天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期中考试，早上早早的起了床，吃完了早饭就奔向车站，满车的同学几乎人人手中都捧着一本书在学习，书香四溢。

到了学校，因为语言不通的缘故，虽然我们考的是同一张卷子，但我和特立特（美国留学生）却是一同在小教室由老师指导开始的考试，虽然试题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没有难度，但是
满篇的日语确实令人头疼不已。（Ps:感觉考前十分精神的特立特君拿到卷子后脸都绿了）好在今天考的是英语和数学，大体上还是没问题的，而后天的古文可就没这么好运了。

虽然在一个新的语言环境中接受他们的测验，却是丝毫没有感到紧张，考试后我也回班问道日本朋友，他们有的觉得自己考的不好却也都是喜笑颜开。

可见日本的考试是真正践行了他本身的含义，测验自己所学所得，而并没有于个人的生活评价过于牵连，没有着给人以压迫之感，可能这就是中国学校日日期盼铸成的素质教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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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24号台风

2018.09.29

昨晚吃晚饭的时候听电视里说，今天明两天会有台风吹过。

今早起了个大早，屋外的雨已经淅沥淅沥下的不停了，今天正好赶上要去还书，乘着早班巴士在雨中慢行。

雨虽下的很大，但好在并没有什么风。

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两旁的乱飘的旗子和来回乱摇的树可以看的出来，风，逐渐开始大了。

撑着一把小蓝伞，踏过一个又一个水坑。赶上了仅有一班的午车，顺利的回到了家。

晚饭后回屋，风吹坏了晾衣架和纱窗，我只好顶着大雨和狂风，嘴中叼着手电筒，试图重新把在风中凌乱的纱窗和散落在阳台的晾衣架安好，回屋时才发现已然成了一只落汤鸡。

五分钟后，已经洗过一次澡的我有只好泡进了温泉之中。

回忆着这伴着台风的一天，说好不好说坏不坏，没有做多少事，时间却已是入被窝时分，再睁开眼时，希望又是一个晴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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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尬聊

2018.09.29

其实感觉来日本之后最尴尬的时刻就应属和住家的同学一起吃饭的时候了，你要问为什么尴尬？

那就是电视在响着，同学在说着，你只有听的份，更可怕的是你完全听不懂他们说的话题，在全桌人都在为一个话题笑的捧腹捶地时，你只有叼着筷子一脸懵懂的看着他们，场面别
提有多尴尬，每一次吃饭都感觉我之前学的是假日语。(ノ=Д=)ノ┻━┻

好想快点提升融入到大家的对话之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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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二章

2018.09.29

避难就是在自己家里呆着，避难准备就是收拾收拾上床睡觉。佛系面对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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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三章

2018.09.30

其实对于这次的台风来说，除了受他牵连而报废的晾衣架、纱窗、还有一个完美周末以外，总的来说这两天‘赏风’的过程还是挺有意思的。（ps:我编不下去了ಥ_ಥ)

好在下午开始风势就逐渐的减弱，傍晚的时候竟然出奇的放晴了，饭后在阳台上停息，抬头仰望还能看到满天的繁星。

不得不说我身边的日本朋友和住家父母心理素质太好了，一点儿也没有因为台风而影响正常生活，原谅我这是第二次见到台风，心里多少害怕中带着一点儿小激动o(≧v≦)o

那么有关于台风的文章到这里就要完结了，明天继续开始考试生活。。。（心里还是有点儿小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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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国庆

2018.10.01

国庆快乐，国庆快乐，国庆快乐。重要的事说三遍。（虽然我们不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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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新篇

2018.10.03

感觉最近好像是中了大奖一般，台风接二连三的来光临长崎，而且都像是于假期有一个约定一样，正巧赶上我们放假来，开学走。

但这次的台风于上一次的稍有不同，上一次的台风只是擦边而过，这一次的却是直接光临我们小岛，不知道我那可怜窗纱和衣服架是否还能经得起这一次台风的洗礼，甚是担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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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期中考试完结（撒花）

2018.10.03

历经了三天的努（zhe）力（mo），中期考试终于完成了，总的来说除了国文以外其他的都是晴空万里。

希望我在国文和生物论文的小格格里写的真诚道歉，能让我们生物老师和国文老师看见我的一心向学的态度，给我一个热情参与分(⁄ ⁄•⁄ω⁄•⁄ ⁄)

考完的当天，我便约了朋友一起来住家玩，住家的爸爸妈妈也是十分爽快的同意下来。

在到时间之后，住家的一个小伙伴十分的不配合，企图赖在被窝里不出来╮（﹀＿﹀）╭当然了，在我和另一个同学的友好的叫醒服♂务下，终于还是被拖了起来。($｀˘ω˘)$然后下
午我们一个劲疯玩。一起在我屋看漫画，玩游戏，到楼下踢球，骑车。笑对考试，狠狠的放松了一把。

然后晚上和隔壁对我超好的前辈一起在住家里泡温泉，有说有笑到半夜才结束。（ps:这个前辈真是又帅人又好，早上闹钟消极怠工的时候他能拍我房门叫我，虽然超级丢人的说当
然还有好多好多帮助我的地方就不一一说了，总之你拍我屁股的事我就不深纠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好像是我没关好窗还有台风来的缘故，（想知道台风的朋友大可以去品读我前面写的的台风小篇）第二天就感冒了，顶着嗓子发炎，大脑发热的去上学了。( •̥́ 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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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風新編二章

2018.10.04

今日は熱があるので学校を休みました、一日は寝ました。

この間はホームステイのお母さんとお父さんは三回目を見舞いました、お弁当を作って、のど飴を買って、お茶を入れて、私の部屋に持ってきました。本当にお世話になりまし
た、ありがたいですね。

そして今日大雨が降り続きました、天気予報を聞いて、明日も大雨がありそうで、台風は夜に壱岐島を通りそうです、ちょっと心配があるね。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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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

2018.10.06

今天入夜时分，风逐渐停了下来，透过窗向外远眺，海面也不再如沸水般翻滚不停。

大约是受着那狂风暴雨的影响，加之感冒也迟迟不愈，心情便也稍显低落，新鲜期匆匆走过，牢骚期提前将至。今可谓客在异乡，语言不通，人在一屋，心在四方，孰不知何时才能
真正架起心之桥梁。

可明天还要继续，何以解当下之忧，就借着天上的明月，赏一赏故土情怀，疏解一下心情，明日便燃着激情，再踏上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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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送部活

2018.10.07

今早起来，窗外丝毫没有台风掠过的迹象，初升的太阳照着火热:;(∩ ˘ω˘ ∩);: 

晚上九点到校，今天的部活是放送，与同学们相互介绍后，便开始了练习，放送部主要课题有两个，一个是演讲，另一个是电视剧制作。而提到演讲就必然少不了发音，我们发音练
习便由此而生，站在天台上，围绕着五十音，像绕口令一般，来回的大声背诵，起初有些放不开，但是大家都站在一起，背诵同样的内容，渐渐的我便融入到了其中。

大约上午时间过半，声音也放开了。我们便前往会议室，进行电视剧制作讨论，我们组负责恋爱电视剧，另一组则负责比较有深层含义的民众权利讨论。

虽然是三角恋这样过时的主题，但是过程却十分有趣，在将近两个小时的讨论下，二年生的组长提出大胆假设，放弃了两男追一女的常规套路，大胆的改为了一男一女追一男的新颖
方式，竟也赢的其他部员的一致好评，表示相当震惊Σ(ﾟдﾟ；)

在活动之中，大家都对我十分热情，并且也都干劲十足的参于讨论。

放送部其实是这个学校中十分特别的一个部活动，一年365天大概有330天都在持续进行着活动，而且基本老师从不指导。

这样的生活虽然辛苦，但我相信我不会为我这个选择后悔，坚持下去，用这一年的时间，也掌握一个一技之长(ง •̀_•́)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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カレーカレーカレー

2018.10.08

今回は第三回カレーライスです、中辛のカレーと肉、人参、ジャガイモで作ったのいっぱいスープは大好きです。:.ﾟ٩(๑˘ω˘๑)۶:.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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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总结

2018.10.10

Ps:来的超级晚的总结

最近真的超级忙，并且我们学校从这周开始又恢复了早读加课，感觉每天晚上七点五十到家，吃完饭洗洗漱就九点了，而且早上五点起床，晚上又不能睡太晚(´;︵;`)

但好在我们班的同学老师都十分热心善良，我也努力让他们渐渐适应了有我的存在。每天我们之间也能互相开开小玩笑，互相之间帮对方一些力所能及的忙。而且最好的是我也交到
了能谈的很好的朋友，在学校和来回往返与学校之间也从未感到孤独，这个真的是超级赞超级重要(/≧▽≦/)

期中成绩出来了，其实看懂他们的试卷也并不算太难，有好几课都是稍有马虎，就差一两分就能满分，勉强排到了第二，真的超级遗憾。

部活真的是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光，从周一到周日风雨无阻的进行着，第一次总是有些放不开，但是次数多了渐渐我也能在部活中发挥起我的作用，在讨论电视剧制作中也能总结中
国人和日本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有哪些不同，接受新的思想和方式，不被同化但是进行融合改善，我感觉这个应该是我在放送部中最重要的收获(>ω<)

现在真的是自我感觉超级良好。OK，下一个月继续努力

*☆( ˘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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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参观

2018.10.10

我们今天上午进行美术馆，步行在雨中的感觉真是棒极了差不多穿过四五条街和市图之后就是美术馆。

之所以我们在宝贵的学习时间中挤出一上午去参观是因为这个美术展的作者是出生于这个岛的人，他用尽一生去雕刻雕塑，然后把这一切都捐给了这个岛，可以说他对故乡真的是倾
尽所有，爱的深沉。所以每年为了纪念他，岛上都会定时免费开放这个馆，我们才能有这个机会。

而且今年他们还制作了一个这个岛的文化宣传片，演员全是我们学校的高中生，超级厉害(ง •̀_•́)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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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坟照片

2018.10.10

补发一下古坟见学照片ฅ(˘ω˘ )ฅ

不得不说我们一群高中生去深山老林里的古坟见学真是恐怖至极，现在还依然记忆犹新(ﾉ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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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米长跑

2018.10.12

下周就是站传大会了，为了比赛准备我们学校每个年级每个人都逃不了，一周两节体育课一节什么都不干就跑3000米长跑⊙﹏⊙（自从我到了体育课就是跑步，一节都不落下）

反正一次下来就是半条命，汗流浃背的顶着风跑步，后果就是上午跑完下午就发烧，喉咙发炎，再加上每天都有的四个小时放送部活，已经感觉不到嗓子和腿的存在(´◑д◐｀)

明天趁着晚上部活完事就去神社求求雨，要那种能停掉体育课的雨(´-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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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世保市比赛

2018.10.14

为了下一周在佐世保市举办的九州第40届放送大会，我们放送部所有人都加班加点的努力练习，早七晚五的从发声练习到演讲稿背诵，每个人都有自己各自的分工，井井有条的在
做这一切。

虽然我进入这个部活才堪堪半月，但我相信只要努力定会有回报的。๛ก(ｰ̀ωｰ́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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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社演讲发表

2018.10.15

壹岐岛上最不缺少的就是历史遗迹，一个仅仅150平方公里小岛上竟然拥有足足两千余座神社，多么令人震惊。而我们学校为了发扬新一代年轻人对历史的热情，为每一个年级都创
立了东亚历史班级，可以说是用心良苦。

而我们历史课的内容便是操纵电脑来寻找壹岐神社古迹，还可能时不时的户外见学，真正置身与其中。

今天是收获成果的时节，每个人都准备好了稿子上台展示自己的收集结晶，我也不例外，虽然过程艰辛，（上台后超级磕巴的朗读）但还是成功圆满完成，从中学习到了新知识。就
是这样了。๛ก(ｰ̀ωｰ́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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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理部见学

2018.10.16

来到壹岐高中已经一个月过半，料理部经过学园祭，期中考试，站传大会的百般挫折，终于重新开张了。

我也在我们家庭科老师的带领之下，开始了见学活动，不得不说说我们的家庭科老师～一个超级温柔的女老师，对我超级照顾，而且在我来的第一节家庭课领着大家一起做和果子欢
迎我。

再说说料理部——全校唯一一个全是女生的部活动，听说很久很久以前还存在一个男生，但是好像在霸王花丛中没有坚持下去，被吓跑了⊙﹏⊙

回到正题，我们今天的内容是猪肉萝卜芦笋汤，听着名字很普通，其实做法也很普通，但是经过味增和猪肉的调鲜之下，整个一锅汤变升华了。我负责切萝卜和洗盘子，不得不说口
里咬着脆嫩的萝卜，再喝着一口热汤，虽然身处这个迟迟到来的秋天却能感觉满满的温暖。

OK，决定就是你了，以后每周五学校厨房不见不散(>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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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一游

2018.10.18

在高强度的跑步和久久的跪坐之下，我那可怜的双腿它终于不堪重负的倒下了，随之而来的就是疼痛难忍，真是坐着也疼，站着也疼。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只好和学校、医院联系好，下午放学后和老师去取钱去医院。

然后不得不说说这家医院了，环境设施都是一等一的好，就是特别贵，特别贵，特别贵，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整个检查不过短短十五分钟，取来账单一看——净足足收了3000日
元，而开的药却只要200日元，还有500日元的材料费

Σ(ﾟдﾟ；)

真的是太震惊了，感觉没有医保的话，日本人都生不起病，好可怕好可怕，但是有了这次经历也更加坚定了我学医的想法(//∇//)

谢谢学校的老师和住家爸爸妈妈的帮助，还有中心老师的问候，因为有你们的存在，虽然身体受伤，但是心却永远都坚不可摧。

張　晨陽的日记



防止药物乱用讲座

2018.10.18

我们今天的保健讲座的课题是防止药物乱用。

在这个毒品横行的世界里，如何保护好自己不被引诱并受其危害，作为留学生的我们更应该好好学习。

首先，能够辨别出来是第一步，在讲座中老师将每一种毒品的模样都给我们装在小盒子里观看，让我们深刻记住了他们的模样。

第二步便是列举他的作用，其实有好多的毒品在另一方面都有很重要的医学作用，止痛镇静等等，但是超过一定剂量却会让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第三步就是最后的案例，每一个敢于挑战法律的人都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后果惨不忍睹。。

其实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我们最应该做的是保护好自己，免于受到外界侵害，然后才能快乐的学习享受生活。所以这些看似老生常谈的讲座其实尤为重要，我们更应该认真掌握这
些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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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世保比赛倒计时

2018.10.18

距离佐世保比赛还剩一天，部活动的每一个成员都牟足了劲去练习，从发声到朗诵文章，我们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完善。

相信后天的比赛一定没问题，一定会挺进决赛，挺进鹿儿岛(〜￣▽￣)〜

張　晨陽的日记



启程

2018.10.22

下午两点左右，乘上了开往唐津的轮船。

出发前天公还是作美，海面晴空万里，甚至可以从壹岐直接望到唐津港。

海风甚是强劲，大家站在甲板上冲着船尾大喊着什么，揉杂进了风中，也是了无了踪影。

感觉甚是投机，便和前辈聊了许久，从天文到地理，比手划脚无所不用其极，漫长的旅途也显得白驹过隙般飘然而过。

明天就要将这一个半月的努力付诸展现，多少也有些紧张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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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着

2018.10.22

OK，在两个小时的轮船还有两个小时的巴士的折磨下，我们终于抵达了宾馆。

在这短短的路途之中，我却能很强的感受到日本人的上下级关系和时间的完全利用，感觉这已经是被发挥到了极致。

无论是上下车，上下船顺序，还是入座位置，宾馆选择房间，或是用餐时间，都充满着鲜明的上下级关系，每个人都处在自己的位置，很像电脑编程一样。

而在时间方面更是遵守，从一个月前车票，船票，宾馆就被订好，完全是有条不紊的在进行所有的事情。

我们今晚有个人指导，明天早上五点去海边进行发声练习。都是为大赛做准备，加油(ง •̀_•́)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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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

2018.10.22

早上和大家一起去了海边，进行赛前最后练习。在这个过程中也欣赏到了佐世保的日出和军舰、游轮，佐世保真的不愧是日本的最西端，约莫六点左右潮红的太阳就沿着海平面升
起，映照着海面和堤坝，使之染上了青春的颜色，属于我们的颜色。

比赛分为两组，一组为发声，一组为朗诵。我荣幸的参加了发声组，听着来自日本各地的选手的发言，无论是独特的方言还是標准的普通话，都带着只属于自己的特色与骄傲，在那
个大舞台上勇敢的展现自己。

虽然我没有获奖，但是无论是在准备练习的过程中还是比赛进行时，都是潜移默化对我的日语进行着提升，总而言之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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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航

2018.10.22

站在甲板上，吹着海风，望着那一轮明月，对岸依稀闪着些许灯火阑珊，再吟上小诗一首，甚是惬意。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估摸颠簸在外，身心据疲，竟是有些期盼那温柔的港湾，灯塔还再一圈一圈的闪烁着，不辞辛劳的恭候着我们回来，待汽笛声吹响的时候，便是这次比赛结束之时。

自己的付出只有自己知道，检讨自己的不足之处，好让下一次站在舞台上的自己变得更强大，也让那些人瞧瞧，就算是一个外国人也照旧会超越他们的。๛ก(ｰ̀ωｰ́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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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手工课

2018.10.23

今天历史课做手工，每人一块婴儿拳头大的小玉，自己发挥创作。

……

……

……

在此省略一万字的艰辛的付出过程，反正总之这就是我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终于做出来的护身符，很好看是吧，OK，这一生你就跟定我了(//∇//)

历史课真的超有意思，明天两节历史课户外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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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传大会

2018.10.26

今天我们壹岐高中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站传大会，所谓站传大会，就是大家以整个小岛为赛道进行接力比赛，全程43公里，正巧我住的地方就是赛道的一个接力点，早上我们都要穿
好制服打卡，去给选手加油助威。

而天公不做美，还没有开始比赛，大雨就下来了，从一开始的毛毛细雨到瓢泼大雨，仅仅只是一霎那的时间，我们所有人都没带伞，但即使是淋着大雨，也没有人退缩，加油助威声
响彻全场。

雨一直淅淅沥沥的下着，应援队从出发点一直到重点～壹岐高中，环岛的一圈一共43公里分为8组接力，即使是晕倒，每个人也都坚持冲过了终点线。

虽仅仅是一场比赛，但是大家都把这5公里视为一种荣誉，荣誉的象征，他们参加了比赛，就没有一个人退却。

民族的气节便也是如此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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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稻初体验

2018.10.27

今天去体验割稻子，我们早早的的到达原之十，再讲解下开始上手体验，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手握镰刀下田，开始还有些生疏，但是到了后来，每一个人都掌握了方法。一亩地的稻
子，我们两个班40多个人一上午的时间差不多砍完了。沾上了满腿满手的泥，手上也有几处不浅的划痕，但是真的收获满满，也让我们意识到了这个支撑社会最基本发展的职业是
多么的不易，我觉得参加了这个活动的每一个人也都能感觉的到。

所有的职业不分贵贱，都是平等的，每个职业的人们都是这个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日本像农民这样的职业的人们都能受到他人应有的尊重，这也正是日本被外界赞叹之处，
而中国现在也在有条不紊的向人们阐述这个道理，改变很多旧社会的陋习，但无论多少的外部宣传都没有直接改变一个人内心重要，我相信我的国家如果能让正在进行思想成长的青
年人多一些这样的体验，10年或是20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必将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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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之十1

2018.10.27

补一下原之十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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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之十2

2018.10.27

补一下原之十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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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祭

2018.10.29

在要匆匆离去的十月里，宁静的温之本终于迎来了准备已久的祭典，风中摇曳的彩灯，四处飘香的大街小巷，更是烘托出了祭典该有的气氛。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在日本的祭典，和电影、动漫中的大致相差无几，仿佛就像整个人穿越进入了二次元一般。

庆典混杂在小吃街中，飘香四溢的烤鸡肉串、烤鱿鱼串更是随处可见，渴了的话，从宇治抹茶到可口可乐也是应有尽有，如果你对吃喝没有什么兴趣，那也不要紧，玩总可以了吧，
捞金鱼，射标靶，每一项游戏都准备着丰富的小礼物，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和几个小伙伴一起穿梭在期中，朝阳夕阳之间倒也是不会过的那么慢。

结束前所有人聚集到一起开始抽奖，我没有参加不了解过程，但从每个人脸上洋溢着收不进去的笑容就能知道，这次祭典是多么的喜人。

可不知下一次的咖喱桌前还有没有我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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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传大会闭幕

2018.10.30

第六课时的时候，大家聚到体育馆之中，开始了站传大会的最后的颁奖活动，我们班很荣幸的获得了四等奖。

虽然说，跑步的那一天下着大雨，但却没有一个人退缩，每个人都坚持跑到了终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虽然不是第一，但是我们用汗水证明了我们自己的实力。

看着我们班的代表，站在讲台上时，我们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和成就感。

无论多大的雨和风，都不能拆散我们绑在一起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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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神社见学

2018.10.31

今天的历史外出见学主要是去四个神社参观见学。

分别是男狱神社，月读神社，圣母宫，还有住吉神社。

男狱神社建在高山之上，可以将壹岐市全部的光景一览无余，因为供奉的神的名字有猿猴这两个字，所以整个神社中都是把猿猴为神供奉着( ˘ω˘ )。

圣母宫建在胜本浦，据说是天皇带着皇后一起出游时拨款建立的，全部由石头磊起来的神社，给人别又一番韵味。

月读神社则建在陡峭的山壁上，里面供奉着三位保护航行平安的神。我们今天前去的时候还正巧赶上了月读神社的每年一度的祭拜活动，参观到了祭祀大会的全程，也看到了演奏神
乐。

住吉神社则是隐藏在石田的山林之中，最具有特色的是神社中的两棵古树高达30余米，经历了上百年的风雨洗礼，还依然矗立不倒。

因为今天没有带相机，所以照片的话，以后有时间一定会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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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习+岳之十观览

2018.11.02

不得不说今天真是完美一天，在我们学校40周年校庆这大好的日子里，普天同庆，放假一天。

昨天提前约好了同学，走起(☝｀˘ω˘)☝

我们上午去图书馆，下午一起去岳之十的山上玩。

不得不说虽然今天放假休息，但是明天我们还要上学，考试和给新生做介绍，可以说我们放今天放的这一天假，明天全部都要补回来，真是令人内牛满面。

顶着要享受当下的原则，我们今天还是早早的前往了图书馆，跟我一起去的同学对中文十分感兴趣，我们在图书馆里研究了日本的中文字典，还有古文的书写方式，中午一起在壹岐
市文化馆吃的爱心便当(^･ｪ･^)

下午乘车去山上玩，在那之前我们又去了全家，可以说在日本要问，日本的留学生什么东西最好吃？他们说的肯定是全家鸡肉了。可以说日本最有名的小吃之一就是便利店的全家鸡
肉，一手拿着烤鸡肉串，一手吃着烤鸡腿肉，真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就这样，我们爬上了岳之十的峰顶。岳之十是壹岐市里最高的山峰，从他的封顶可以几乎眺望到整个小镇，一点都不逊色于昨天我们参观男狱神社的观景台，现在顶峰望着大海，吹
着远处飘来的海风的感觉真是好极了。

我们又预订了下次的计划，在这秋风落叶鱼肉肥美的季节，何不背扛鱼竿，望着太阳对着河水做他个一整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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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岐视频录制结束

2018.11.02

首先非常感谢中心和小林老师选择在壹岐录制视频。

这一周以来也多亏了小林老师的照顾，我的日语不太流利的时候老师也很照顾我等待我措辞。拍摄完没有公交车的时候，老师也都是开车送我回住家，一路上纠正了我很多日语上的
语法错误，而且还教我如何更好的融入进他们的生活之中。而且在最后拍摄的一天，还请我和同学吃了炸鸡肉，和住家妈妈一起协商我在住家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能和如此温柔的摄影老师一同进行拍摄工作真的是太开心了。

最后谢谢老师在这一周包容我的不足之处，还有给予我的帮助，背负着十多斤的拍摄设备每天跟在我的身边，真的是十分辛苦的一件事。

この一週間の時間はお疲れ様でした。

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たします。(ง •̀_•́)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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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学

2018.11.04

在建校110年之际，我们东亚历史中国语课程迎来了新一年的新生见学，可以说这也是展现我们课程魅力的时候，到底能留住多少新生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呢？

我们在中国语介绍方面，准备了中华料理课程见学。

周六的清晨，大家在料理室准备好料理食材，分好小组，迎接着见学新生们的到来，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麻团炒饭和茶蛋，标准的中国式早餐三件套。

新生和家长们鱼贯而入，结束了寒暄，便开始了正题，不得不说我们组的家长和同学都十分厉害，完全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类型，无论是制作过程，还是整理收拾，都使人挑不出
一点儿问题。

在捞出最后一个被炸的金黄的麻团后，中华料理活动正式落下帷幕，我们所有人像吃圣诞晚宴一样围着桌子坐在一旁，吃着自己所烹饪的料理，每个人都赞不绝口。

看着这些可能成为自己后辈干劲满满的孩子，真的自己也是充满了力量，一起加油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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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研考试

2018.11.04

不得不说b社的模拟考试真的年年必出精品，每一科都考试都是人耳目一新。

也让我重新感受到了被五年高考三年模拟所支配的恐惧。

反正也考完了，挂一挂我的月月，沾一沾福气，祈求国语不要挂ヽ(≧Д≦)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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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午后

2018.11.04

在一上午的新生见学帮忙后，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短暂时光，果断约起同学，一起畅游学海✧٩(ˊωˋ*)و✧

往嘴里塞完最后一块炸鸡，我们开始和英语作斗争，一个为了英检拼搏，一个为了托福努力。

从下午一点一直学到五点，最后累到双双倒地不起Σ(ﾟдﾟ；)

这一下午的学习是我了解到了，英语对于日本人真的是很不友好，无论是发音还是背诵，仿佛每一个字母都在拒绝日本人的了解。我仿佛也理解了他们那崇拜的目光( ˘ω˘ )

能在双休日里约上关系好的同学一起学习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能观察到他们对于学习的方法与态度，更重要的事能在这个过程中拉进彼此的关系，这可能也是
交流的另一种体现吧。

OK，交流之路还很漫长，以后还要继续努力( ˘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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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锣烧

2018.11.07

又到了每周一次的料理时间了，今天的主题是铜锣烧，就是多来a梦中小叮当最喜欢吃的小点心๛ก(ｰ̀ωｰ́ก) 

将高筋面粉和蜂蜜砂糖味淋拌在一起，再加上半杯牛奶，发面团就大功告成了。

接下来煎锅预热，再用小勺子将面团挖分成20份，煎至两面金黄，即可出锅。

在两片中间抹上一层厚厚的红豆沙，一口咬下满嘴的香甜真是令人欲罢不能。

在劳累了一天后能吃上自己做的这样的甜点真是太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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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嘴鹤

2018.11.08

踏着朝阳彩霞，伴着声声鸟鸣，这便是每天上学时的美景。

而最近天空中除了乌鸦以外，突然冒出了其他的品种的鸟，乍一看，真的是亭亭玉立，落落大方。

有时停留在我房间的屋顶，或是河渠上的小围栏上。生着一口漂亮的喙，还有一双长长的腿，眼睛也是炯炯有神的目视前方，可是说真是甩了那一群乌鸦几条街。

有这样的鸟儿肯驻足于我房，肯定必然是好运就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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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

2018.11.09

收拾好行囊，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午时到来，我们便可重新相聚在东京。(σ･ω･)σ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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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上篇

2018.11.13

踏着朝阳开始了期待已久的东京进修生活，我可能是交通上最麻烦的一个，需要先坐20分钟的汽车，再做两个小时轮船，下了港口再做15分钟公交，最后再飞两个小时飞机。可谓
真的是超级忙碌，但不得不说，沿途的风景也是极美的，和我的班主任一起交谈聊天也是十分有收获。
到达了羽田空港，我们几个天南海北的小伙伴聚集到了一起，坐上巴士启程前往琦玉交流中心，也预示着中期研修正式拉开了帷幕。

張　晨陽的日记





11.9 下篇

2018.11.13

巴士中的两个小时，时间虽是长，但却一点儿都不寂寞，男生女生们都互相集中在了一起，大声的诉说自己的两个月见闻，有艰辛有快乐，每个人都截然不同，时而传出一阵阵笑声
也是极为正常不过。
到达交流中心时，早已积攒不住了的天空终于飘下了雨滴，折射着窗外的红绿灯光，别有一番风景。
在结束了抵达进修之后，大家都带着热情洋溢的兴致一起前往车站附近的韩国料理店，没有错，今天晚上的第一餐就是韩国料理，有着大块大块的烤肉，还有各种种类的蔬菜，真的
是能令人欲罢不能，我们在一起谈笑风生，有的桌的同学竟高兴到唱起了歌。
在都心满意足后，我们回到了中心研修所，第一天就差不多这样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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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上篇

2018.11.13

透过窗帘射进屋里的阳光柔和又宁静。
今天难得起了个大早，和京都的同学一起去围着中心外面跑圈，不得不说他们的陆上运动部真的是超级严格，我没过五分种就气喘吁吁，索性干脆就坐在旁边的秋千上回忆童年。
早餐很是丰盛，回房间洗洗涮涮之后开始了第一天研修课题--打太鼓

 我们换上统一的心连心应援服，听着荒马座的金子老师给我们讲太鼓的由来和延续，也让我们逐渐对太鼓有了了解。
接下来的便是实战训练，按照小队练习，从最开始的腼腆羞涩到最后和中心老师一起狂飙舞姿，这个活动真是意义非凡，只用了一上午我们就打破了两个月没见的陌生屏障，把心连
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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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中篇

2018.11.13

为中午的炸鸡便当比心，小憩过后便开始了下午的讲座。
留学的心得，五味老师从国家的层面为我们讲述了交流关系的持续性和重要性，无论政治如何影响国家的走向，国民的思想、也不会中断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流。
在接下来的留学生活座谈中有一句十分经典的话，特别值得大家拥有[マイナスとプラスもあるし、でも、自分の態度は大切です]其实无论在国内或是在留学之中，正面负面的事情
都是会存在的，你无论开心与好，不开心与好，他们都不会消失，最重要的还是在自己的态度上，在无法改变环境时就改变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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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下篇

2018.11.13

重新再见到魏老师，这一次的心理课不再是刚刚到达日本时那么单纯，而是教授了我们有目的性的缓解与疏导，在我们遇到负面情绪时的8种方法：
 回形针移动

音乐整理
表扬达人
睡前感恩
沐浴晨光
瞬间刺痛
学会忘记
生气时的一到六
而消除负面情绪的办法便是追根溯源，从最本源的地方解决掉他，可以从行为～感情～身体～思考评价这四个角度去回忆解决。
最后便是12个生活小建议，可以说有了魏老师的解说，那些疑惑便像是抗原遇到抗体般全部对症解决，真的是意义非凡的一课。

 接下来便是晚上的しゃぶしゃぶ快乐时光，我们东北四人组重新找回感觉，食べ放題走起。
一个小时内成功干掉了十盘肉和两大盘青菜，外加每人至少五杯打底的冰カルピス，真的是将这两个月没有吃到的肉全都补了回来，每个人都是满足的回到了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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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上篇

2018.11.13

清晨持续跑步，作死的我们在十多度的大早上穿着半截袖围着中心跑步。。。

然后我们又顺便一起去了一趟便利店。。

早餐还是大鱼大肉（鸡排和鱼排）

而今天的主题研修便是介绍自己的生活地，我真的是信心满满，心想我们壹岐槽点绝对是说不完的说，结果在满满的‘非洲人’气息包围之下，抽签竟然排到了下午。

午饭刚吃完的时候，台下昏昏欲睡，我也昏昏欲睡，而且最尴尬的情况是讲到了一半，PPT竟然不翼而飞了，我们岛神奇的神庙和古坟，少了照片就是没有了点睛之笔，顿时场面的
气氛变得极其微妙，只好硬着头皮去讲，最后好说歹说也算是讲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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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中篇

2018.11.13

下午剩下的主要是交流练习还有毕业生讲话，目标设定之中还参杂着一点儿防犯学习。
交流中最重要的是自己主动找出话题和如何与别人持续进行一个话题，我们就此进行了小组讨论和训练。
毕业生的前辈们也是将他们的全部经历传输给了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前辈的经验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能从中挖掘对我们有用的来加以利用。
而在防犯课上，我们观看了在遇到突如其来的绑架时该如何进行自我防卫，老师们也齐上阵，为我们亲身实践防卫动作，突然发现每个中心老师都身怀绝世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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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下篇

2018.11.13

今晚的中华料理真的是吃过最正宗的一家，从凉拌土豆丝，水饺，孜然肉片，炖豆角到胡辣汤，除了食材是取自日本，味道真的分辨不出来，借着这个机会，我们畅谈家乡风采，我
们大致了解了各自的家乡往事，其乐融融的一顿饭就这样过去了。
吃完回去之后，就是本次研修最后一个课题——目标发表，每个人都收到了自己在面试前所写的留学目标，对比一下着两个月下来我们到底变了多少，又希望自己未来的八个月时间
里在改变什么又或是达成什么目标，每个人都十分完美的现在大家面前畅谈着自己的梦想目标，可能有的高远，又有可能有简单的引人发笑，但是，每个人却都带着严肃，与其说是
目标，倒不如说是希望，是我们心连心的希望。
严肃的发表过后，第十三期中期研修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下一次的相聚，便应该是明年的酷暑时分了，就这样吧，怀揣着期盼努力的走下去吧。
ps:明天还有一天江之岛旅行ヽ(⌐■㉨■)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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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之岛！

2018.11.16

研修的倒数第二天，我们告别了承载我们这三天欢声笑语的中心，乘着巴士出发前往镰仓。

一路上欣赏已经冬至的田园风景，别样的感受涌上心头。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珍惜‘最后’的时光，大家都异常的兴奋，当然副作用是吃完早饭之后一个个都昏睡过去了。。

看着窗外开始由陆地逐渐变为海洋，江之岛也就不远了。

等巴士停好，大家鱼贯下车，订好集合时间后，自由的江之岛之行正式开始。

沿着小吃街向前走，山路开始变得陡峭，但丝毫挡不住我们东北四人组的热情，上山的路上，真的可以说是脱缰野马一般，差点吓坏了旁边的路人。

从神庙到观景台，然后逐渐的，江之岛所隐藏起来的美景开始慢慢的显露出来，远处的大海波潮美不胜收，近处的山间小路也有一种让人跨越时空的感觉。

最后下山后，我们集资一起点了一只大鱿鱼，在考的恰到好处的鱿鱼上淋满酱汁，一口咬下的感觉真是棒极了。

紧接着我们重新坐上巴士，去观看江之电和那处灌篮高手的取景圣地，真的好像所有人就像穿越了次元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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イオン旅行

2018.11.17

金曜日に家庭科の先生の紹介を聞いて、壱岐島とは、面白いなところいっぱいがあリます、勝本、芦辺、イオン‥‥

では、今日は牛肉ハンバーガーがあるのイオンに行きます。

朝から湯ノ本のバス20分を乗って、また10分ぐらい歩いて、イオンに到着した。

それから、湯ノ本とは全然違う海の景色を見ました、広いさの感じが感じられます。

だんだん、私は牛肉ハンバーガーがほとんど忘れました、イオンの神社とか公園とか、いっぱい見ました、嬉しいそうと考えます。

帰るのバスに乗って、夕日の素晴らしい景色の写真を撮った。

本当に良いの一日ですね。

明日の予約は勝本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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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别之日

2018.11.17

美好向来都是短暂的，分别却是必然。

今天东京的天有些阴，却没有掉下来一滴的雨点儿，大巴车飞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像是要穿越时空一般，使一个小时就在眨眼之间流逝而去。回头再看着那些仅仅相处了五天的同
学，心里的不舍却是如同亲人般的别离。

心连心，其实并不仅是让我们与异国他乡的友人进行交流联络，更是把我们这些流着同样血脉的人紧紧的连在一起。

我相信，在大家分别进入自己的登机口或是乘车口时，没有一个人的心里不是希望着之前重逢的时间永驻不朽，带着这样想法的我们是‘失败’的，却又或是‘成功’的。

有分别就有重逢，空间不能挡住我们相见的决心，时间亦不会冲蚀掉我们之间的感情。

明年的七月，我们再见，望一见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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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讲座

2018.11.19

新的一天早上好

今天的预订是早上去胜本听公民讲座，下午去买日用品，完美的一天安排(｡･ω･｡)ﾉ♡

先介绍一下胜本，首先我是居住在一座远离日本大陆的小岛之上，我住在岛的中部，学校在岛的西南部。

而胜本，就是在岛的最北端，最著名的是这里供奉着一座神庙——圣母宫，是天皇携带着皇后一同前往壹岐时修建而成的。还有传言说在天气好的时候登上胜本最高的山峰，就能望
到济州岛。

今天是我第一次前往胜本，天阴的出奇。坐上巴士，大概二十分钟左右就能抵达。下了车，最先能感受到的是一股带着鱼腥的海味扑鼻而来，在之后你就会受到一个强烈的视觉冲
击，一堵将近十米高的高墙就那么矗立在海中央，整整的包围了整个胜本，十分震撼，但听说这也是早年的一个修建败笔，现在成为了一处奇观展示给每一个开胜本的人们。

紧接着我们在公民馆中听完了上午的讲座——壹岐岛的未来。

大体上从环境医疗几个大方面着手，但一切还都是以岛民税收为基础带动发展，对于几大方面的支出年占比还是有待商榷，而其实通过这一次讲座能让我大概了解了壹岐的现状，无
论是从大到外职人员吸引，历史系列申遗促进旅游业开发，还是小到像我们学校建立离岛留学生班级吸引全日本外地青年的到来学习，投资建立老人院提高福利。

都可以看出壹岐的市政府可谓是煞费苦心，想尽一切办法来提升因为地域关系所引起的经济流通落后。

让我们为壹岐的市政府点一个赞，也希望看到这篇日记的朋友们有机会可以来壹岐看看，你们不会失望的。

張　晨陽的日记





念

2018.11.19

料理部的部活结束，赶上了五点半的车

壹岐的夜晚还没能追赶的上白昼

如同鸡蛋一般火红的夕阳还挂在天空

晚霞的红在海面中印出层层倒影

空无一人的车中回响着不知多少年前的能剧小曲

拐过一道道弯路，越过一个又一个的山丘

有时希望坐下眼前便能闪烁灯火，有时却希望车子永远不要停

无论心中怀揣什么样的感情

明天都不会为你停步

走下去，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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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Ⅱが終わりました!!!

2018.11.20

数学の数Ⅱ今日までほとんどやりました、関数とか約分とか、本当に大変ですよね、でもやっているの間には嬉しいですね。

次の数Ⅲと来週の日本語能力試験も頑張りましょ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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ファミリーチキン

2018.11.23

今週木曜日は休み前最後の一日です、皆んなは嬉しいそうですね。

今日の昼休み時間で、友達のすすめるを聞いて、[このファミリーチキンは一番おいしいの食べ物ですね!一緒に食べろうぜ。]

そして、授業が終わったら、バスに乗って友達と一緒ファミリーマートヘ行きます。でもね、この島にはコンビニは一つだけで、ファミリーマートだとです、コンビニは一つし
かないのことはとても不便だと思います。

ファミリーチキンは一個160円で、私達は二個を食べました、本当においしいですね。(๑´ڡ`๑)

この後、田の上のスーパーヘ行った、生活用の物を買いました。壱岐島夜の景色はきれいですね、絵のみたいの感じられます、壱岐島に住むはよかったですね。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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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散步

2018.11.25

临近期末考试，显得这个三联休变得不是那么喜人，但是在忙碌的课业中，抽出一个下午的时间去外面走走就变得尤为重要。

其实汤之本在这个岛上也是一个不小的临海镇，而且坐拥温泉之乡美名的它有着四家超过一千多年的温泉，到了晚上六点以后，白天不营业的居酒屋也亮起了灯光。

但这些都不是最令人瞩目的，沿着后山小道途径一座神社，再往上走便是山顶公园，映入眼帘的是几乎和海平面融为一体的夕阳。

转过头，整个汤之本就能尽收眼底，夜晚的即将到来，把天渲染成三种颜色，蓝白红三者像是都像将对方融入进自己的身体，为了变得独占鳌头而拼命的挣扎着，最终却也躲不了黑
夜的到来。

伴着不知名水鸟的喳喳叫声，空中依稀能够望见美军战斗机拉下的长线，有那么一个想法，希望时间就停止在这一刻。

低头看了看，风还在刮，水还在流，我们也躲不掉时间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刻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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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图备战

2018.11.27

我们下一周就要迎来期末考试了，紧张稍有，但却不会未必担心，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就如同我们旅馆前的那棵上了年纪的桔子树一般，知秋而落果。

带着住家妈妈准备好的便当，搭乘着清晨的早班车前往乡之本图书馆，一回生二回熟，沿着铺的整齐的石板路，我很轻松的便能够找到隐藏在市区深处的图书馆，它已经上了年纪，
但却仍在继续运作着，内部的种种先进的电子设施表现出了它的与时俱进，穿过自习室紧接着往里走去，在成排摆放着厚重的棕色线头书的历史记录区，你能读到大到这个国家小到
这一个小岛的全部历史记录，每一本都有着无可估量的文化价值。

有趣或是烦恼往往都是取决于你对这件事的兴趣，而显而易见，复习也没有改变我这一天的好心情。

出门时更是碰到了在这个岛上很难遇见的物种——壹岐猫，它们的数量绝对是不少，但奇特的是你很难与它们相遇。

在图书馆旁边的停车场中，正坐着两只享受日光浴的黑白相称的小猫，一只还不断的在地上打着滚，一个懒腰接着一个的抻着。

顺着小路走下去，靠近海边还有一家面包店，每天都限定一定的数量，我以前没少在这里吃过闭门羹，但十分幸运的是今天，面包店的大门敞开着，阳光射进屋里，照耀着每一个展
柜。面包和阳光混在一起，构筑起了幸福的味道。

小岛虽小，但人在无间，心却高置神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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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参赛

2018.11.28

在老师们严格的选拔下，我们中国语班级里的一位同学荣幸入围，我也作为外教陪练的身份和他一起参加京都中国语演讲大赛。

对于我们中国文化如此用心的同学，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帮助他，在演讲中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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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

2018.11.28

明天我们将迎来期待已久的期（fang）末考（jia）试。

比起期中，多了两门保健和家庭，但我相信，无论再多的科目也不会成为前行的阻力。

马上就要见证由汗水换来的成果了，奔着第一的目标奋斗吧。

明天，加油，你能行(ง •̀_•́)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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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ゃぶしゃぶと能力試験

2018.11.30

 

日曜日は日本語能力試験を参加しますので、はじめで自分で離島の機会があて、絶対にはっきり利用して、福岡の夜生活を体験します。

今日はインターネットでは出発時間と方法は探した、そして四時間の自由時間があるので、最初は映画を見るつもりですが、でもその周辺は映画館がないですか、本当に残念な
ことですね。

では、しょうがないな、博多駅の周りのしゃぶしゃぶインターネットでを予約した、よかったです、日曜日はとても期待ですね、しゃぶしゃぶも楽しみですね。

おｋ、最後日本語能力試験を頑張ります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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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考试

2018.12.03

望朝霞，大海都能够给予我祝福。

付出也终会收到回报ᵎ(•̀㉨•́)و ̑̑ 加油

張　晨陽的日记



新朋友

2018.12.03

身在异国，身边无论是人或是环境都在改变。

我认为，同样应该改变的，更应该是我们的思想和处事态度。

今天在去参加考试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同行的人，不同国籍，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但是我们的终点和目标都只有一个。

途中，我遇到了一个在问路的年轻人，他很着急的寻找去考场的巴士。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结识了，他叫ding

，是一个泰国人，为了工作而去考等级考，一个十分健谈又心怀善意的人，我们在此后一起去了考场，又一起坐车回到了博多站，还互相交换了电话。当然，这个都是后话，因为最
重要的前提条件是我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手，一切才产生了后续。

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选择，可能很多事情机会就只有一次，就如同这一次n2的一篇阅读里所写到，当我们在很多机会中只有一次，不能再回头读档时选择时，我们才
能够真正的懂得珍惜。

遇到事的时候，不要因为很多莫须有的东西而挡住我们前进的路。要记住，只有尝试才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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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

2018.12.03

考完试后，如愿以偿的吃到了しゃぶしゃぶ食べ放題。

٩( •㉨̀• ́)و get！

然后在雨中好好的欣赏了夜博多，夜晚的博多站充斥着圣诞的气息。然后沿着中心大道走到了港口，既散了步又省了车费，真的是一举多得。八点半就要驶离这个九州最繁华的城市
了，重新投入壹岐岛的怀抱( •̥́ ㉨ •̀ )嘤嘤嘤~

夜里下起了大雨，但是好在船顺利的靠了岸，做上住家妈妈的等待已久的车，正式的宣布这忙碌的一天就正式的结束了。

疲惫中带着充实，明日又将迎来新的一天。

期末考试，加油！！！(ง •̀_•́)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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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比赛前～岚山之行

2018.12.08

我们四人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在下午时分抵达京都。

到酒店里办完入住，因为时间还早，老师便建议一起在这座古城中走一走看一看，在大家纷纷提议下，最终决定前往岚山公园。

下了巴士，便是一条大河，这条河源头便是从那开满红叶的山谷之中流出，流到下游，清澈的河水中便是铺满了层层红叶。

沿着充满着江户时代古风建筑的小道上山，真可谓是人满为患，各个国家的语言你都能在这里听到，不多时，我们逛累了，找了一家抹茶冰激凌的小店一坐，没有什么能比一边吃着
抹茶冰激凌一边看着窗外的红叶美景更加使人满足的了。

最后回程的时候，坐上充斥着圣诞气氛的电车，如同梦境般的驶离了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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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排盖饭&晚间练习

2018.12.08

回到了宾馆，稍作休息，便要开始练习了，我的工作是作为陪练并且给予意见和纠正方法。

两个题目分别是熊妈妈收菜和猴子捞月亮，两个都是很有难度的小文章。

大家为了这次比赛都是十分的努力的，故此我其实要做的只是帮他们在小的细节上面进行改动，更多的还是给予鼓励和支持。

差不多也到了晚饭时间了，我们在一致决定下，今晚就去拜访一家很是有名的肉料理店，我们合力起码消灭了两斤的牛肉和半斤的猪肉，可谓是十分满足。

紧接着，我们在宾馆附近找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我们三个人就在酒足饭饱后开始练习，可能大家并不是说的最好的，但是能从他们投入的感情中，看出他们对中文的热爱，这个胜
于了一切。

夜深了，带着激动和不安的心情，大家回到自己的房间中，渐渐的也沉入了梦乡。

在此祝愿，望明日取得头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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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获奖

2018.12.09

在大家努力的练习和准备之下，演讲大赛圆满成功。

我们学校的两个同学全部获奖，可以说是十分可喜可贺的结果，一切的付出都以这完美的结果回报与我们。

谢谢你们对中文的热爱，对比赛的重视，我们都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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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博多站

2018.12.09

下午的京都雾霾散去，一日不见的太阳终归隐西方。

我们坐上希望号新干线，开始了返程。在回程的车厢上空空如也，只有我们一行人，而此时此刻我们终于可以卸下沉重的包袱，畅所欲言的聊天交谈，就连带队老师也是参与了进
来。

大阪～广岛～小仓，两个小时的时光飞速流逝，窗外的太阳也早没有了身影，漆黑之中也燃起了星星灯火。

刚刚下车出了博多站，我们一行人完全的惊呆了，可能白天时还不太明显，而在夜晚中的博多站，可谓是完完全全的将自己的风采显露了出来。

高大的建筑物配着五颜六色的灯光，却丝毫没有给人带来杂乱之感，而是利用这种搭配，将博多站自己的特性全部展露出来，配合着圣诞的气息，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产生着丝丝暖
意，惹得行人纷纷驻足观览摄像，我们也并不例外～

最后，乘坐着最后的一趟轮船，我们驶离了博多港，很快博多市便在我们的视野中变得模糊不清，直到渐渐消失。

刚比完赛就马不停蹄的奔波了一天的我们也是累坏了，很快，便在温暖舒适的座椅上，沉入了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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カラオケ

2018.12.12

期末テストが終わりました、皆んなの気持ちは軽いになりました。

暇の時間があるので、ゆっくり休みたいので、友達と約束した、週末に一緒にカラオケヘ行って、御飯を食べます。

土曜日の朝はすごく寒いです、コートをはずに着た、でも全然役に立たない。早くバスに乗って、カラオケに行きます。

私達は三時間ぐらい歌を歌った、皆んなは嬉しいそうです。後で、隣のファミリーマートで、御飯を買いました、そうなに寒いの一日中、暖かく美味しいの御飯を食べて、人生
の最高です。

外は寒いので、私達はデパートに買い物して、来週のお菓子を買いました、いっぱい収穫した。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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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考

2018.12.15

今天是国内会考的日子，祝在国内的大家会考全a，顺利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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イオンー牛肉ハンバーガー

2018.12.15

初めて芦辺のイオンに行った、本当に嬉しそうです、今日のつもりは芦辺港の隣のマスバーガーです、有名な牛肉ハンバーガーを食べます。

湯の本出発から芦辺のイオンまで、大体五十分のバス時間です。

いっぱい時間をかかっても、外の景色本当にきれいだと思います、畑は一年中にも緑色です。広いの海も素晴らしいやっぱりは壱岐ですね。

最後お店に来た、ハンバーガーセールを注目した、大きなハンバーグとふわふわのチーズは最高で、ポテトフライとチキンも美味しいです。

食べたら、隣の本屋さんに来って、自分が大好きの小説と少年ジャンプを買った、やった!

来週の予定はーーーー鄕の浦の牛肉カレー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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クリスマス準備中

2018.12.15

再来週はクリスマスですから、私の壱岐高校は壱岐島のホームルームでクリスマスコンサートがあります。

まず、私は放送部は発表を参加して、調理部のお菓子販売で、最後は茶道部の演技を発表します。

時間はぎりぎりですけれども、私は嬉しそうの感じられますよ。

今から全部の部活動は準備中で、コンサートのことは十分楽しみです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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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ω⊙

2018.12.15

在壹岐迎来最冷的寒冬之时，热烈欢迎五味老师的到来。

|｡･㉨･)っ♡　喜欢你        ♪(｡･㉨･｡)ﾉ♡ 爱你么么哒

在此真的怀着万分感谢向五味老师道一声‘谢谢’

因为能有这样一个时刻关心着、帮助我一同去解决问题烦恼的老师，实在是太幸运了。

在我回家之前，五味老师一直在门外车站里的寒风中等待着我，在那之后，我们在我的房间里促膝长谈了两个多小时，五味老师永远是客观或是公正的去评价和倾听。紧接着在吃饭
的时候，也为我亲身的演示如何用最快最便捷的方式融入到日本同学之中。

最后我，老师，还有住家妈妈也坐在一起，真真正正的把很多事情谈开了，解决了很多就因为文化或是语言不通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我不仅要做到求同存异，又要去努力的融入到其中。借着我们英语老师的一句话，‘君たちは頑張で、国際人になりるよ！’

其实反思一下，自己在很多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上是否都去努力争取了，还是去选择了逃避，放弃。蝴蝶效应告诉我们，一个蝴蝶煽动翅膀能够产生龙卷风的效应，而我们呢？我们可
能在每一天之中做的任何一件事都可能在任何地方产生很大的影响，无论好坏，我们都要去勇于尝试，做了不一定能最好，但不做一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从现在开始，就去一步一步的改变，还有七个月，望下一次见面时，所有人都满载而归。

五味老师，谢谢您，我们还会明年再见的！！！

ᵎ(•㉨̀•)́و ̑̑ 加油

ps:附上一张我的小可爱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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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丼と焼き鳥

2018.12.20

今日は三者面談中ので、授業は昼でけで、午後三時ぐらいは学校が終わりました、

今日の予定は旅館隣の居酒屋で、一番です。。。。このお店の名前は一番ですよ、そして、この中一番オススメは焼き鳥!

注目した、その中の建物をちょっと見って、店長さんを聞いて、百年ぐらいの歴史があります、すごいのお店で、料理も美味しいです。

よかったですね!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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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した

2018.12.22

今日まで、クリスマス販売のことは全部準備した、クッキーとか、チョコケーキとか、チーズケーキとか、いろいろな種類ですね。

そして、先生と一緒に皆んな達の昼ごはんーーカレーライスを作りました、私選ぶのは甘口で、初めて食べて美味しいですよ!御飯も美味しいそうですよ!調理部は最高です。

明日のコンサートは楽しみですね。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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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准备

2018.12.22

下周就要迎来了新的一年了，同时也是日本迎来新的一个年号，在住家妈妈的提醒下，今天下午去大采购了一番，因为新年岛上交通不便的原因，要提前准备好寒假所需要的生活用
品和屯好好吃的(๑•́ωก̀๑)

回到家之后，我又向住家妈妈请教了在日本的大家是怎么度过新年的，年前扫除供奉，年初要去神社祈求家庭平安，我很充分的了解到了这些，也提前订好了新春安排。

OK，一切就绪，准备迎接在日本的第一个新年吧( ˘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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クリスマスコンサート上部

2018.12.25

今日の会場は壱岐ホームルームで、とてもきれいな建物です。

朝茶道部の友達と一緒バスで来て、でも、大雨はほんとに大変ですね、三人は一個小さいの傘を持つだけだよ!

１０時から文化部の準備が始まります、私は茶道と調理の準備で、いっぱいな仕事があるね。忙しくて日本の友達と一緒に一つの目標をがんばってのことは楽一番しいですね。

十二時ぐらい荷物を置いて、皆んなと御飯を食べて、たぶん三十分後お客様はどんどんいらっしゃるよ、できればはやく準備終わった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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クリスマスコンサート下部

2018.12.25

私達の仕事は、お客様を送迎して、お菓子をあげて、お茶を作って、お茶をあげて、茶碗を持ち帰って、洗っています、はい、それを何回目を繰り返して、お客様は先生とか、
学生とか、他の人とかです。

調理部お菓子の販売も重要ですよ、二百円のチョコレートケーキ、百五十円のチーズケーキ、百五十円のスーノボール·····全部は三万ぐらいですよ!

二時から、コンサートが始まて、一生懸命な準備二週間ぐらい文化部の展示は全部終わりました、片付けしたは、コンサートを見ます。

演奏部の皆さんと指揮のS先生はほんとにすごいですよね、演奏会のサクス演奏<疾風>は大好きで、指揮のS先生は最高で、やはりはS先生です、大好きだ!!!(//∇//)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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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晚宴

2018.12.25

还有一个蛋糕

圣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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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ゃぶしゃぶと古典授業

2018.12.26

 

最近は冬休み補習で、授業は午前中だけです、今日の古典は現代と古代の尊敬語、丁寧語を勉強した、一番難しいは古典の言葉です、けり、なり、たり·····のような助詞は大変
ね、大体古典の授業終わったら、すぐ先生を尋ねて、二回目三回目でその内容を聞いて理解できます。

今日の午後部活動の大掃除を予定はずで、先生はいらっしゃないですから、皆んなは早く帰るできますよ、ほんとにいいよ(≧∇≦)b

そして、一人のしゃぶしゃぶ時間ですよ、壱岐島の豚肉と豆腐が一番美味しいです、トマトジュースも特別な感じられますよ。

後２日冬休みで、楽しみですね!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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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ネコちゃんと南国景色

2018.12.26

今日のしゃぶしゃぶは山の上ので、距離が遠いで、全部は山路ですね。

帰るの時、道路隣で黄色と茶色の二匹ネコが出る、茶色の方は向こうに走った、でも、黄色のネコは私の隣にずっと回して、時時私の靴にぐずぐずして、道路の中でコロコロし
ます、私は離れば、ミョーミョーで小さな声を出します、めっちゃかわいそうの状態を感じられます。

やばい、この間に、私のココロを捕まれた。

そして、俺たち大体一時間ぐらい遊んだ、たっだ、最後はとても惜しんで離れた、残念ですよ。

それで、帰るの時別のことを見ました、きれいな雲、南国な公園、はっきりな湯ノ本橋、釣りている子供達、本気は良い午後ですね。

でも、自分部屋の月ちゃん(ネコ)が思い出しますね、では、今日と両親ビデオ電話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よ!(இд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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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休みを迎え

2018.12.27

一週間ぐらいの冬休み補習は明日で終わりました、今日教頭先生と校長先生は午後いらっしゃた、私達の部屋を全部見ました、本当....何も言わなくです( •̥́ ˍ •  )（お布団はそ
のまま置いて、パジャマも....）まま〜

そして、うち屋の離島生は明日午後全部帰りました、ホームステイのママとパパ達も忙しいでから、明日からずっと自分で十二日の冬休みを過ごしますよ、ちょっと寂しいの感
じられますね!

では、明日島内生達と打ち合わせして、一緒に勝本で釣りしてつもりです〜

<条条大路通罗马>

好好享受在日本的第一个寒假吧！ᵎ(•̀㉨•́)و ̑̑ 加油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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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飯

2018.12.30

朝ごはんはもっとも眠したいですから、食べらなかったです。

昼ごはんはおすき焼きは初めて食べて、たこ焼きと同じ味を感じられました、マヨネーズと一緒食べては美味しいですね。

夜はお客様がいらっしゃたので、一人の夜御飯が速い食べた、刺し身とかチキンとか、何回目で食べても美味しいですよ。

おｋ、後は大好きな温泉♨時間です!!!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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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しいの一年

2019.01.01

今日からは新しいの一年ーー2019ですね！

今年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よ!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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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詣

2019.01.01

日本の伝統的によると、新しいの一年の１日で平安な事をために皆んなは神社ヘ行って、祈ります。

私は一人で、住吉神社ヘ行きました、この神社は壱岐島で一番大きな神社、とても有名なので、朝もいっぱいな人がここで神様に祈りますね。

その後、芦辺港ヘ行きました、そなん寒いの冬中で、温かいのうどんを食べできるは一番よかったですね。

御飯を食べたり、早く帰って、長山さんたちと日本正月のことをもっと了解しますよ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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お正月の事

2019.01.02

今日の昼はバスを乗って、その優しい運転手から新年のおめでとうを聞いた、それに、お正月のバス時間は変わったですから私はわからないの事を心配するので、降りるの時に
私ともう一回確認しました。

昨日の初詣も、自分は知らないのことろに行って、帰るのバスが知らないですが、お土産屋のおばさんから教えられました。

本当にありがたいな気持ちを持ちます、時々にこの世界中にそんな優しい人がたくさんいるので嬉しかったですね!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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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

2019.01.03

新年第三天

午后趁着阳光正是充足的时候，铺上一张垫子，拿上一根鱼竿，静静的凝望着鱼漂，期盼着它沉入水中。

风刮的有些大，深入寒冬的冷意顺着衣口沁进骨髓之中，从胃到四肢百骸却渐渐的泛起暖意，少年舔一舔嘴唇，仿佛还能够回味到中午那热气腾腾、弥漫着酱香的的肉末鸡蛋饭。

不一会，被鱼饵的香味所吸引来的鱼儿就竞相的咬上了钩，少年站起来，用尽全力的去拉动着转轮，‘两只’！

而水中剩下的鱼儿看着飞走的大餐，满眼的失望，原地徘徊了几圈，才忿忿离去。

‘太小了，太小了’少年盯着那对青花鱼如是说，随手解下他们，扔会大海。

不知在太阳落入那远处的茫茫大海之前，少年的鱼篓能否不再空空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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オススメの本

2019.01.05

冬休み前、私は学校の図書室にこの本のパンフレットを見ました、興味が生まれました。借りたいですけれども、何回目で探して、いないでした。

最後には、自分で買うのことを決めました、昨日アマゾンで中古品を買った、嬉しいだなあ〜

今日の午後は読んで、本当にいいな本ですね、いろいろな話の芸術を教えられました。そして、日本語の言い方は大切な事が知りました、本当にありがたいなあ!

それに、人間関係が良くなりたいならば、皆さん是非この本を見ますよ。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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髪切る

2019.01.09

髪が切った、髪が切った、髪が切った!!!

大切な事を三回目で話します。

学校の検査があるので、三ヶ月守ったの髪今日が切った、泪目中~

最初気持ちが落ち込んだが、晩ごはんの時うちの先輩から話を聞いて、気持ちがチンジーした、

微笑んで"アァ、張君は髪切ったか?イケメンになったね!"(^_-)

"はぁ?……本当?"

"本当よ!"

やはりF先輩は天使だ!!!(°ー°〃)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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トリト君と発表

2019.01.11

今日はアメリカからのトリト君と一緒に発表した、私の発表は中国語で日中文化違うの所を説明します、そしてトリト君も英語で。

いつも日本の高校の皆んなに中国のことを紹介するは楽しみだね、今回は本当に良いの機会だと思うです。

トリト君との関係は良いので、いつもアメリカのことを尋ねました、新しいのこと聞こえました、それは今回交流の間に一番嬉しいのことですが、発表の時ちょっと緊張した、
今度是非直します!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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きのこ料理

2019.01.14

今日の家庭科は調理室できのこ料理を作って、（＃＃）と一緒に食べます。

まず、皆んなは組を配ります、自分の組で、その料理の作リ方を討論して、何と一緒食べるほうがの課題を自分の意見を交換して、そしてレポートを作って、最後決めます。

私の組はおにぎりとサンドイッチ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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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于恩 上篇

2019.01.14

很多东西，在我们心中可能平淡无奇不为所以，但是在别人为他们所感动的时候，请大家一定不要予以尊重，不要去嘲笑他们。
平淡无奇的一碗年糕小豆汤，一个简单平凡的形式过程。
对于我们往往都会不屑一顾，但是在有些人的心中，确实生活的寄托，一个年过花甲的平凡老人，她只希望在亲人团聚之时，大家能坐在一起，并且心中虔诚的去感恩，祈愿，去感
恩这一年的共同付出和努力，祈愿能够迎来新的一年。这样的感情值得他们为此付出很多很多的准备和用心。人越大，值得重视的东西就会变得越来越少，而那所剩无几的事情，却
是越发的重要。我读过很多文章，他们抨击亚洲的旧文化，旧思想，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长时间的被感恩和付出这个体系所囚困着，制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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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于恩 下篇

2019.01.14

但看着M老师和我们聚在一张大桌边，端着那碗年糕小豆汤，看着我们部的所有人，然后在挤满皱纹的眼角中流出的泪水，嘴中却是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着
 “张，你能理解我的话吗？你能理解我的话吗？”

“你们不坏，你们都不坏，我老了，我糊涂了，你们不要在意我的话。”面对这样的M老师，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依稀能回忆的起来，因为今天的家庭课是班级料理，所以M老师一下午的时间都是在料理室，而在这一下午的时间，M老师除了指导料理课，还时不时的准备为我们料理部熬那一

大锅红豆汤，她每尝过一次，便向其中加入一大勺的糖，眼中更是带的是满满的期待。
还记得在我初来到这所学校，还有家庭课时M老师给予我的那些学业上的帮助，还有放假时怕我孤单主动想要带我在岛上玩时的亲切话语，又或是在我决定加入料理部后对我的细心
指导，把我和大家一视同仁，还有在中心老师来录像时，推下手中的工作来全力配合……太多太多的帮助，真的很难数的清了。

 而其他的，作为我的班主任和古典的D老师，教授我数学的S和O老师，还有茶道部同时也是国文的T老师，最后是音乐S老师。他们每一个人给予我的关心和帮助都是不可估量的，
可能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不大的小事或是小话，但是他们却是真真正正的为我做了，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了，这才是真正不可估量的原因。
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无论深处我可能遇到什么困苦艰辛，我都从来不会后悔，从来不会退缩。
感恩之心已经根固在了我们心底，我从不以拥有为耻，反而感谢着它的存在。只有带着它，我才不能在任何黑暗的环境中找到一束光，我的生活中才会充满着别样的颜色。
谢谢你们一直的帮助，在这寒风凛凛的深冬之中喝上那一碗甜心头的年糕小豆汤，真的是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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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雪❆

2019.01.14

今日はホームステイのママと話して、修学旅行のケースを買う行きます。

天気はずっと悪いです、バスに乗る時大雨が降ります。

本当大変だよ、雨が降らないはずだと思った、傘を持ってないなあ。早く止めろうぜ〜

バスの中で、外の状態は全然感じられません、雨だけだと思いました、そのままで買い物行きました。

でもね、買い物しました、帰るのバスを待っての間は、突然バークを見って、白いな物が見つけったね!

アアアア····雪が降った!!!!!!

いつも壱岐島にそなんことないよ、今年の初めての初雪ですね〜本当に良かった!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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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海大浴場

2019.01.14

来週進研模試があるので、今日の朝は自分で復習します、昼ごはんを食べたら、ちょっと外に行きたいの気持ちがあるので、湯の本から内海大浴場まで歩いて行きます。

雲がないから、太陽が強いので、道中の景色は素晴らしいですね、ご飯後海の側で散歩は一番嬉しいなあ。

大体一時間後、内海大浴場ヘ行きました、海の景色はきれいけど、ゴミがいっぱいですね、それはちょっと良くないの感じられました、たぶん冬のでお客様がないから、では、
夏休みの時、私は絶対にゴミ拾いボランティア活動を参加します。そして、水泳します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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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研模試と修学旅行の準備(^^)/

2019.01.17

明後日は三年生たちのセンター試験です、私達も進研模試を受けます、最近授業もいっぱい進研模試の知識を教えられました、国語は難しいですけど、最近大好きになにまし
た!•̀.̫•✧́

そして来週の火曜日から二年生の先輩達と一緒に４日の修学旅行で、とても楽しみですね!軽井沢のスキーは初めてね!友達と一緒に東京ディズニーランードヘ行ってできるは良
かったですね。

１月二十日早く来て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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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019.01.18

不得不说胡同学照相的水品真的是挺好的，大分的乡下和壹岐完全是不一样的景色啊。

感谢感谢(❁´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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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暂停

2019.01.21

明天就要修学旅行了，因为不准许携带手机，所以就是这个样子了。。。(｢･ω･)｢嘿

回来后会逐一补上的，祝我玩的开心ヽ(○^㉨^)ﾉ♪

ps(幸亏我的远见让我带了相机，所以照片都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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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君のうまい料理“番組”ー牛肉ハンバーグ

2019.01.21

進研模試が終わりましたら、自分と話して、“お疲れ様です!”

じゃ、後は何をしますか?いいな飯を食べてはどう？

まず、食べたのレストランを並べて説明します、

湯の本：一番のたこ焼きと焼け豚手、徳力の親御丼と焼き鳥と牛肉カレー、平山旅館のアイスクリーム

勝本：土肥製菓の長崎ケーキ、朝市の生ウニ丼、しおかぜのしゃぶしゃぶ食べ放題、パン屋さんのいちごとトマトジャムと壱岐牛カレーパン

イオン：梅島のうどん、モスバーガーのキノコチーズハンバーガー、生活館のおせち料理

鄕の浦：ーーーーないです!

では、今日は鄕の浦ヘ行きます、おｋ

ここで、壱岐牛ハンバーグです。このお店は有名な所はメーニュの中大体90%はハンバーグで、そうです、ほかの料理もありますし、でも注文の一番はハンバーグはずです。

女将さんを聞いて、オススメはイタリヤのチーズハンバーグです、セットの中イタリヤ風のスープもあります、このメーニュの写真を見って、とても美味しそうです。コレを選
びました。

やっぱりは壱岐島です。牛肉ハンバーグは最高、チーズも最高です〜今度はどちらですか?(゜o゜;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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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発前の一日

2019.02.01

明日は修学旅行で、学校の二年生の皆んなは半日の授業だけです、この機会を持って午後はトリトと一緒に買い物しましょう。笑:D 夜に何回目を検査して、タオル、ジャジー…
オッケー、全部準備した、大丈夫です〜 今回私と二年六組行動します、楽しみですね。明日早く来たいね。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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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　移動中（上）

2019.02.01

朝早く起きて、朝ご飯はピザパンです。朝本当早いですね、太陽はまだ出ないね。まずはフェリーで、集合の場所は鄕の浦です。六組の皆んなと先生を挨拶した、とても親切で
すね、乗り前待つの時大体皆んなの名前を覚えた、これは大切のことだと思う。フェリーは和式の休憩室で、俺たちは横になるできます。コースですから、皆んなは中国の興味
を持っています、話しやすいです!良かったね、もっともっと頑張れ、皆んなと友達になりたい。

 ………残念ですけど、酔いしたなあ~やはりは先のフェリーに大活躍でした。
 福岡空港は九州で一番珍しい空港で、空港は市内です。（そぞしくない?）初めて飛行機を乗るの人もいるので、皆んなはとても元気ですね、隣はY君とA君で、Y君は可愛いの

男の子、あんまり喋らないで、A君は全然違うのコースで、とても親切です、時々私と変なことを話します(ﾉ´∀｀*)〜超面白いです。三時間の飛行機は早いですね、一瞬間みた
いなあ。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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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国立科学博物館　（下）

2019.02.01

ハァハァ、久しぶりの羽田空港に到着します!
 休憩の時間がないです、すぐ皆んなはバスに乗って、上野地区ヘ行きます、午後の予定は、上野地区で見学します、「科学博物館」と「上野動物園」の中で一つを選びます。六

組の中で私とビンちゃんは「科学博物館」で、ほかのは「上野動物園」です、全員は「上野動物園」のシャンシャンを見たいね、そうだ、シャンシャンは中国から交換のパンダ
です。
科学博物館は先に降りて、博物館へ行きます、今日上野地区人が多くない、時間もいっぱいがあるね、私達のグループは私、ビンちゃん、中途で“発現した”のトリト君、後か
らついて行くの大田先生、笑笑〜
オッケー、のんびりで見学しましょう!

 国立博物館は2つの大きさの建物で、外はロケットと等比クジラです。この建物それぞれは日本館と地球館で、上の3Fから下のB3までです。めっちゃ大きいなあ。この室に入り
て私達全部驚いた、種類が多い恐竜化石とか、植物と動物の紹介も大体全部揃っていた、発現の時間を通じて、いろいろな科学物を置いてました。
最後はお土産売り場でメーダルを作って、外のクジラまえで三人で写真を取りました、最高です〜
ニコの組を会いました、軽井沢へ出発しましょう!軽井沢とスキーを楽しみです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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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第二日　スキー（上）

2019.02.01

疲れた腰を伸ばして起きました、はい、今私は軽井沢のホテルで、身の隣はまだ起きないの三人です。そういうことです、昨日上野で見学したら、すぐバスに乗って、大体四時
間ぐらいかかって軽井沢に来た!ʕ•̀ω•́ʔ✧

 朝ご飯はビュッフェです、隣の古嶋君はポテトフライがいっぱい取った、山みたいなポテトフライ、笑^_^（私はとても堅苦しいよ!）
 今日はスキーで、軽井沢でスキーをして本当に初めてね、めっちゃ楽しみですね。いつもはテレビで見るだけですね。

まずはスキーの先生からのご挨拶です、スキー靴本当にきついなあ、今回のチームは四組と六組一緒に練習します。
一つのヒ・ミ・ツ、私は初心者じゃないよ、トリトも、彼は私よりもっと上手だなあ、十五年対二年!まずはウオーミングアップして、これは大切なことですね!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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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　スキー　（中）

2019.02.01

皆んなは大体初心者ですから、スキーの滑ることと止まることをまず練習して、トリト君はスキー具着てからうずうずするね( •̀ㅁ•́;)この一番上のスライダーいつでも行きたいで
すなあ。へぇ、仕方がないね〜
何回目で練習して自分の技術を戻りましたなあ、皆んなお互いに助け合って励ましての間に、この短いの午前中が終わりなりました。昼ごはんはカレーライスです、美味しかっ
たです。食べたら、休憩時間一時半です、六組の皆んなと雪タイヤとブランコを遊びました、皆んなと遊びに嬉しいなあΣ(´∀｀；)

 午後はケーブルカーを乗って、中級者のコースに行きます、その時トリト君といっぱい話した、彼の留学の理由とか、将来の夢とか、別の生き方を感じられました、彼は数十コ
の国に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遊びじゃない、本当の住むで、国の人民の生活を感じできます、そんなの機会は本当に羨ましいですね、そして自分のこの日本で留学できるの機
会があります本当にありがたいですね。
ケーブルカーを乗って、隣の雪山を見えて、景色本当きれいですね!このまま一気に滑れてしまおう本気素晴らしいなあ!

 惜しいですけと、帰るままです。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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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　夜の研修　（下）

2019.02.01

昼は終わりました、軽井沢の夜が始まります。
今日は強くての全員番組がありますーー夜研修。この研修は勉強ではなくて、全部の班は自分準備したの番組を発表します、この二時間、笑うのことは全然止まらないです。
うちの班は○○君のあらん事で、お弁当箱何回目忘れた!、カバンもバス停になくした、何回目で大田先生に指導したΣ(ﾟДﾟ)

 夜研修は本当に面白いですけど、飲み放題があるば一番良いになりると思い。(^^)v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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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复原

2019.01.31

明天开始将会有一大波囤积日记袭来。٩( •̀㉨•́ )و get！

張　晨陽的日记



第三日　スキーとTDL （上）

2019.02.01

今日はスキーの第二日、そしても最後の時です、皆んなスキー全員できますので今日は一番高いの高級者コースに行きます!
 今日も昨日の夜もいっぱいな話を話した、以前にはわからないのこととか、人とか、今回のチャンスを通いて、いろいろな言葉が知りました、新しいの友達がいっぱい作りまし

た。
スキーの間に、皆んな全員楽しいので、本当には一番良いの話し聞く時だと思って、皆んな自分の物語とか、将来の目標とか、重要の考え方とか、聞くなら自分がもっともっと
新しいのことを知ってとても嬉しいよ!

そして、バスで日本語のベイマックス（Big hero 6）を見ました、映画最後の時、本当に感動されました、皆んなも泪を出しました。

 

昼ごはんを食べて、すぐ出発します、来たの同じのバスに乗って、ガイドさんの話しを聞いて、群馬県のいろんな面白いなことを知りました、例えば、山の話し、軽井沢の方
言。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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センターから貰った新年プレゼント

2019.02.01

今回のメールを開けて、このプレゼントを見って、本当に驚いたです。やばい、いつも本を買いたいなあ〜

こんなの図書カードを貰った、最高です。先生達、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同时祝大家新年快乐！(｡･ω･｡)ﾉ♡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張　晨陽的日记



オススメ本の時間です〜

2019.02.01

今回のオススメの本は2つです〜

デカルト「方法序説」を読むと赤チャート数3

「物を使って勉強すればするほど、自分の無知を知らされるばかりでデカルトの求める学問にはたどり着きません。」この話しは自分が一番好きな話です。

デカルトの有名の理由は世界の「物」を壊して、無知な勉強しないで、自分の思想を作ります。

赤チャート数3はいいな練習の本です、この問題の説明は詳しいです、数三を勉強中本当に助けました。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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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料理とまた後の浦図書館

2019.02.04

今日は高砂の友達と一緒に隣の中華料理店に行きます!

料理はエビ甘辛と咕咾肉で、主食は炸酱面と麻婆豆腐です、美味しいですけど、めっちゃ高いです。

食べたら、後の浦図書館へ国語を勉強します、やっはり敬語とか謙譲語とか難しい過ぎで、古典のがもっと難しい‥

2枚のプリントは大体一時間ぐらい終わりました。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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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联和福字

2019.02.04

临近过年，走遍了各个超市，没有发现一家有卖对联和福字的，突然突发奇想，自己跑到百元店去买了一沓沓红纸，做下决定～没有我就自己做

……

……

……

一上是我动用了我一切的智商找寻制作方法的过程。

我果然是是心灵手巧的，成功了！[虽然有点儿小瑕疵]

明天就是除夕，让我们一起来迎接新年吧！

張　晨陽的日记



新春快乐！

2019.02.07

这是第一个不在家里过的新年，其实如果不是日历告诉我今天是2月5了，我其实很难感受到新年以至。

小日子过的很好，每一天都能使我快乐，学校仿佛有着魔力一般，无论什么状态进入的我，出来时必会是喜笑颜开。

如果硬是要问我新年有什么愿望。

（好吧，其实也挺简单的）那就是尽全力去走自己的路，不论结果如何，笑着接受～

好了，就是这样。最后祝愿新的一年里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了！！(｡･ω･｡)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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チョコレートケーキと新年抹茶

2019.02.07

今日は水曜で、2つ部活動なので、時間はぎりぎりですねぇ。それには一年生最後の部活動です、明日から期末テストを準備するので、部活ー自学(TT)

今回の調理はチョコレートケーキで、トリトからのアイディアで、やはりアメリカの人甘いのものが大好き!

まずはチョコレートと卵とバタ一緒に煮って、クルミとチョコブロックをかき回します。最後はオーブンに入れて三十分ぐらいは終わりました。

この間に隣の茶道部へ行きます！大体掃除して、今日のいちばんの抹茶お菓子は梅干しです、今回の梅干しは普通と全然違います、酸っぱいじゃなくて、甘くてお酒の感を口で
感じられました、とても美味しいなあ〜

一回目調理室戻って、ケーキは焼けしました、色とか味とか、どっちも最高です!ʕ•ٹ•ʔ自分で作りましたのものはいちばんうまいです!

そこで、来週のテストは頑張リましょう(๑•̀ㅂ•́)و✧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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また後の浦図書館と洋食

2019.02.11

三連休ですから、来週のテストをために、また図書館に勉強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私によって、図書館いつもは不思議な所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その感じ一体はどなんものですねぇ?

いろいろな同じ年齢じゃないの読者、いろいろな内容の本の読み方、どちらは自分読む本の中で一番自分による良いのものをもらいましたか？

この嬉しい子供?この困って少年?または何の表情がない隣の年寄り者?

しないですねぇ?いつもこの質問を困っています。

子供から何歳ぐらい本を初めて読みます、知識とか思い方とか、大体は本の中からもらいました。でも何が何だかわからない時々もあるんですねぇ。

やはり、本の読む過ぎった〜(ﾉ´∀｀*)

以上は馬鹿陽の相応ない話です、気に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ｐｓ：隣の壱岐牛ハンバーグ本当に美味しいですよ!皆んな一緒に壱岐で食べよ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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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七的面条和樱前线将至

2019.02.11

今天在很多人的催促下终于去吃了面条(๑•́ωก̀๑)

不得不说我们学校山下的那家小店儿做的亲子面真的是一绝，撒上辣椒面真的是令人食欲大开，好吃不贵(｢･ω･)｢嘿

等等，跑题了，今天是大年初七，我们的习俗是挨家挨户都要去吃面条……此处省略一万字关于我国春节文化的宣传和赞扬。

回去的时候，路过那家以前吃过的德力(我真的不是吃货(//∇//))，偶然的发现他家旁边的樱花树上竟然已经有些花朵开放了，掐指一算，樱前线日子也没到啊。莫不是今年来的早也
说不定，期待那个撒满樱花的季节。

(Ps:我亲爱的住家妈妈终于对我的那个床垫每天都要叠起来塞回去的事情死心了！٩( •̀㉨•́ )و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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チョコレート?不存在？！

2019.02.16

ニ月十四日、この重要な日、壱岐高校の皆んなは何をしますか?

ワァー当然的は期末テストです(T_T)大変でしょう?

でも本当皆んなしないですか?真実はなんなんですか?今説明します。

友達から聞いて、我が学校は特別ですよ、毎年この日は期末テストで、この期間にこのことはしないはずですが、テスト終わったら、皆んなすぐはチョコレートを作ってあげま
す。それに、十四日ではなく、二十日です。

では、チョコレートを待ちましょう!(⁄ ⁄•⁄ω⁄•⁄ ⁄)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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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特立特再访乌冬小店

2019.02.16

我真的不是吃货！

我真的不是吃货！

我真的不是吃货！！！

算了，估计这个名字是雪洗不掉了～

那么，请准许我慢慢说来(找借口)今天是期末考试，我和特立特在一个考场，休息期间我们更是免不了好好的交流♂一番，互相分享我们在壹岐岛“监狱”中的分别生活，一个岛北
一个岛南，生活真可谓是各具风采。

而且我们学校的老师对我们聊天也特别感兴趣，时不时的加入进来，我们的生物老师跟我们讲建校史，英语老师给我们讲长崎景点，真的是特别投入~（￣▽￣）~*所有人都一度忘
记了还在考试这个重要问题。

当然，聊着聊着自然就会聊到美食了，民以食为天嘛，仕方がないよ!说着说着就又要丢脸了(⁄ ⁄•⁄ω⁄•⁄ ⁄)我可能是被带起了气氛，天南海北只要我吃过的都发表了出来～惊呆一片人，
特立特立刻就表现出了作为一个吃货的本能(他本人身材一点儿也不胖，全校站传大会他跑了第四！)和我约好一起去品尝。

以上就是我们出现在这家小店儿里的缘由了，一人一碗招牌乌冬面加上一份玫瑰寿司，特立特还点了一份冰镇雪碧。

席间，我们和一位同样也是食客的日本阿姨相谈甚欢，那位女士也应该是十分喜欢旅行，她竟然去过我和特立特的故乡，吉林和华盛顿，最后在走之前她竟然帮我们结了帐，真是善
良的人！

下一次的目的地是哪里呢？就去品尝生海胆盖饭吧！行く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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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テストと中国語コンテスト頑張ろ!

2019.02.16

明日からは期末テストで、全部八教科、五日です、今回の目標は、もう一回クラスの一番です!皆んな頑張りましょう。

中国語コンテスト今回私は一緒に行かないで、先日のスピーチ準備は皆んなと一緒に練習しました、今回の三人絶対に自分の一番良いの状態を出しますよ!

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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窓紙が壊れた!!

2019.02.18

今日は勉強後窓を開けたい、すぐに立て、全然意識がないの時、手は窓紙を“触りました”!!!!

そして、壊れましたあああああ。

やばい、どうしましたか、発現したら絶対に“殺されました”でしょうか。(٩(//̀Д/́/)۶)

皆んなから良いアドバイスがほしいです〜

神様助けくれ(ಥ_ಥ)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張　晨陽的日记



テストが終わりました!

2019.02.20

今日は最終です、期末テストが終わりましたなぁー!

エィ!!そして今回は国語の先生を聞いて、私の国語の点数たぶん六十分以上です。本当に嬉しいなあ〜自分頑張ったの結果です。

帰るの時バスがないですから、歩いて帰りました、朝は大雨が降りましたので、空気の中めっちゃいいの感じですねぇ、今日の温度大体十八度、やっはり春が来る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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テストを終わりました!（成績）

2019.02.22

昨日期末テストが終わりました!そして、今日は授業中で成績を配ります。

この半年の頑張ったの結果はどうですか?では、行ってみよう。ブララボ!!!!

コースの中で、一番になりました!その前不足なところも直しました、自分本気のレベルを出しました!でも、ミスの所もあるし、英表とか国語とか、質問が理解できなくて、間
違い所もいっぱいあります。

次の目標はーーーーー国語九十分上になりたい、学校の中で、一番になります!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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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城浜ボランティア

2019.02.24

今日は筒城浜でボランティアの活動を参加しました、具体的はごみ拾いです、海の中にゴミが多いですから、いつでもゴミがどんどん海岸の隣で集まりました、きれいな環境に
よっては大変なものだと思います。そして、“壱岐拾い”ーそのボランティア存在利用があります。

私の班一番重量が拾いではないです、自分すべての力を出しました、それはいいですね!

良いな環境を守るために、皆んな頑張りましょ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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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しい日本語

2019.02.25

土学の授業いつも面白いだと思います、それから、どんどん説明ましょう!

今日国語の授業は現代文です、その前俺たちいつも通りで教科書と現代文ノートを出して、（なめこ富山のクマ）を続きだと思いますけど、先生はプリントから配りました。

“今日はプリントです”、二人先生はそういうでした、ちょっとテーマを見って、へぇーーーびっくりした。生活用語を正しいになってください

一体何は生活用語ですか?例えば、いつも話しての模試とかバイトとか、文法的にはコンビニの“千円からお预いたします”そうです、これも間違い所ですよ。

今回の授業を通って、正しい日本語を勉強した時、皆んなから聞いたちょっと間違い日本語を直しました、めっちゃ良いな授業だと思います。
国語大好きです!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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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さばき

2019.02.28

魚さばき
今日のLHRは特別授業です、壱岐漁業の先生から、魚の種類とか、魚さばきの方法とか、いっぱいお知られました。

 壱岐一番多いの魚類はブリとイカで、
今日さばきの種類もブリです、ブリの三状態の別な名前を知りました、とても面白いだと思います、最後先生は学生の質問を答えてくれました、海関係の知識が勉強しました。
そしては二人一組でブリを刺し身を切ります、大体2つ部分で、肩の肉と脂です。

 やはり自分で作ったのはもっと美味しいですΣ(´∀｀；)
 良いな授業です、まだ今度やりたい!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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歴史ビデオ授業

2019.03.03

昨日と今日の歴史授業はビデオ授業で、歴史ドラマみたいのビデオです。

大体のは明治時代前黒船事件後幕府と藩の権力闘争または有名人の成長物語です。

昨日のは新選組と新政府軍京都ー大阪で戦争します、旧幕府の将軍が不器用ですから、一万対三千でも負けしました、そして新選組と旧幕府一緒江戸に帰りました。

今日のは高杉晋作という有名人で、山口県から日本全国で明治新政府を建てる物語です。彼は国内で旧幕府が勝ったが、その後の権力ことが気にしないですぐ外国で留学して、
新しい考え方とか先進的な技術とか勉強して帰ります。

この歴史は私達に新しい知識を取り入れって、新しい文化を受け入れることが国とか人とか成長中に一番重要なことが教えてくれます。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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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生との送別会プラス人生ゲーム

2019.03.03

明日は三年生の卒業式ですから、今日旅館の皆んな一緒に外で焼き肉を食べて、三年生の送別会をします、ご飯時皆んないっぱい話を話した、先輩三年中にのいろいろなことと
か、皆んなおめでとうの話とか。
帰ったら、皆んな一緒に人生ゲームをしました、明日の卒業式を楽しいの気持ちを持って寝ました。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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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語コース歓送迎会

2019.03.10

今日は中国語コースの歓送迎会で、先生達とか、コースの皆んなは全員小会議室に揃っていた。

今回三年生コースの歓送迎会まずは一年生と二年生一緒に中国語の歌を歌います、そして二年生は三年生の先輩達にお花をあげます、最後は皆んな一緒に写真を撮りって、先輩
達とても感動した、涙も出した、三年の勉強お疲れ様です!明日の卒業式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張　晨陽的日记



マグニチュード映画

2019.03.10

今日の科人もビデオ授業ですΣ(ﾟДﾟ)

マグニチュードは地震についてビデオで、二十年前の阪神大震災の際、主人公誠さんは消防署員だった父の出動中に母をなくしてしまう。その後、誠は母親の実家に引き取られ
たが、二十年後、レスキュー隊隊長として故郷に赴任。消防団員となった父と再会するが、お互いに接点を見いだせない。そして再び大地震があった、三人の間にの物語。

リアルなタッチで描いた、とても感動した。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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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に中国語を教えました

2019.03.10

卒業式が終わったら、二年生の先輩と一緒に中国語の勉強を予約した。

土曜日には、Y君と一緒に図書館で中国語を勉強して、彼はＨＳＫのテストを勉強して、俺たちめっちゃ頑張りました、やはり中国語は難しいなあ。そして彼と鄕の浦の港口で
サッカーした、俺サッカー苦手なのでY君からサッカーを教えられました（*/∇＼*）

と話の中に知りました、彼は中国の上海に行きたいで、それに京都で生活したい、帰るの時一緒に猫と遊んだ。俺と同じ猫が大好き!

張　晨陽的日记



百人一首

2019.03.10

昨日国語の宿題はおかしいね〜どうしてそうな話だなあ?一体宿題はなんですか?
 歌です、はい、日本の古い時代の歌で、覚えるのは小倉百人一首です。

百人一首とは、100人の歌人の和歌を、一人一首ずつ選んでつくった秀歌撰。 中でも、藤原定家が小倉山の山荘で選んだとされる小倉百人一首は歌がるたとして広く用いられ、
百人一首大体のは小倉百人一首を指すまでになった。
今日の国語授業皆んなは和室へに移動します、六人一組で、百人一首をします。
まず、100 枚の札を裏向けて混ぜ、 25 枚ずつ取ります。そして各自の持ち札を上中下の 3 段に分けて、自分の方を向けて自由に並べて、位置を 1 分間記憶して、先生が、百
人一首の歌を読んで。とてもきれいな声です。私達は札を探して、読まれた歌の札に先に触れたのは、その札を獲得します。
女生達より男生達もっと触りました!でも、最後は負けました、とても面白いなゲームだと思います、チームの勝つために自分でいえで練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来週二年生百
人一首頑張って!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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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試験AO入試

2019.03.10

新しい一年生のテストです、いや、まだ一年生になったことないなあ〜
私達の仕事は大掃除で、外の葉をほうきではく、キャンパスには景色はとてもきれいで、友達と一緒に遊びにはくして、この仕事は良いな。

掃除するの時考えて、明日からは5連休ですからね、何をするかなあ?
 とりあえず一緒にテストの場所を作りましょう!

 明日テストを受ける人、新しい壱岐高校生になるため頑張れ!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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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考努力

2019.03.10

还有九十九天就要留考了，加油努力争取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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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一则(可能？)

2019.03.17

今天在图书馆写下这篇日记，简要叙说一下

我的新住家里没有WIFI(⊙x⊙;)山上的移动信号又使我连网页都打不开，所以可能从今天开始，日记要开始停更或是周更。

当然，量是不会少的，期待每周末的周回顾，bye～

張　晨陽的日记



夜回り先生

2019.04.19

今日の科人またはビデオ授業です。

<悩んだら電話しなさい。水谷は、どこでも会いに行くよ!>

不登校とか、ひきこもりとか、リストカットとか、薬物乱用とか、十二年間夜の街を回り、5000人の生徒と向き合った夜回り先生、彼自分の方法を使って全力で生徒達を助け
くれました、本当に偉いな教育家です、また、各種メディアの主演や、日本各地での講演を通して、少年非行の実態を広く社会に訴え続けています。

本当には偉い先生だと思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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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り

2019.04.19

今日の卒業式が終わったら、一度旅館に戻って、門下に突然釣具を持って来た友のお父さんを見った!

“張君ですか、おかえり、今釣り行くの、一緒に見る?”と言う。

“はい”まったくためらわないで返事した。

それにすぐバタバタ走って部屋に戻って、着換えて、釣具を持って、釣り行くぞ!

釣り場所は旅館隣堤防で、どうしてここを決めますか?特別な所があるかなあ?実は学校の友（愛称）さかなさんを聞いて、堤防石下の部分にはカサゴいっぱいあるので。

でも今日なんか大風らしいので、私達何も釣りません。

“あった!あった!”オレ大きいな声を出せ。

興奮で釣り針を見って、ブユブユな黒いやつは見った!フグさん~です。放してやる。“あった”またフグさんま、放してやる。

最後は友のお父さんは三匹カサゴを釣りした、やっぱりは経験者な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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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山旅館最後のご飯

2019.04.19

今日大分荷物を型付ました、明日朝から担任先生の車を頼んで新しいホームステイ家族行きます、なんかワクワクして、ちょっと不安なところもあります、まあまあ、何も考え
なく続き頑張ろう。

そして今夜は最後じゃん、最近みんなは期末テストを準備するため、旅館のみんな全員大変そう。

この半年みんなも私のためにいろいろなことをしましたので、感謝の気持ちをもってさいごの挨拶をはなしました。じゃねぇ、忘れなくて新しい一日を迎えよ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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カラオケ

2019.04.19

 

春休み間にはコースの友達は島外の家に戻るので、その前、一緒に遊びたいと思って、ファミリーのカラオケへ行きました。

みんな歌は本気上手だね、流行なミライとか三代目の歌とか、五人でめっちゃ高い点数を取りました、一番良いのは二人でロッキを対歌して、いい感じだ

  

五時間ぐらい歌った、のどが何も話してはなく見たい感じ、でもうれしかったじゃ、帰りバスがないので、散歩して帰った、海の向こう、山の坂道で夕焼けを見ってすごくきれ
いです。再びカラオケ行こ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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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っ越し

2019.04.19

新しい家です！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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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道

2019.04.19

通学時間撮ったの写真、壱岐島朝別様な景色!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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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老师家见学

2019.04.19

我们茶道部的顾问老师问了让我能够看到春季烧茶过程，特意邀请我们去老师的家中进行观赏
老师给我们演示了三四月份在和式房间内如何使用炭烧火制茶的过程，并且准备了喝抹茶必备的砂糖茶点心，在展示完毕后又留了我们吃了老师亲手做的咸口红豆饭，配上老师自己
酿制的醋蒜和慢慢一大锅关东煮，真的是幸福极了，还有自制的蜂蜜面包，今天真是收获超级丰盛。
之后古文老师也是我们茶道部的见学老师驾车领我们去筒城滨看海，走在沙滩上吹着海风，看着自己背后一步一步的脚印痕迹慢慢消退，时间就好像在那一刻静止了似的，可以供我
们不停的挥霍无度。

在那之后又听了老师讲了很多壹岐在日本战后时期的往事，从壹岐市并入长崎到中日冷战战船遍布海港到后来经济发展关系缓和，老师讲的的每句话都仿佛有使我们继续听下去的魔
力，仿佛沿着海岸线走过了历史一般。

来到壹岐，能加入到茶道部，真的是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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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人一首大会

2019.04.19

今日は百人一首大会です、そのために一ヶ月毎日朝も百人一首小テストを受けます、今日是非頑張ります。

今回の大会は一年生と二年生一緒に参加して、先生たちは百人一首を歌います。

成績はこれーーー
第一回のは私三枚取りました。笑笑
でも二回目のは相手強いですから、とても残念ですけど一枚だ~

 中国語の先生でも百人一首を歌う時本当に素晴らしいだ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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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ー五月日記目録

2019.05.25

この一か月積もったの日記はちょっと多いので、目録作って方がいい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が。本文は後日出しますので、みんなぜひ楽しんでよ！

１歓迎遠足４．２５

２ゴールデンウイーク４．２６

３福岡行く４．２７

４課題と戦う４．２８

５ロータリーのみんな、勝本の旅海岸線とハンバーガ４．２９

６住吉神社と猿岩、おいしい晩御飯ハンバーグ４．３０

７ポップコーン、蜂蜜と塩バタ（君の名前）映画を見た４．３０

８イチゴ農業と梅嶋の話しとカラオケ５．１

９温泉旅館と国によって違う勉強し方５．１

１０小島神社と男岳神社と海顔展覧会壱岐博物館５．２

１１バーベキューとゲーム５．２

１２見送りプラス感想５．３

１３稲尾くんと一緒にウノカードをやった、チーズピザを食った５．３

１４壱岐露天映画館ボスベイビーを見た５．４

１５テスト期間と長崎県スピーチコンテストを準備する５．６

１６風邪ひいた、病院へ行ったけど、続き学校で頑張った。５．１０

１７八日市と母の日プレゼントカーネーションを買った５．１２

１８テスト５．１４

１９高総体時間通り５．１５

２０勝本の無料販売を準備する（調理部）５．１８

２１トリートと読書感想交流５．１８

２２勝本はざかやの販売は無事で終わりました、トリートと体力測定、馬渡先生と一緒にイオンで買い物しました。５．１９

２３自分はトリートと一緒に日本語能力試験のため勉強したいって、先生たちはめっちゃ食っちゃ応援しています、学校発表時間を予定していまし

た。５．２２

２４茶道具についての勉強掛物と花入５．２２

２４私はコンニャクというものがわからないから、寺田先生を聞いて、後日の昼休み中に、先生は自分のお弁当を持ってきた、本当に感動したわ。

５．２４

２５調理部は運動部のみんなはちみつレモンを作った５．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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