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日本~（^o^）ｙ

2006.09.08

东京这嘎达嗷嗷港~

回 騏辰的日记



我也到千叶县了

2006.09.12

坐了一个小时的车 我们也到了自己的学校 怎么说呢？真的还好了~同学很热情，也交了一些好朋友，人很好呢~都~ 还有 学校的环境也很好~吃得也很不错 但是我心里总有些空洞
洞的感觉 或许是因为和朝夕相处得大家分别的关系吧~还是很怀念和大家在一起的欢笑和玩笑~东京湾的那晚真的很好呵呵 大家欢笑着度过了在一起的最后一晚上 现在也一直很怀
念大家 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了？还好吗？一切都习惯吗？ 好了 就到这吧~等我10月4号拿到外国人登陆证明书的时候会卖手机的 到时会在这里告诉大家~一定要联系我啊~ （原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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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学园祭

2006.09.21

我们在9月17 18日这两天举办了学园祭 非常精彩呢~大家都非常努力的最准备 最后非常圆满的落幕了 〈第二张照片上面的全部都是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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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园祭 续

2006.09.21

这个是在学园祭的时候每个部活动举办的模拟店 都是卖现场制作的好吃的 什么炒面 拉面 团子 热狗 等等 另外一个是学园祭的夕祭的时候 学校的学生自己组的乐队的演出的情形 大
家都非常疯狂~ （原文）

回 騏辰的日记



中秋节快乐

2006.10.06

今天是中秋节 但是我们这里下大雨 呵呵 非常不符合这个浪漫的气氛阿~尽管这样 我祝大家在日本的中秋节快快乐乐 留下自己人生的一份难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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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迪斯尼远足

2006.10.27

在10月26日 我们踏上了去往迪斯尼的旅途 由于我们学校离迪斯尼非常的近 所以我们1小时不到就到达了东京迪斯尼乐园.这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呢~果然这个真的是值得全世界
的人来到这里玩呢~哇 真的是超级超级棒的地方呢 正如他人所言 这里本身并不是非常大〈当然它也够大的了〉但是一天还是没有办法全部玩完 大多数的时间都在排队中度过 但是
我们发现如果早一点去换ファーストパス〈类似于优先券的东西〉的话就会优先玩了 这里真的是童话与梦幻的世界 让人完全忘记生活的琐事和生活的苦恼 任何东西都在向你阐述快
乐这一词的含义 哪怕是毫不起眼的凳子 垃圾桶 甚至是地上的方砖 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迪斯尼的万圣节月 看到了万圣节的大游行 非常震撼人心 快节奏的音乐 和一辆辆豪华漂亮的
花车相互交映 迪斯尼的任务角色在其中快乐的跳舞 时而到人群中挑逗游客 时而做着滑稽的动作引人发笑 哪怕是再麻木不仁的人到了这个时候都会跟着它动起来 迪斯尼是有让人跟
它动起来的魔力的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玩的东西 比如说过山车 鬼屋 宇宙飞船体验 急流勇进 火箭等等等等 但是它不会有恐怖的感觉 只是从另一个角度散播快乐的魅力 这些地
方都是最有人气的地方 还有那些迪斯尼人物居住的房子 还有很多卖礼品的小店铺 尽管它的价钱是非常得昂贵 但是还是有一堆人在抢购 比如说一个人偶就要2000多日元 是很小的那
种 一个手机链也会1000左右 但无论怎么样都是一个值得让全世界人向往的乐园 哈哈 我非常荣幸我能来到迪斯尼乐园 我觉得这将会是我一生都无法忘记的回忆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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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大家的一张照片

2007.02.27

看了大家最近的帖子觉得大家多多少少还是“沦陷”在广岛了呀~不过 我却觉得广岛之行后又将是一个新的起点 大家还要继续加油 努力 开开心心的 有意义的去享受剩下的140多天
顺便给大家一个小图片 使我在广岛拍到的照片 总觉得上面的话还是很有意义的 大家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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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很久没有写日记啦....

2007.04.09

嘿嘿 好久没有写日记了 再不写的话似乎就很过分了地样子la~呵呵 恩 现在的俺还是不错地~体验了很多事情啦~前两天的时候去了镰仓 大佛阿~大佛阿~太伟大了~那么大nia~感慨
了~还进了内胎 就是大佛的里面 呵呵 挺暖和的~我在那买了一本日文版本的心经 呵呵 跟汉文课文没有什么区别......呵呵 好的 就先这样吧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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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的日?

2007.05.10

黄金周已??去了 ??地区也已??入了像夏天一?的高温天气 不知道大家在五一黄金周?的怎??？我??是?得又充?又快?！ 5月3号?上2点半和ホストファーミリ的?? ?? 姐姐 姐夫？！
（笑）一起乘?去了姐夫的老家石川?小松市 也?大家会??什?要在后半夜?程?？白天堵??~就?? 在天?没有亮的?候我??程了 起初大家?有聊聊天 吃点小零食 但是??的睡意?弄 最?除
了???的??之外全?都?倒了......（パパ　お疲れーライス）当我在??眼睛的?候天也已?亮了 ?个?候看到看板上写着“?原”几个大字 ?下我?个日本史迷可精神起来了 関ケ原是1600年
日本?史的?折点 ?臣秀吉死后 文治派石田三成跟武断派德川家康在?里展?了??了天下大名的争?天下之????原之? 最?由于西?小早川秀秋的倒戈 ??德川家康完? ?而被任命征夷大将? ?
15代265年之江?幕府 手握天下生?大? 当我?到?目的地的?候都已?是上午11点多?了 我?被招待参?了福井?北部日本海岸的名??景区 以宏大的柱?理岩壁而出名的??坊 相?地名源自平
泉寺?僧的?? 第二天又去了有名的金?城公? 兼六? 忍者寺 金?城曾是桃山?代五大老之一的前田利家的居城 拜?加?百万石位? 曾?是繁?至?的城池 豪?的天守? ?白色的?瓦覆盖的菱?在?
光下??生? 无?不彰?着前田家的繁? 然而曾?的豪?也随着?代的??没落了 曾?的天守也?次全? 一次落雷 一次火? 似乎上天也不肯挽留曾?的故事 ?在只剩下那大片大片的城? 重建的?和
那?大的城? 曾?的天守?只留下了一片幽?的?林 当中立着一?木牌上?“本之丸” 曾?的一切却人有一批又一批的游客?思 留下了一些什?又?走了一些什? 留下的是大段大段的?想 然而?
走的却不知道是??里的???是?惜 接下来去的是兼六? 兼六?是前田家的庭?于江湖?代所建因兼有宏大 幽邃 人工 ?古 水泉与眺望六?而得名兼六? 然而?片?林中?我印象最深的要数那片
松林了 ?干上市大片大片通?的斑? 其??是由于在太平洋?争中金?城以及兼六?曾???大本? 因??事需要而?致作??源及其?缺 因而便尽取兼六?松?之松脂 以解?源缺乏之急 因而留下了那
大片大片的痕迹 然而??了60年 那片松林的血?色印?却没有消失 大概是?片松林?那段??的哭泣与凭吊告?后世之人和平的珍?以及?争的可怕?！最后是忍者寺了 原名妙立寺 属日?宗 ?
在?急??保?藩主前田氏与祈求前田氏一?武?昌盛而建立 因而在内部是机?重重 暗道交? 由于江??代幕府?定除了城以外的建筑不能超??? 所以从外面看来不?是普通的2?木建?宇 然内
部却?有洞天 竟又4?之高 看了?些以后不由得感慨日本的古代建筑?的高超技?以及独特的???思 五一黄金周已??去了 在日本的??也越来越少了 ??一点一点的流逝 同?成果、收?也在一
点一点的?累起来了 然而?在更重要的是如何在所剩不多的??里?累更多的成果！或?只有在朝夕?不断的努力 才能?自己一?无悔的答案与???！ 在?里感?我的ホストファーミリ在黄金
周?我??一??忘的?? 以及大家?个人?我的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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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

2007.06.21

上个星期日 我和我的接待家庭的妈妈参加了二手货小市场的出席 日语是フリーマーケット 也就是说把家里面的不需要的东西拿出来卖掉 当然 不仅仅是二手货而已 也有很多一部分
的东西是新的 就这样 我也参加了一天的销售活动 呵呵 卖的非常好 很多东西都是刚刚摆上来就被买掉了 可能是由于便宜吧~大多数的顾客都是老爷爷和老奶奶 有些东西买的时候几
千块 但是卖的时候却仅仅是400或者更低的价钱 当然是新品哦~ 参加了日本这样的活动觉得非常有趣 不仅仅是日语的锻炼 也是更广泛的接触了日本的社会 难道不是很有意义吗？
大家也要加油阿~在最后的一个月的时间里 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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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报告~

2007.07.10

呵呵 我来写日记~在大上个礼拜 我和我接待家庭的家族去了三浦海岸 在那里度过了宁静又开心的周末~家里的小弟弟很可爱 在海边非常害怕浪花 但是最后还是乐津津的玩了起来
昨天 我又一次去了镰仓 是接待家庭的爸爸带我去的 因为上次去的时候仅仅是看了高仓院的大佛后就去江之岛了 这次专门是去看鹤冈八幡宫的 呵呵 果然不愧是曾经的武家之古都阿
~处处都体现着当时镰仓公方莫大的权利。大气，奢华。 大概就是这样吧！ 恩 其实现在我很珍惜在日本最后的三个星期 不想白白浪费掉 争取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 留下一些难忘
的回忆 现在也开始留恋日本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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