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闲空

2006.10.31

我们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六的下午是俱乐部活动。我们是篮球部。星期五个人电脑不能使用。星期二有空暇,不过，这边的个人电脑全部中文不作成。今天因为用是考
试，难，数学也有积分的内容严重。 我的学校，来自世界的留学生有很多。也很多地有了世界的各国的朋友。 今天全部用日语写，认为非常不便，今天是这个以上。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倪 流沙的日记



让大家久等了

2006.11.13

哈哈,终于能打中文了,真高兴啊. 仙台这里台风刚过,下了好几天的雨,老师说现在开始进入下雪的季节.上周2,基金会的领导来看我们了,说到日记,才发现一直没好好介绍仙台这里的情况
了. 我们的学校在仙台,是个规模很大的学校,有2个校区,我们在的是多贺城校区.这个学校有好多进学路线,我们男生在里面的中学,女生在外国语班.学校里有好多外国留学生,还有学校为
体育比赛请的外国学生,里面就有中国来打乒乓球的.男生所在的中学很好,虽然我们在4年级,但是学的东西很多是高2学的,数学在学微积分.男生3个都参加篮球部,女生1个在空手道部,1
个在弓道部.周2周5都不训练,男生周6下午要训练. 我们现在住宿舍,生活很滋润,不要担心. 这里的交通很方便.仙台的交通也很方便,周末,我经常1个人坐电车出去玩,松岛--日本3景之一,
我去过,还有我也去过仙台市附近的地方,住在附近的同学们有时间可以来仙台,路费不贵,一起去松岛吧. 最近都是考试,累,来仙台已经考了10多次大考了,惨.不说了,5点半了,机房关了.有
什么问题就说,明天我还在. （原文）

倪 流沙的日记



不爽

2006.11.14

上体育课手受伤了,不好打篮球了,所以能来写日记 （原文）

倪 流沙的日记



篮球

2006.11.21

打了快3个月篮球了，以前我是不关心篮球的，现在开始看NBA了。其实，我打篮球是这么厉害，头号得分后卫，3分最准了，而且姿势又标准。各种姿势都能投，内线还能后仰跳
投，唯一不行的是运球。哎 （原文）

倪 流沙的日记



东北大学

2006.11.21

前几天我去东北大学参观了，百年名校，就是建筑破了点，下次带点照片来。 （原文）

倪 流沙的日记



明年5月

2006.11.25

明年5月有全国高校总体篮球大赛，到时候大家可能再见面。不过无奈的是我们这里身高是问题。是篮球部的加油练，每天不做100个伏卧撑，不投200个以上的球是不行的，而且要
跳投，不然腰部力量不够。多学学诺维茨基吧，小诺投篮最标准了。 （原文）

倪 流沙的日记



无尽的考试

2006.11.29

来仙台经历了已经不少于10次大考试了，有高级别的，也有校内的，明天又要参加本学期后期期中考试。。。 虽然考了这么多下来，文科依然不行，理科依然很强，没什么变化，
让我没有成就感，不爽。 （原文）

倪 流沙的日记



？？？

2006.11.29

都说了明年5月到6月有全国的高校篮球比赛，怎么就没人兴奋呢？难道留学生不能参加吗？我们的老大说参加的话就要学好日语。从考试完就要开始加强训练了。男人们终于要热
血沸腾了。 （原文）

倪 流沙的日记



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

2006.11.29

太佩服我们3个男生在的学校了，上的课比一般学校高2还快，尤其是数学，数2都快学完了。我跟老师申请转到别的班去上课，发现他们数3都学了好多了。真不知道他们高3学什
么。数3整本书都是微积分的东西，而且比中国的深，我现在学疯了，每天要在图书馆学到好晚，晚上要到好晚才睡觉，周6也是，不然跟不上，连做梦都梦到的是微积分，每天跟
弄得跟熊猫一样。部活动的时候3分变得不准了，惨 （原文）

倪 流沙的日记



大家都走了阿

2006.12.09

大家都休学旅行去了阿，有没到仙台的？我们好像没休学旅行的消息，只有组织去滑雪的消息。马上要住家了，希望住到远一点的地方，仙台附近无聊死了。 （原文）

倪 流沙的日记



竞赛

2006.12.09

不知道日本高中参加理科竞赛的情况怎么样，我物理才在全校同学里排二，如果这个学校参加这种竞赛的话，我想去试试。 （原文）

倪 流沙的日记



JBA和CBA和NBA

2006.12.19

原来日本也有篮球联赛的，一共就9个队，仙台这个队叫89人，不知道和费城那个76人有什么联系。周6我去看比赛，一定很有趣。 （原文）

倪 流沙的日记



关于差异

2007.01.01

想旅行这个那个地说的事有的这次,不过。!?唉呀，中文不能的???返回学校之后说以外啊能得能zo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倪 流沙的日记



想说的太多太多了。。。。。。先说一点

2007.01.09

在国内不少人认为中国的教育最出色，国内的学生比国外的学生聪明。而且这种想法在国人脑海中越来越深，记得第一次我来日本时，发现日本不管是公立高校还是私立高校，高中
生说英语很差，同行的朋友对我说，这就是日本的新一代，日本这样下去一定不如中国。但是，我想，中国这样下去一定远远不如日本。 不是我崇洋媚外，而是我真实所想的。今
天上午考试，下午放假，现在我坐在图书馆里，旁边坐的都是在埋头苦读的日本学生。 我刚从寄宿家庭回到宿舍，看日本学生们的生活，他们几乎从不怎么玩游戏，以学习或打工
为主。打工是因为大学已经定了。 这就是我看到的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的差别中的一点。来日本以后因为班上就我一个中国人，经常跟日本人交往，对游戏之类的已经看透了。 总
结一下，就2个字，踏实。 另外，告诉所有看到日记的中国人，日本第一条新干线东海道新干线在1961年10月通车，平均时速在200公里以上，法国巴黎至里昂的高速铁路在1971
年通车，中国在这一方面比日本落后至少30年。 （原文）

倪 流沙的日记



今天看电视

2007.01.15

今天看电视，看到日本参政党之外的其他党派做的广告，广告内容是关于改变日本之类的，联想到马路上随处可见的竞选海报。这一切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PS：没有竞争就没有奋
斗，没有奋斗就没有进步 （原文）

倪 流沙的日记



哭

2007.01.19

三月份的京都研修旅行取消了。我们三个男人的学校每年三月份有去京都的学校仪式,不过，女学生不参加。学校的老师说如果只有男学生去京都的话，不公平。因而京都研修旅行
没有了。但是，女学生们刚从3天的sukii返回。男人们什么都没有，多羡慕呀。 （訳文）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倪 流沙的日记



ski

2007.02.13

不到半天就学会滑雪，实在太佩服自己了，在摔了10次不到之后，1个小时就能自由的转弯，停止。成功1000次，也许你还不是真的掌握了，但失败1000次就一定能掌握。

倪 流沙的日记



兄弟们走好

2007.02.23

昨天晚上失眠了。。。。。。 其实，还是不要让大家见面好，回来以后每天真是感觉度日如年，想回中国了。但是去广岛之前还没有这种想法。现在真有点羡慕山阳地区的留学生
们，彼此离得很近，不像仙台，北海道和冲绳的留学生们，要见次别的县的同学不容易啊。 剩下5个月了，真希望过的快点。不然睡不着觉会出人命的。 （原文）

倪 流沙的日记



微妙的心情

2007.02.26

5个月过了，我感觉我的日语进步了。在好象乘坐着普通的电车，在各站停留。现在的感觉新干线，一直前。我平时那样思念。最近的考试，国语想在学园属于最高层，自己也不可
思议。今后的5个月，自己成为怎样，时间证明，一定。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倪 流沙的日记



期待的很

2007.03.19

春假里找的寄宿家庭好远啊。

倪 流沙的日记



东京的人海阿

2007.04.02

東京は格別なこともなかった。东京也无非是这样，这是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的第一句话。 昨天，在浅草和上野的人群中，在新宿和千代田的高楼下，我想到了这句话。人多
了，高楼就多了，面积就大了，没有实际上特别发达的城市，只有实际上特别大的城市。 明天将去筑波科技城参观，这是在中国地理教科书上记载的知名城市，与东京的高楼相
比，这里没有超过10层的建筑，但这里聚集了世界上各国的科学家。没有科学，就没有东京，人们在追求高楼之间的喧嚣与车流之间的热浪时，忘记的是科学的追求。

倪 流沙的日记



东京迪是你

2007.04.03

这里没有高大的过山车，也没有我最想体验的失重状态。和我想象中的乐园完全不同，但是这里的人很多。 今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有1点，那就是在一种立体轨道的火车，不是过山
车，是一般的小火车，但是轨道上下起伏，左右旋转，这个小火车在轨道上一共有4辆同时在运行，时间把握的很好，站台处还有分叉道，这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好像都是没有的，由
此看出日本人对时间的把握是在令人佩服。

倪 流沙的日记



5年级

2007.04.11

5月有多于5个考试，其中3个是全国统一考的，简称全统 育英特进3年的也没这样啊

倪 流沙的日记



说纳豆xx的人一定没吃过纳豆

2007.04.11

没吃过就不要说纳豆有难闻的味道，不要说纳豆放酱油才有味道。纳豆只是外形不雅，味道还是很微妙的，有时候的特殊气味是别的调料发出的。 完整地吃下1包就知道了，但是建
议不要再晚饭使用，这东西助消化，晚上会睡不好觉的。

倪 流沙的日记



想参加interhigh.

2007.04.20

下个月interhigh举行。首先从县大会开始，然后全国的也举行。我也想参加,不过，为了读书6年级先辈们引退了。很遗憾我不能参加由于我们队的人数不足，可是真的想参加。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倪 流沙的日记



听说富士急游乐场的过山车最有名

2007.05.10

最高速度有170km/h，最大加速度6g，不知道在哪

倪 流沙的日记



努力吧

2007.05.18

详细请看http：//gp.csj.jp/

倪 流沙的日记



快

2007.07.12

就要回国。 时间过的飞快，这不仅指这次留学生活，我觉得人生也是很快得。这10个月，就好像一觉醒来，人还在梦中。我们大家都长大了。下个月，我就要17岁了，马上要成为
大学生了。是应该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时候了。还马上......T T左边的照片正好1年前我拍的。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就会禁不住回想自己这10个月的留学生活。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倪 流沙的日记



昨天参加化学グランプリ

2007.07.17

不愧是日本最高级别的化学，对学生的理解能力和思考能力要求很高。题目都是阅读文章然后回答问题。往年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大学甚至大学不学的内容，比如分子轨道理论，化学
键与光的吸收。今年的题目1道是关于伯努立方程的，1道是关于有机物中电子授予与结构的，1道是关于双层分子的，最后1道是关于熵的问题。今年的重点是物理化学，题目的难
度我感觉不是太难，但是难的是日语，考试中的理解上的问题很耽误时间，有些问题按照自己的理解又发现不对头，总知不太理想。 但是，这是非常有趣而且难忘的经历。

倪 流沙的日记



忘

2007.07.30

无意中发现,1985,86年那一代人正在被世人记住,很快,我们这一代人将被世人熟知.谁也不止道过几年我们是什么样,但是我们要努力.不要让世界忘了我们,不要让日本朋友忘了我们,不
要让我们忘了我们.

倪 流沙的日记



开学后的第一次考试

2007.08.22

今天，化学考试了,全班都洋溢着高考的紧张的气氛. 既来之则安之,虽然我什么都没学过,但是考试还是要参加,出国1年不是不学习的筹码,而是学习的动力. 绝对不要自大,绝对不要浮
躁,要沉稳. 虽然回国的同学还是比其他同学特殊，但是考试是不管特殊不特殊的,在考试面前人人都一样. 尽管我现在还是似懂非懂的状态,但是9月3好正式开学以后，我相信我能与其
他学生一样.

倪 流沙的日记



受验生活苦

2007.08.24

回国第一次考试竟然是不合格就５８分．这下终于看清了自己，欠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１１月分开始大学的提前录取和保送，到底出路如何，还是迷茫一片． 老师希望我介绍江
苏，但是目前实在是时间紧张．过几个月老师来了就知道为什么名古屋与南京是友好城市了．

倪 流沙的日记



后辈们

2007.09.08

一定要珍惜1年留学时间,不然高3跟不上,高2也可能跟不上,当然,努力是关键. 流沙前辈希望你们在日本的所有考试中所向披靡,让日本同学记住你们. 当然，祝自己上我想上的大学.

倪 流沙的日记



明天是中国的教师节

2007.09.09

明天是中国的教师节，中国全国老师们的节日。 首先，我想对国际交流基金会的老师们说声谢谢。老师们，辛苦了。特别是富樫老师。我的学习结束证明的事给您添了很大的麻
烦，真不好意思。 2,3月个月后，我们学校的大学AO入学考试就要开始了。我一定努力。这样无论能不能升学，这一年的留学生活后就都不会留下遗憾。 现在，我正准备着能力考
试1级。希望自己能成功。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倪 流沙的日记



我的生日礼物已经到了

2007.09.11

老师们特意邮给我的生日礼物已经到了。我开始还很吃惊呢。看了照片，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年间的留学生活的场景。真好像才刚刚回国一样。谢谢。

倪 流沙的日记



修了证明已经到了

2007.09.20

我的修了证明已经到了。谢谢。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倪 流沙的日记



第2次考试已经进行

2007.10.07

我发现我不行了,不能毕业了.怎么会这样啊

倪 流沙的日记



闲

2008.05.02

前两天收到一本影集,才想起交流中心的网站.今天闲着没事做,输入这网址,没想到......这么慢才打开网页.好不容易才想起网站的用法. 看看身后还有3个当时一起去留学,现在读高2的后
辈,现在都忙地没时间上网,我还是挺幸运的. 5月啦,天又热起来了,再过1,2个月就暑假,然后就是赴日一周年纪念日.这一年真快.我总觉得这一年没有上个一年更加记忆深刻.你们觉得呢?

倪 流沙的日记



感谢的心情

2008.05.14

好久没有说日语，很多话也忘得一干二净了。 可是“感谢”却没有忘记。 想对富坚老师说声“谢谢”。 欢迎您有机会再次来南京做客。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倪 流沙的日记



感人的一幕

2008.05.18

今天在新闻上看到,日本来的救援队在四川省进行救援.他们发现尸体以后总要进行默哀和遗体告别仪式才把尸体交个亲人们.这让我很感动.人的生命是没有国界的,在任何国家都是平
等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与生命的庄严相比.

倪 流沙的日记



听说日本地震了

2008.06.15

看到消息说岩手和宫城县地震了. 我在仙台生活过,听说那里许多文物受损,真是感到遗憾啊. 希望我在那里的朋友们不要出事.

倪 流沙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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