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到了学校

2006.09.13

现在非常高兴。生活的条件也好,老师们也很热情。但是,因为第一次来到这里，不太习惯日本菜。最感到吃惊的事是地震。9月8日的下午,我遇到了地震。房间摇来摇去。我非常可
怕。现在,很想家和父母。　 （译文）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柳 艶萍的日记



哈哈!很久没吃大餐了!

2006.11.14

哈哈!上周二国际中心来人看我们了!好高兴啊!不是被遗忘的角落.去吃了一顿大餐,名曰中华料理,其实味道有点怪,不过已经很好了,我自从来到这儿之后就没吃过一顿饱饭,这边的吃的
真是太不合我的口味了,不过现在已经渐渐习惯了,我想我也会像习惯这边的食物一样渐渐的熟悉这边的生活. 这边的功课对我们来说很简单,只是日语有点难,但是我们都在努力. 这边的
课在我看来简直就不是学习,一周真正没有几节正经课,比如说,有什么现代保健,其实讲的就是心理卫生;还有日本传统课,上茶道和花道,虽然与学习无关,但是对我们外国人来说,还是很有
意义的. 最令我受不了得失,这边的课一节70分钟,根本就受不了,好惨啊!不过现在也已经适应了. 总之,过得很快乐,寝室条件也很好,老师同学也很热情..... 很开心!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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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很久没吃大餐了!

2006.11.14

上周二国际中心的老师来看我们了,真好,去吃了所谓的中华料理,虽然味道有些差别,不过已经很好了. 这边的生活已经习惯了,每天过得很开心,等有时间再多写点吧! （原文）

柳 艶萍的日记



日本学生真是厉害啊

2006.11.18

很早以前就听说日本学生的动手能力超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昨天我们在多贺城文化中心举办了一场大型的合唱比赛，很帅，总共有十来个班参加，每个班级的合唱都是
自己用钢琴伴奏、自己指挥，而且都弄得像模像样，当时我真的是很吃惊，我想在中国要是想举行这样规模的一场合唱比赛，应该是很难吧。 会场上的一切事宜都是交给学生们管
理，一切都井然有序，真是难得。 不仅如此，合唱也是很棒的。有的班级合唱分三个声部，有的分四个声部，都练得非常好，真有一种听音乐会的感觉。 虽然我们班没有获奖，但
是我认为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了，没有什么遗憾。 不管怎么说，这次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活动，感到无比荣幸，因为从现在起，我真正感受到自己已经溶于这个集
体，真正开始为这个集体的荣誉而努力了，这样的感觉是来日本之后的第一次，我想从今以后我会在日本生活得更开心，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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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打分

2006.11.18

刚刚看了上善若水的日记，他说国际中心的老师看他的房间了，橋本老师给他打了70分。莫老师也看了我的房间啊！给我打分吧！

柳 艶萍的日记



好玩的乐器

2006.11.27

前两天上音乐课了，老师教我们学一种新乐器，我还不知道中文名字叫什么，不过很好玩，我很喜欢，以往70分钟的课觉得很漫长，不过这次感觉过得很快，哈哈，我在期待下次
音乐课的到来。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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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的名字

2006.11.30

TOGA老师: 那个乐器的日语的名字"曼陀林"。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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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之哀伤

2006.12.09

很久没写日记了，也不知道自己每天在忙些什么，前几天进行了防灾演习，哪里是防灾，分明就是让我们接受灾难的洗礼，讲话的老师穿得严严实实，我们一群人在凛凛寒风中颤栗
不已......唉！不堪回首的防灾演习啊！我没有再度感冒已经是万幸了！ 今天下雪了，这又让我想起了长春，一转眼来到日本已经3个月了，对家乡的思念也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加
深，直到在脑海里蔓延开来，我的泪也就在脸颊上肆意地流淌，现在才知道到什么叫痛彻骨髓的哀伤。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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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一天

2006.12.13

今天早上我从国际中心的老师那里接到了一个令我十分高兴的通知，他们计划要带我们五个去京都和大阪玩几天。初步预定的参观地有金阁寺、清水寺、大佛寺.......反正一大堆名胜
古迹，大概是12月末出发，很是期待。 另外，今天下午我们搬开了一个小型的圣诞节party,玩得很开心，同学们互相之间还送了圣诞礼物，教室里一片欢声笑语，让我找回了在中
国时班里开联欢会的感觉，异地同景，心中更是别有一番滋味。 临放学时，班主任又来通知我们一件事，说是我们外国语コース的学生们预计明年一月中旬左右去岩手县滑雪...... 或
许一会儿回到寝室又会有什么最新通知，呵呵.....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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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的音乐会

2006.12.21

明天要正式开音乐会，登台演出了，心里总是有点紧张，祈祷明天演出成功。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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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音乐会

2006.12.22

这一个月来忙个不停，终于到正式登台表演的时候了。 我们的演奏地是多贺城文化中心，就是上次举行合唱比赛的地方。 因为我们校学生很多，，一起观看演出的话坐不下，所以
观众们分两批到达--一批上午，另一批下午。我们也就得表演两场，不过这样也好，或许可以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 说实话，上午的演奏效果不是特别好，没有发挥出最好水平，可
能是紧张的缘故吧！不过，经过了上午的演奏，我们也从中发现了不足，利用中午的时间又练习了几遍，所以，下午的演奏就很出色了。 参加了两次比较大型的学校活动，心里感
触颇深，既有叹为观止，又有自愧弗如，不管怎么样，我想最重要的是我更爱这个集体了，这应该也是这次留学的主旨所在吧！ 还有，今天我终于见到校长了，以前有过几次机
会，但是每次都是擦肩而过，今天校长在台上讲话，我总有一种“千呼万唤始出来”感觉，很严厉的一个人，怪不得连日本学生都说“不见也罢”呢！ 总之，忙碌的一天，充实的
一天，快乐的一天！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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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

2006.12.25

后天就要去京都等地旅行了，真是俺耐不住心中的喜悦啊！ 而且回来之后终于可以住家了，有机会体验日本人的新年，真是太高兴了！

柳 艶萍的日记



好累的一天！

2006.12.27

今天是旅行的第一天，早上冒着大雨赶到车站，雨下得连伞都打不住，又刮很大的风，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不过好在今天的风不是刺骨的北风，很温和的风，所以穿校服也不是很
冷。但是因为风雨的缘故，原定9：55起飞的飞机延迟到10：30，所以到达大阪的伊丹机场时已经快十二点了，不过这也不错，让我们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参观仙台机场，下飞机后，
我们又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大巴赶到京都站，到达时已经下午1：30了，然后找我们预定的宾馆又找了很长时间，一行人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穿梭在大街小巷之间，又饿又累，别提多
可怜了！然后2:30才开始吃饭，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早饭。 我们住的宾馆是纯和式宾馆，睡的是榻榻米，说实话，我还没睡过真正的榻榻米呢！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好体验一下。
然后我们开始正式的游玩，因为时间短暂，所以改变了去金阁寺的计划，下午去了清水寺，也是很有名的寺院。很漂亮，比想象中的要好，玩儿得很开心。周围的商业街也很热闹，
卖的都是一些有民族风情和纪念意义的工艺品，都很精致，我也买了一些。 感觉物超所值。 从清水寺回来之后休息了一会儿就吃晚饭了，绝对日本料理，太有代表性了！很好吃！
而且巧合的事，今天是一个美国留学生的16岁生日，为了庆祝生日，我们晚上又去打保龄球，逛街.....总之，玩得很尽兴，但是也很累了！今天一定要好好休息，迎接明天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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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生日！

2006.12.28

今天上午作观光巴士去游玩了很多名胜古迹，其中最有名的要数金阁寺了，以前在电视、杂志、明信片上看到过无数次，早就对金阁寺心驰神往了，今天终于亲自来到著名的金阁寺
一饱眼福，一了夙愿。 不愧是叫金阁寺，果然富丽堂皇、金碧辉煌，周边的景致也很美丽，拍了一些照片，有时间的花会传上来的。 早就听说京都是一座文化名城，有很多古老建
筑，今日一见，果然所言不虚，坐着观光巴士，几乎每走一会儿就能看见一座神社或者一座寺院，对于我这个喜欢历史的人来讲，真可以说是天堂。 另外，今天是我的17岁生日，
很巧，一年大约是99%的时间在仙台，只有百分之一的时间外出，恰恰我又在这百分之一的时间内过生日，而且是和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们在一起旅游期间过这个生日，真的是很
有纪念意义。 吃晚饭时，15名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和两名带队老师一起为我庆祝生日，更过瘾的事，今天一共听了七种语言的生日歌，有中文、日语、英语、韩语、西班牙语、
德语、克罗地亚语，又是一饱耳福，真是过了一个跨越国界的生日啊！ 晚饭后，和我同房间的两名克罗地亚留学生还要为我开生日party，还特意去超市买了一大堆食物准备狂欢，
真是太幸福了！ 能够和这些留学生们一起度过我的17岁生日，应该说是一种缘分，我们的国家或许相距甚远，隔着浩瀚的大洋，但是我们却在异域相识并结下深厚的友谊，这，或
许就是国际交流的魅力。和这些留学生相识的时间并不长，有的是认识了3个月，大多数认识还不到半个月，但是他们的热情着实令我感动，我想这将是我人生中永远都难以忘却的
回忆，我会将它永远珍藏，并坚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在我的记忆中更加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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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于城市之间

2006.12.29

今天是旅行的第三天，我认为也是最高兴的一天。早上吃过早饭我们就坐近铁去了奈良，奈良一直也是我向往的城市之一，因为它有着太多的历史沉淀。 我们首先来到了奈良公
园，参观了一些寺院、宝塔之类的古迹，这些已经足以引起我的兴趣了，更有趣的是，公园里饲养着许多鹿，而且这些鹿都很温驯，很可爱，和鹿儿们一起照了照片，然后就“恋恋
不舍”地离开了公园，哪知道，再去往东大寺的途中，到处都可以看见鹿儿们的身姿，它们一点儿都不怕人，见了人还跟上来玩儿，热情得有点让我害怕，公共汽车上也都是鹿儿的
图画。进了东大寺之后又发现，这里的鹿更多，沿途的商业街卖的都是鹿角头饰、水晶鹿......还写着“奈良限定”的字样，这时我才明白，原来鹿是奈良的象征之一。 在奈良简单吃
了点点心就坐JR去了大阪，因为在大阪有更好吃的东西等着我们---お好み焼き，我们坐在餐馆里，对面就是厨房，可以看见厨师们制作お好み焼き的全过程，吃过之后，只能用两
个字来形容---过瘾！真的是太好吃了！ 美食过后，我们来到了车站附近的大厦乘坐摩天轮观看大阪全景，很大的一个摩天轮，最高点距地面106米，看到的大阪全景自然也很壮
观，也算体会到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同时，我感到，日本人能将历史文化与现代都市融合得如此精妙，真是了不起。日本本来是一个国土面积不大的岛国，人口
又不少，所以建设用地应该很多，同时，日本又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又不能建造太多的高楼大厦，于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摆在了日本人面前，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开
发土地，他们拥有太多的寺院、神社......但是，他们却宁可投入大量资金填海造陆，也不轻易拆毁一处古建筑，足见日本人对他们的文明的确是爱到了骨子里。 随后的自由时间就更
有趣了，我和几个外国留学生一起购物，一个是美国人，日语说得不太好，与店员交流时有点问题；一个是加拿大人，说英语，但是爸爸是华侨，从小又在新加坡长大，所以中文很
好，简直就像一个中国人；一个是中国人，在台湾一直待到六岁，随后去了加拿大，入了加拿大国籍，说英语，中文也没忘；还有一个留学生来自玻利维亚，母语是西班牙语，但使
用英语交流也没有太大问题；至于我，日语还行，但是英语就不怎么太好了。我们五个人在买东西时，只有我能听懂店员的话，但是又无法将日语翻译成英文，于是我将日语译成中
文，再由那两个加拿大人译成英语给那个美国人听，弄得全店的人都看着我们笑，我们都感到有趣极了。 然后我们又去吃了大阪的有名食物---たこ焼き、真好吃啊！不愧是名满天
下，对于我这个爱吃的人来说，这次总算是不虚此行。 晚上六点半，我们坐JR返回京都，晚饭嘛....是火锅，吃得很开心，还拍了一些照片，有空时一定传上来。 马上呢.....又要有一
个party，又可以狂欢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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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事

2007.01.01

30日:今 天是旅行的最后的星期日。下午去了做橄榄球的支援，育英学园以很大的差别胜散落了，厉害地高兴。 然后，我们移动到伊丹机场乘坐6:40飞机孵化了．与我坐在窗旁边，
看夜晚的大阪的消去来，厉害地感动了，飞机的上升一起，热闹的城市看连续不断变得远，亮闪闪地做的电灯泡的光，在心中说再见，成为这次的旅行一定好的回忆。 不久，脚下
已经一个热闹的城市出来，想那个是仙台，说真的我返回了。 降落了在仙台机场的是7:50。留学生们全部等着ji文的host family,不过，肠子的host family远，来了迎接的稍微.....因
此，我必须自己登上东北干线孵化，我是9:03电车没赶得上，而且，下一班电车10:30，厉害地从晚，不做原因说最好是乘坐新干线返回，以新干线去了，爸爸和主人打算忌讳先生
也来了向车站迎接。尽管如此，host family附有了的是10:30，祖母和妈妈在门口等候着，这个那个地多嘴多舌。是全体和善的人们，那么晚等候着，真的n怎么做了。 31日 很好
地睡了，好。 host family的诸位为了我的生日，买大的蛋糕，生日pre分也养了，真的高兴。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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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快乐色子增加

2007.01.02

1月1日 今天的0点与host family的诸位一起去了到新年后首次参拜。因为是第一次，发现了这个那个地新的事。 那个神社在山顶峰，我们到顶峰花费了30分左右．关于顶峰，已经
一番众多在。火也预先燃烧，除夕旁边也准备了。爸爸向另外的人介绍我，是全部亲切的人。稍微中文能的人也在中，一起多嘴多舌，ta礼签人。 参拜了神社以后，我除夕的钟也
做了，然后与诸位一起吃年隔着乔麦面，做新年的祝福，热闹。 在1点左右解，人们聚集全部自己拿来的袋到树隔壁，燃烧了。据说根据爸爸的话，擦的ro中有种种的东西，燃烧的
话去年坏事全部丢失了。 这次的新年的祝福日本式的新年，对好的回忆热熟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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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眼看了太平洋！

2007.01.03

是今天host family的爸爸带我们去了海，那个海太平洋。依然几次也听说的太平洋今天自己爱看，真的感动了。海的景色真的极好，无论怎么注视也不腻烦。特别波浪来到了的时
候，撞到海岸的岩石厉害地漂亮。 吃饭后，我们登上了旅游船，乘坐在前虾不做wo买来了。那海鸥们的是吃。为了我们虾不做向wo空中投，海鸥们全部在流利地被取了，中，夺去
那个虾不做wo吵嘴了的海鸥也在，厉害地有趣。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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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爱山，智者乐水

2007.01.09

呵呵.....桥本老师，如果我两样都喜欢呢？

柳 艶萍的日记



旅行时的照片

2007.01.12

可爱的奈良鹿 高楼林立--大阪

柳 艶萍的日记



滑雪

2007.01.16

明天开始就要去岩手县滑雪了，行程安排是两泊三日，还真的是很期待呢！还有一起制作荞麦面条的安排，真是有趣。今天回去好好准备一下，明天高高兴兴地出发！ （原文）

柳 艶萍的日记



好久不见！

2007.02.09

好久没写日记了，最近虽然假期很多，但是也很忙，过两天就要到日本人家去做客，不是去ホムスティー，而是去玩儿，虽然只有两天，但还是很期待，因为是在外县，所以可以体
验不同地区的家居风情了。 不过，现在最盼望的还是春节早点到来，这样就可以和大家见面了！ （原文）

柳 艶萍的日记



我的克罗地亚朋友

2007.02.14

留学生中，有一名克罗地亚人，她和我一样也加入了空手道部，我们每天放学之后一起训练，我给她讲中国的事情，她则告诉我一些克罗地亚的民俗，虽然我们的语言沟通不是很方
便，但是我们对我们的谈话都很感兴趣。她的留学时间很短，只有半年左右，2月11号，她就回国了。临走之前，我送给她一个大大的中国结，用以纪念我们之间深厚的友谊。令我
意想不到的事，我收到了她的一封中国感谢信。照片中的信就是她写的。 她不会中文，日语的汉字也不是很好，但是这封信却写得很好。她说，她先是用英文写下这封信，然后又
请中文老师帮她翻译成中文，然后自己又一笔一划地誊抄一遍......听到这儿，我已经很感动了...... 中国有一句古语叫“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我想这说的就是我们
俩，我们不是在中国相遇，不是在克罗地亚相遇，而是在一个对我们两个来说都很陌生的国度--日本相遇。这只能用一个字来解释--缘。 国际交流是一座桥梁，在这座桥上，我认识
了很多异国友人，即使回国之后，我也会始终珍藏这一份份来之不易的友谊，作为我最美好的回忆。 （原文）

柳 艶萍的日记



照片

2007.02.14

来自克罗地亚友人的信1

柳 艶萍的日记



照片

2007.02.14

来自克罗地亚友人的信2

柳 艶萍的日记



照片

2007.02.14

来自克罗地亚友人的信3

柳 艶萍的日记



从盛冈回来了！

2007.02.15

去盛冈见了外教及其一家，她们对我都很热情，尤其是外教的妈妈，对我照顾得很周到，虽然只玩儿了两天，但是却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我们一起去了小岩井农场，参观了在那里
举行的冰雪节，还参观了新干线的驾驶室，以及当地的电视台......总之又有很多新的体验。 照片中的是岩手山，是不是挺像富士山的？因此被称为北部的富士山，海拔2000多米，只
有7月-8月可以登山，现在山顶积雪，很可惜。

柳 艶萍的日记



盛冈冷面

2007.02.15

盛冈冷面很有名的，虽然那天很冷，但是我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

柳 艶萍的日记



照片

2007.02.15

1.冰雪节，后面的城堡都是用冰雪雕成的，但是因为今年是暖冬，所以雪不是很多，而且一部分都化了，还有一些变黑了，很可惜。

柳 艶萍的日记



照片

2007.02.15

在手工村里自制南部仙贝，很好吃的，自己烤过之后，由当地的师傅为我们修整。

柳 艶萍的日记



照片

2007.02.15

新干线的驾驶室，听说连一般的日本人都没参观过呢！

柳 艶萍的日记



照片

2007.02.15

与电台男主播的合影，看我像不像女主播？

柳 艶萍的日记



照片

2007.02.15

宾馆的太鼓表演

柳 艶萍的日记



照片

2007.02.15

悠闲自在的生活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柳 艶萍的日记



照片

2007.02.15

岩手银行，是一座很古老的建筑。

柳 艶萍的日记



照片

2007.02.15

盛冈女学生的制服，因为盛冈比较冷，所以制服的袜子很长。

柳 艶萍的日记



照片

2007.02.15

在盛冈展望台拍的盛冈全景，展望台在20层，美景尽收眼底。

柳 艶萍的日记



甲子园

2007.03.23

甲子园今天正式开赛了，我决定每天都要看看报纸关注一下我们校的战况,真的是希望能拿冠军啊！ 昨天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参赛棒球队的介绍，发现我们校在里面算是中上等水平
的，曾经有过九次参赛经历，不过，强中自有强中手，有一个学校是21次，还有20次、12次的学校......这么一看，要胜还真不是很容易呢！不过还是在心中默默祈祷...... （原文）

柳 艶萍的日记



好久不见！

2007.04.15

说起来我也很长时间没写日记了，感觉对不起大家，不过最近真得很开心，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有了。 接待家庭的爸爸妈妈对我很好，照顾得也很周到，还带我四处游玩。预计黄
金周还要专程带我去一次迪士尼乐园，还会去上野公园去看熊猫.....我都不好意思了。 上周三去榴冈公园看樱花，很漂亮，拍了很多照片，只是照片太大了，传不上来。不过樱花应
该哪里都差不多吧！昨天又和朋友们一起去看了“夜桜”，与白天的樱花相比，果然别有一番韵味。 先写到这吧，我要和我们家的猫出去玩儿了。

柳 艶萍的日记



很久没来了

2007.05.26

好久没来，今天发几张上个月拍的照片，樱花盛开时固然美丽，凋谢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感动？

柳 艶萍的日记



运动会

2007.05.26

上星期四，我校开了运动会。虽然不是特别热闹,但是，大家都很愉快。我班在拔河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阿～～真得很高兴的～～ 可是，肌肉很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柳 艶萍的日记



青叶祭

2007.05.26

上周日仙台举行了大型的青叶祭，和朋友一起去看了，很热闹，青叶祭在仙台来讲算是比较大的活动，所以很多人去看，排了好久才拍到这样的照片。

柳 艶萍的日记



雨后观瀑

2007.07.11

上个月末去看了秋保大瀑，作为仙台名胜之一，果然名不虚传。 因为那一阵子持续下雨，本来还要顺便去泡一下温泉，只好取消温泉计划，但是瀑布实在是不舍，于是爸爸妈妈冒
雨带我去看瀑布。在去的路上妈妈告诉我，由于下雨，水的颜色会变黄，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看。我也很担心，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机会，要是看不到最美的瀑布，可真是可
惜！ 老天眷顾，下车之后，中雨变为毛毛雨，远山蒙上一层水汽，绿树在烟雨中朦朦胧胧，宛如一幅清丽的水彩画。 刚刚下车就听到了隆隆的水声，从公路上顺台阶而下，泥泞的
小路弄湿了裤脚，却丝毫不影响期待的心情。曲折的山路，攀爬回旋，小心翼翼地注意着脚下的小径，随着水声的渐进，眼前早已出现一条银带，扑面而来的水雾令人精神为之一
振。 展现在眼前的丝毫没有令我失望，反而引来妈妈的一声惊呼：想不到雨后的瀑布竟如此壮观！的确，眼前的瀑布水势浩大，从几十米高的山顶倾泻而下，落入潭中，激起千朵
浪花。水质没有一丝一毫的变色，反而由于连续几天的阴雨，水量大增，更平添了几分磅礴。 潭边怪石林立，两岸高山宛若直插云端。置身水畔，身心澄澈；聆听水音，心旷神
怡。如此美景，可遇而不可求啊！

柳 艶萍的日记



回家啦!

2007.08.03

终于回到了梦寐以求的家!忙得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有了!真的好高兴啊!满载而归,只是不小心累病了^^不过很快会好起来的!家就是良药!呵呵^^^ 谢谢国际中心的老师们这一年来对
我们的关心,老师们辛苦了!好好休息,还有下一批学生吧!

柳 艶萍的日记



新的一年又到啦！

2008.01.05

刚刚进行了期末考试，好不容易才有闲暇上网，祝各位老师同学新年快乐！（虽然晚了一点儿） 听说桥本老师马上要来长春了，期待ing.....

柳 艶萍的日记



保送考试

2008.11.17

回国一年多了，终于迎来了传说中的保送考试，似乎也没有那么惊心动魄，可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不想保送吧。感觉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细细算来，距离高考也只有半年
左右的时间。其实高考应该也不像想象中的那么恐怖，毕竟大多数的人都要通过这座独木桥，我也只是其中之一，只是在一所有保送资格的学校里这个词有点遥远。 作为人生的第
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我想我应该好好面对，争取开创一个光明的未来。

柳 艶萍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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