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迟到

2006.10.02

到香川第三周了 由于很多原因 今天才在心连心之家出现 我们暂时不能常常上网 所以 日记已经欠下了很多 大家不要担心了 所有的一切 我都记得 记在心里和日记里 下面开始使用过
去时 简单的汇报刚到香川的几个日子 在东京洒泪后 和○井先生乘了地铁又转飞机终于到达了高松机场 旅途很久很久 很想知道大家都是怎么被欢迎的 我们出候机厅的时候 闪光灯 巨
幅的字报 鲜花 学校理事长 未来一年的同班同学以及早准备好的每人一张电话卡一起出现了 在夜幕中 我们乘着学校的小巴士车在山路上狂奔着 一直一直在夜幕中 我看不清外面的物
象 车里太亮了 外面就更显得暗了 这时候 觉得最黑暗的不是深夜 而是这种白天突然不知不觉地变成黑夜的时候 感觉自己在深山里 心里多了失落感 一个多小时后 仍然在夜幕中 我们
到了女子宿舍 夜幕中的灯光出现了 宿舍门口是同样的巨幅字报 百花丛中写着热烈欢迎 周游 颜潇逸 杨彦斐 换上米黄色的新拖鞋 我跨开了在西高的第一步 宿舍的老太太△井先生使
劲得攥着我的手咿呀咿呀的说着什么 我可以感觉到她看到我们真的很高兴 我的308房间里 制服已经挂好在橱门上 长筒袜也静静的躺在本白色的新地毯上等着 雪白的衬衫 灰黑的格
子裙 我穿上了它们拍了照 桌子上有粉红的大象纸巾套 耳朵扑哧扑哧的 脸上还有两块肉 实在太可爱了 现在它已经和我家的牛成了好朋友 被带下食堂 在味曾汤的气味中难过地吞下
了这里的第一顿饭 为什么这么多人在看着我们 那天 我好象回房间后什么也没做 在行李堆里睡得很香。。 到这的第二天我和我的牛就习惯了这里 房间都是单人的 女生很少 住宿的
女生更少 22人而已 那天是周末 我起来后都做了什么已经不清晰了 印象最深的是我打开了窗子 终于看清了这个地方：--香川 这里是和东京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过滤去繁华都市的喧嚣
与繁华 在这里 公路都是窄窄的两车道 往返的车中 互不相识的人们互相点头打招呼 学校的附近 大型超市 小型便利店 服装超市 生活杂货馆都应有尽有 每天早晨 推开窗可以轻易望
见云雾里的远山 吸到给人神奇力量的新鲜空气 每天傍晚放学 推开窗可以看见绚烂的火烧云 于是常用相机来记下这一刻 自己的房间已经乾坤挪移了很多次 从最早的一片混乱倒头便
睡 到现在的每天早上起来就整理房间 我真的喜欢上了这里 （原文）

楊 彦斐的日记



观音寺秋祭

2006.10.16

上周末的棒球比赛输了　就差一分　我们失去了去甲子园的门票 看着高松第一高中的队员欢呼着奔向观众席　非常难过　如果是我们赢　该多好 颠簸了很久回到学校　●野先生带
我们去了观音寺的秋祭　很象中国的庙会啊！很多年轻的小伙子争着抬挂满彩灯的大轿子　气氛好热闹噢！ 我们吃了东西　还选了纪念物　 回去时　看见了烟花～～ 路上没有灯　
夜幕中很多人在静静的欣赏　我们都情不自禁的停下脚步举起相机 最后拜访了●野老师的家　吃过了美味的天妇罗　 还有哦　老师的夫人是茶道老师　我终于亲自喝过了有名的抹
茶　真是应了电视剧＜粉红女郎＞里那句话：＂我从来没喝过这么浓的茶．．．＂ 虽然我们没有ＨＯＭＥＳＴＡＹ过　但是没有感到寂寞　经常有老师带我们出去　或是散心　或
是去家里吃饭　宿舍的老师石●老师常常给大家点心　水果之类的　感觉很温暖 （原文）

楊 彦斐的日记



求助！

2006.10.22

自己的电脑网络连接突然出了问题。。现在日本的电脑老师看不懂中文的系统。。好像什么办法也没有了 要麻烦颜潇逸用她的电脑 可是多不好呀！ 怎么办呢！

楊 彦斐的日记



不再是秋天了

2006.11.15

我即将每天穿裙子度过这个冬天 从来没有过的 现在刚立冬 冷的根本不算什么 偶尔几阵恐怖的大风而已 香川真的很有味道 冬天听说会有白天和晚上一样黑的时候 现在不坐在窗边上
了~~不能每天晒太阳到背心发烫了。。可是也应该有那么点辐射吧 不在最北边呢！~ 现在每天上课。。有的课要跑到别的小教室去 有老师特别的给我们三个上课。。 班主任是年
轻的女人 有时严肃 有时和男孩子搭在一起 好像一个大孩子 那天喉咙疼了 她噼里啪啦就把我拉到了保健室 咕咚咕咚的喝了药水 她是个好人 （原文）

楊 彦斐的日记



舞台的感觉

2006.11.24

那天很开心 没有去上课 去高松市参加了香川县高中生文化节开幕典礼 怎么说呢 感觉不一样 毕竟是亲身参加了的呀 我们三个作为留学生代表 和一个美国的留学生一起 上台接受了
采访 三个人唱了一首《美丽的神话》 穿着旗袍 出现在周围全是清一色高中制服的世界 吸引了很多眼光 对啊 这样的场合 中国人不就应该穿他们自己祖国的衣服吗 站在舞台之上 银
白灯光之下 有一种眩晕的感觉 其实看不清观众席有多少人 只是觉得那种眩晕的感觉真的很好 怎么说呢 难道是一种在这样的黑暗环境下只有自己一个人被灯光笼罩的安全感。。我
不知道 真的很喜欢那样子。。 最后灯光全亮了 全员出来谢幕的时候 我才发现 听众席竟然有那么多层 每一层竟然有那么多人。。 ps舞台照片效果不太好。。合照的左右两位是采
访我们的一年级生，对我们真得很好噢。谢幕的合唱我们事先不知道 她们就给我们写了份歌词 还都注了音。最后还有她们自己画的感谢卡，每个人都有一份 都是不同的。

楊 彦斐的日记



Homestay

2006.11.26

开心~原来Homestay这么幸福！ 由于上次西高祭调休，11月23日是勤劳感谢日，外加2天的双休，结果我们有了一共4天的放假。。 恐慌地听说连住在京都的同学这4天都要回
家。还听说宿舍会一个人也没有。我们几个就开始担心了。 前几天在上特别授课的时候，白井老师说那4天我们将要由她安排我们到周边城市活动，其中还包括Homestay。 啊呀，
要住到老师家里了，好紧张啊！ 整理好我的包包~踏上了和白井老师一家生活2天的旅程。 第一天去了刘静雅所在的那个冈山县的游乐园。我们一起乘了电车，还穿过了濑户大桥
（是从下面一层哦！往外看有一点点恐怖的！） 有关那个游乐园，可以说的是真的美呆了！我看到了曾经只在照片上见过的京都的树叶颜色：最红的枫叶。它们落得到处都是，点
缀着整个公园。那个公园，充满了欧洲的浪漫气息。我和YXY同学都举着相机拍这个拍那个，因为无论朝向哪个角度，都是一幅好照片。 在家的时候，虽然也去游乐园，但是好像由
于感觉自己没有那么小了，常常不愿意去乘那些游乐园的项目，总是静静的坐在游乐园的鸽子广场听歌。然后一无所获的回家。但是和大家和白井老师的那天，我感觉到自己好像回
到了很小的时候，在动物园的小游乐园不肯回家的时候。这才是游乐园的感觉。 第2天，我们三人和白井老师还有老师的丈夫一起去了丸龟城，吃了蛋糕还喝了下午茶。 傍晚的时
候，我们还跟着老师夫妇俩一起去田里扒了地瓜~白井老师换上了干农活的衣服整装待发，这样真的感觉不是古典老师了，而是很像我的外婆。（在家的时候，我的外婆就老拉着我
去院子里看各种神奇的新长出来的小植物。。。） 晚饭的时候，我们在老师的帮助下煮了乌东面！好吃哦。然而Z同学说自己不喜欢太甜。。于是自告奋勇的抄起另一个小锅子自己
烹饪起来。。结果。。。 那天晚上又睡了榻榻米，睡得很好，一点也不冷。 早晨一边听广播，一边和老师家里的老太太坐一起吃了中国早餐：粥。。榨菜。。烧卖~YXY同学说那
个感觉好像在一个田园农庄上的幸福温馨的生活啊！遗憾的是。。原本ZY同学说好要早起来一展厨艺的，结果起晚了。遗憾哎！ 早饭吃完，从老师家出发，一起去看了
《DeathNote2》。很显然的我没有看懂。。。。（不过我很喜欢，马上就去找中文版的漫画看看。） 后来吃到了美味的中华料理宫保鸡丁，我除了那些葱几乎全吃光了~喜欢~ 最
后的玻璃杯子DIY，每个人都作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己的杯子。我最喜欢DIY了！ 这是我们三个第一次的HOMESTAY，过的非常充实，真得很感谢白井老师和白井老师的先生的
悉心安排和照顾，我们很开心~ （日记很长，麻烦翻译的老师了！对不起！） （本文）

楊 彦斐的日记



nothing but a little sad

2006.12.07

not going for the soccer competition nothing but a little sad hope everyone will do a good job wheather on the soccer grass or just act as a cheerman on the side of
the grass the result is not so important just try your best swear it again and again you guys are the best

楊 彦斐的日记



Homestay之和服篇

2006.12.31

和服~ 真的很华丽啊~ 还没来日本的时候，只要是一提到日本，脑子里就浮现出穿着和服的女孩子，或是打着伞站在京都的红叶下，或是端坐在榻榻米上进行茶道表演.. 想到日本的
时候，最向往的就是和服了。 早在很久以前，石井老师就拿来贷衣店的宣传册子给我们看，说要争取homestay的时候带我们去那里。看了觉得好好看啊~终于有机会真的穿次和服
了，非常期待。 原来上次在朝日山穿的叫做“浴衣”呢，这次穿的才是“着物”。果然这次要复杂多了！。。时间也花的更长了。 原来听说阿~穿一次和服要花一个小时呢。后来
店里的阿姨告诉我们，其实也用不了那么久。后来YXY同学说：真复杂呀！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石井老师的小孙子，十岁的勇气君也没有闲着，在一旁负责照相，闪光灯一直没
有停过。后来呢，在椅子上睡着了。呵呵，这孩子真可爱啊。 呵呵~听说咱们三个穿的是成人式的花色的衣服。又快到了过年了，我们就要十八岁了，成人了哦。期待着。 今天非
常感谢石井老师带我们来这里。今年虽然没有能在家里过年，但是和石井老师一家一起，就不寂寞了，和在家里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楊 彦斐的日记



返回了

2007.02.21

返回了的… 早上6点30分，王先生向说了不送我，冲绳出发了。早饭只是二人。 白天(中午)11点40分，朱先生也先去了给千叶。 那么，最后是我。颜先生，韩先生，K们在，交流中
心的老师们在，我，不哭。 与来自小岛先生的盒饭到达了到来自王先生的吃了丁当做这样，江河中的浅滩。 早上是是广岛，现在已经香川。 这里什么都不变化。 这个四天，想做
梦的… （译文）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楊 彦斐的日记



2·24

2007.02.24

今天做了北井老师和吃饭和开汽车远游。 北井老师去年11月去中国，在对面成为了日语的专门学校的副校长。 最近是中国的新年。那个学校休息着。 并且北井老师返回了日本。同
时，老师明天去那个学校。 我与老师一起努力着外语的学习。 今天做了purikura，硬，与书音乐做好哟。老师言增加了「日本也中国，也还是女孩子大头贴非常喜欢」。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楊 彦斐的日记



3.10.

2007.03.11

昨天我去看了石井老师的孙子勇气的和太鼓表演，他真伟大哟！勇气全然没弄错,很厉害!! 早上9点30分出发，在老师家见到陶瓷工艺的老师，在玻璃杯上画了画，吃了很好吃的面
条，还进了咖啡店。晚上吃了炸猪排，非常喜欢哟！唉呀，还去了庄内半岛，非常非常漂亮，心情舒畅哟！而且，发现了可爱的贝壳，带回来了！ 总是石井老师带我么出去的。和
石井老师一起出去还是最快乐！ （译文）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楊 彦斐的日记



４．１

2007.04.02

今天我们去丸龟的国营讃岐満濃公園。虽然以前去过丸龟几次，但是我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公园。因为不能只有三个人去，所以白井老师带我们去。开车几十分钟后，到了那个公园
了。第一次的印象是很广大的地方。进去后看了各种不同的花。最美丽的还是樱花！水仙也是满开。因为现在是春假，所以很多观光客来，公园很热闹。我和颜一起骑两人用的自行
车，轻轻松松得玩儿。中午我们吃鸡腿，之前也吃过，这是第二次。有点油腻，但是很好吃啊！下午我们去朝日山。开车去一半之后，自己爬上去。那个山呢，真是樱花的世界！眼
前的全部都是粉红色！开樱花时的朝日山，非常美！前天也跟石井老师一起去看爷神山的樱花。在那里认识了来看花的温柔的老爷爷们，他们还给我点心，很高兴呢！啊！日本果然
是樱花的故乡！终于看到了！

楊 彦斐的日记



5.20.

2007.05.20

一周的考试终于结束了，今天休息。一直睡到早上10点。早饭是吃素面包和老师的特制咖啡牛奶和色拉。吃完饭后，与勇气君一起打羽毛球，玩棒球。白天(中午)，使用「香川县的
人的另外(区别)腹」，在切面店吃了天麸罗切面。。。 　　在日本家庭寄宿以后，开始过着普通的日本高中生的生活。每天早晨自己起来，步行去学校上学。老师时常会把饮料或者
冰淇淋放在冰箱里，制服的衬衫也是老师帮我熨斗。。。。我想像这样和善的老师，是到哪里都找不道得。经常与家附近的阿姨们，小学生们一起来聊天。星期六，星期日与大家一
起吃早饭，去衣服店买服装。我也教阿姨们一些简单的中文。 　　4月末，与小周，小颜，日本的家族一起去了到鸟取县玩了一天。去了有名的鸟取沙丘，沙丘的对面是很漂亮的大
海。我想这大海的对面可能就是中国吧。在那里我拍了照片，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这样的蓝的大海，我一定永远不会忘记。 　　当天，我们还乘了船。这次乘船的感觉与上次中
间进修的时候（宫岛）全然不同。这次风浪很大，船摇晃得就像过山车那样。头发和眼镜都沾湿，虽然很可怕,但是感觉很快乐。 　　旅途中，我们品尝了梨果冻和包子等东西。特
别好吃得是蟹汁，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大章鱼，它慢慢地动着，看上去很有趣。 　　最后，我们买了螃蟹馅饼作为礼物送给同班同学。老师，朋友也为自己的学校的老师们买了礼
物。 　　在日本家庭寄宿之后，生活有了很大得变化。这里有家庭的感觉，我很放心。现在我感到非常幸福。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楊 彦斐的日记



明天,离开

2007.07.22

今天是在这里的最后一天了,很久没有写日记,因为最后这段日子实在过得太快,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结果连日记也没办法去记了. 每天翻开日记本,第一句话写的都是"要回家了",之后思
绪便开始飞到回家后的种种想象当中去,便没有心情再写下去,也就不写了. 日子实在是快,尤其是这后半年,就像桥本老师在广岛和我说的那样,后半年会更加得快.当初写的那篇"我要到
日本来做的事情"还历历在目,如今已经来写告别文了.还记得当初日语很不好,便很紧张的参加面试的时候的纠结心情,现在已经能从容自若的说一些了,想象这一年,真得很值得了. 很多
人都跟我说,因为这一年国内的课程有可能会落后于别人一些,但是这一年给你带来的不只是一点点收获. 离开家里那么久,我终于坚持了下来!当初桥本老师问我独自在外一年能否坚持
下来,我坚决的回答道我可以,但爸爸妈妈可不可以就不知道了,一年下来,我觉得我做到了,大家都做到了~~我们32个人，和大家的父母亲都做到了。 今天是最后一天，仍然继续着最后
这十几天的忙碌，早上石井老师帮忙送走最后一个大邮包，带我们回宿舍进行了打扫，还和一个书法的老师一起吃了午餐，分别的时候，她写了寄语给我们，我们小心的收起来，老
师站在路边送我们，她眼眶红了，那瞬间竟然突降大雨，好难过，没有相处多久就要分开了……若不是爸爸妈妈等的好辛苦，真希望再和老师好好相处相处，练字，喝茶，还要学好
多好多东西。 毕业式那天也和一直关照我们的理事长，校长，老师一起出去吃了饭。 今天晚上，在家里又为我们开了小小的温馨的家庭送别会，石井老师请了和蔼的大叔在家做了
好吃的料理，大家边吃边聊真得很开心，除了主食还有很新鲜的南瓜汤和水果，大家吃的都好饱，最后穿着洗好澡之后的睡衣拍了纪念照片（不能给大家看的……因为睡衣所以都是
些奇怪的样子）。不过那时的笑脸是最开心的…… 明天就要走了，明天我们会乖乖的自己起床，启程去东京，就这样给这一年画好一个真正的句号。

楊 彦斐的日记



写毕业生日记吧

2007.07.29

我回来了！～～～～ 整整睡了几小时以后，我终于回到了现实。 看了交流中心的网站。大家都在写日记！但是为什么还在写「留学生日记」？大概大家的心还留在日本，留学的生
活还没有结束。但是，回国了，新的生活不开始也不行。就像我，首先必须打扫房间，8月22日学校就要开学了，还想与朋友见面。。。以后，一定会更忙！ 我也与小苏一起来介绍
苏州！各位，请多关照！ PS 照片说明:我带到日本的牛终于见到了哥哥！已经相隔有一年了！心连心！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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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苏州2

2007.08.06

现在是我介绍苏州的时间了！ 我也想向日本朋友介绍很多有关苏州的事。 很久以前，苏州就被称为「水乡」，意思就是在这里到处是水。我想大家看到小苏的日记，就可以知道，
它是一个古典的地方，给人一种很安静的感觉。但是，我现在要为大家介绍它的一种新的身姿。 苏州没有上海，日本的东京那么大，苏州人的生活节奏也没有那么紧张。 因此在苏
州不需要电车。一般的学生们都骑乘自行车去学校，大人们也是开车或者骑自行车去上班。在早上和傍晚的交通高峰时间，道路一直非常拥挤，作为高中生，我也是其中一员……那
是这是没有办法的。 现在的苏州没有电车不行吧。 休息日，苏州人经常或在自己家里，或去亲属的家里。天好的时候，上哪里去游玩，或者去看自己喜欢的风景。以上可以说，与
日本没有什么不一样吧？ 我认为普通的生活到处都一样。 以后，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下有关自己的家的情况，自己的学校的事等，总之，将为大家介绍很多情况！ 各位也来参加！
照片的说明1.苏州最繁华的商业街！观前街！～我以后还会拍一些照片，为大家再作更详细地介绍。 2.是中国的肯德基。但是如果吃得太油腻的话，对身体不好。(尤其是减肥) 3.冰
激凌店铺，这里在店里吃得与在超市里买得感觉不一样。这里不仅只卖冰激凌，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茶以及蛋糕。Haagen Dazs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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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2008.01.01

日本已经到了2008年了吧！我忘记了！对不起，来晚了! 新年快乐！ 今后大家一起努力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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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ashi老师来苏州啦……

2008.05.11

哈~今天真开心~因为和togashi老师玩了一天~ 一起吃了苏帮菜，到学校里转了一圈，还在学校边上的小店喝了奶茶。 我们一起说了很多话，就像没有分别过一样。togashi老师跟
我们讲了他许多有趣的经历（包括恐怖的经历），大家都很开心。 照片一：在酒店大厅拍的哦~ 照片二：《为国际交流战--致togashi老师》

楊 彦斐的日记



火炬来苏州咯~

2008.05.25

今天本该上日语课去的，不过由于交通管制和学校课业繁多的原因我“翘课”……（拜托小苏抄笔记……） 不过我看到了火炬噢！！就在家门口……真的好多人啊~ 虽然我有高度优
势（在阳台上），但是还是没有拍到火炬…… 哎……不过拍到了一些其他的，大家凑合看看…… 图片包括 人群。。以及楼上的五星红旗~~~~

楊 彦斐的日记



写日记~~

2008.09.26

明天是运动会 不用交作业! 今天忙里偷闲一下！ 本来中秋节要上来问候大家的，但是电脑上网功能被雷劈坏，没能来成，呜~~~ 现在电脑修好了哦~~不过中秋节也已经过掉了！
遗憾~！ 那就祝大家享受美好的秋天~ 我们苏州降温了~~中国的北方肯定早就很冷了吧？日本怎么样呢，大家请注意保暖表感冒哦~~ 收到togashi老师的邮件，他的千里走单骑太
帅了！ 可是11月中旬到苏州，那时我可能和小朱在日本参加短期交流活动呀！这可怎么办……togashi老师加油加油快快骑，在我们出发之前来到，或者一边看风景一边慢慢骑（但
要注意安全），在我们二度访日回来之后见面！真是太期待了！

楊 彦斐的日记



见到了石井老师！！

2008.11.22

好开心啊~ 我参加了短期的访日，去了东京，大阪，鹿儿岛，冲永良部岛，奈良。基本都是第一次去！ 这次是晚上的飞机，在我刚踏上日本的土地的时候才感觉的，我竟然这么想
念日本，路过第一次到东京住得旅馆，看到远方红色的东京铁塔，我和小朱不知道有多激动和感动！！ 可惜没有看到桥本老师小岛老师等……（当然也没有遇到富坚老师……
哭……），不过第二天在欢迎早餐说明会上远远的看见了基金会的佐治老师，但是怕他不认识我……没敢上去说话。这一去才发现，日本还有很多好地方在等我们去看。我们去了一
个南部的小岛，叫冲永良部岛，真是好美啊，更勾起了对冲绳的向往~~~最后在归国前，石井奶奶和小孙子勇气特地来大阪看我，订了相同的酒店和我见面，还给我带来了好多礼
物啊~~（照片付）。。同学们都羡慕的不得了。第二天早上还早起到机场送我，我和石井老师约好了明年再见面，真是开心的一次相会~~

楊 彦斐的日记



好烧煎饼

2009.09.30

今天，妈妈作了好烧煎饼，用以前石井 老师用ems寄来的好烧粉！ 味道稍微不同,不过，非常美味！ 那个时候，想起了日本的大家和长期第1期正的大家！身体都好吗？ 明天是 中
国的生日，恭喜恭喜！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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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节~

2009.10.02

今天去做了宠物节的志愿者工作！ 晒了一天！防晒霜忘带！ 抱着猫猫好软……真是好懒洋洋的猫咪啊！

楊 彦斐的日记



我回来了！

2010.03.21

我回来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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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会

2010.03.24

回家了~前几天忙着上课 今天来写写交流会 哎 那他我迟到了 倒霉透了 给大家添了麻烦 不过还是安全到达 拍了很多照片 不仅和老同学又见面了 还遇见很多新的老师和同学 山崎老
师和小岛老师还是一样和蔼可亲呢！！ 新认识的几位老师也超级好呢 可惜 没有看见桥本老师togashi老师和女生小岛老师呢 大惊喜！山崎老师说在日本homestay的石井奶奶给我
带了礼物！大家好羡慕！ （礼物内容是秘密哦！只透露一个，是我最爱的お好み焼き制作材料 连ソース都有！这里买不到耶！好怀念O(∩_∩)O哈哈~）谢谢石井奶奶和辛苦的搬运
过来的交流中心老师！

楊 彦斐的日记



好久不见

2010.08.21

好久不见。大家还好吗？我总是很精神（好像写信这样） 今天是我的生日,总想起在日本生活的每天。中国现在大部分都特别热><，这边的日本怎样？ 那么，再见。 ps 从今天开
始，a-nation？我非常喜欢中岛美嘉和东方神起的曲子！今年也参加a-nation吗？在日本的大家，我很羡慕你们！ +旅行拍摄的照片三张！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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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好

2011.01.17

收到交流中心的明信片，谢谢，很喜欢，就是上面的照片认识的老师不是很多了，但是大家都在笑很欢乐的样子很亲切！^^ 昨天和homestay的石井奶奶视频了！奶奶烫了头发真
好看！ 在语言培训中心，今天认识的日本太太名字叫“忍”，真是帅气的名字！

楊 彦斐的日记



大家不要紧吗？

2011.03.11

大家不要紧吗？担心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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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团饭团

2011.05.20

!!
做了饭团

我做的哟！真的!!真的!!!

不是妈妈的作品哟！

ps

表面上撒的东西(？)是日本的石井奶奶给我的礼物的一部分哟！～～～～～～～谢谢!!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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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石井奶奶的土特产！

2011.05.20

前几天日本的邮件到了，是石井奶奶的礼物。

有我很喜欢的赞岐切面和在日本每周买的点心，吃了一惊！很多的土特产，谢谢石井奶奶!!!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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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011.05.20

这是从中文教室的8岁男孩和11岁的女孩子那儿得到的礼物！高兴！

我和颜同学在日本时种的玫瑰花开得很美丽。这照片是石井奶奶努力用skypE发送的。谢谢奶奶！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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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团

2011.05.21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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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011.05.21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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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和日丽去远行

2011.07.12

 诸位，好久不见!!!!
 

/ >暑假终于开始了。现在苏州已是盛夏，日本也一样吧
 ？

那么，报告一下近况！我今天日本人的中文练习学校打工Bai
 。仍旧是一周三次左右。对日本人太太们，大叔，孩子们总是快乐地谈说着。

然后，重要新闻发表！我和homestay家的奶奶时隔三年见面了!!!
 

6月17日，奶奶和中国大连出生的朋友来到中国。baa
 在我回国后，我和奶奶总是用电话啦，skype啦聊天。我利用双休日的休息决定去大连的，去见奶奶

 。

大连是港口，旅行城市，听说有很多日本企业
。从飞机上从下来时，欢心雀跃。到达奶奶住的旅馆时刚好奶奶买东西回来。

。手上都是袋子，幸福溢出的笑容。见到奶奶精神的笑容最高!!!那一瞬，我觉得自己好像没返回到中国，一直在奶奶旁边看着似的。」奶奶早就在预约宾馆时把我和朋友安排在隔壁
的房间住下。

。

隔了三年见面了哟！这时，如果小颜和小周同学在就好啊。

在大连，遇到了5届生的ukan。ukan也是住在奶奶家，今年3月返回了中国。没能在日本继续留学
 好象很遗憾，不过，ukan正在中国的高中拼命学习，为了以后去日本留学的目标。

 

，在太阳的阳光中闪闪发光？

 好吃的，好说的，好笑的二天是真的很短
     返回之后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月，看照片，回忆迎面而来

 。昨天，和奶奶讲电话，约定「还在大连见吧」。奶奶，谢谢您。一定，再见!!!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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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两年汉语的学生回日本了

2012.08.04

这是在这里学习最久的一位学生，今天他在苏州的工作结束了。下个星期回日本了。

可惜~是非常努力的学生。

哎~脑子里响起一句歌~

山口百惠的「谢谢你」~里面的一句「悲しお別れちかずいてます～」

大家加油！

楊 彦斐的日记



メリークリスマス！

2012.12.19

大家好！好久不见！

你们好吗？

我来汇报近况了！

我将在明年6月毕业。

今年11月的时候我的就职活动结束了，如愿以偿的录取了喜欢的会计师事务所（因为我会说日语？！哈哈）

从明年开始将要踏上新的旅程。

照片上是我去事务所签约的那天，和我的好朋友！~

在等待笔试面试的过程中，我很担心不能录取。在和homestay的石井太太打电话时告诉了她。她从一开始就很关心我的就职活动，她在邮件里对我说，因为你很努力很优秀，所以
一定会采用的！鼓励了我。终于，真的录取了。我非常高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

“中国的女孩子中，现在流行什么东西呢？你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吗？我想作为礼物送给你，作为你就职的庆祝。”石井太太对我说道。她送给我了很好很好的礼物。我会非常珍惜的
使用。

我很感谢她的支持和鼓励。

ps 我和她还有她的孙子勇气约定明年一起学习汉语。勇气说想要到国外的大学去留学~

ps 照片上的男孩子是我的汉语教室的学生R君，在中国学了2年汉语，他的爸爸工作结束马上要回日本了，他和姐姐也要回去。我很舍不得，拍照留念。他和姐姐都是优等生
啊！！！R君 R酱 加油！

楊 彦斐的日记



PS还有一张图片是我们汉语教室楼下的圣诞树，大家圣诞快乐！

ps 为什么图片无法横过来？大家的脖子对不起！请多关照！

在日本的大家，在中国的大家也请加油吧！

天气冷了，注意不要感冒！

再见



遗憾的约定

2013.05.17

从冬天开始和host family的石井老师用LINE开始聊天了。

石井老师一直邀请我去日本找她玩，所以这次我们约好了去日本玩的事情。石井老师说：“你们在日本的时候，什么也没给你们做。你们一直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带你们去很多的地
方旅行。”我非常感动，想去见石井老师。

和togashi老师联系了，他推荐我们在台湾见面，但是不能自由行动很苦恼。所以想，我努力申请一下日本的签证吧。于是拜托了旅行社，可是忙了两个月，最后还是放弃了，怎么
样也不行。

昨天告诉了石井老师这个悲伤的消息，她说了很多感动的话安慰了我，说听说现在中国去日本的签证很难，但并不要因此担心中日之间的关系，以后还有机会，最后说要来中国见
我。

 

很多事情并不是都能像计划那样完美的进行。我感到很遗憾。:"(

石井老师最近要重建家里的房子，忙着搬家，我感到很抱歉。

什么时候中国人可以不要签证去日本短期旅行呢？那我就可以常常去了。

快要毕业了，也快要因为工作忙起来了，但我会和石井老师保持联系的。谢谢！

楊 彦斐的日记



愉快的旅程~日本交换留学10周年~

2017.01.18

2016年12月带我的妈妈来到日本旅行~

去了东京，并且到香川县探望了Homestay的石井先生。

2006年到2016年，赴日留学正好十周年，感叹时间过得非常快~

东京的旅程很愉快，带妈妈去了以前去过的地方，还坐了人力车。

香川的旅程也十分愉快，去了两个漂亮的公园，吃了怀念的乌冬面和好吃的带骨鸡腿 ，还住了温泉旅馆，石井先生一路开车，一路和我们聊天。另外，在新年前提起见了金比羅
さん。

香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有非常怀念的地方，因为是快乐的时间所以觉得特别快，希望 能再多玩几天。非常感谢石井先生~

我们约定了明年来中国见面

PS：最后一张是石井先生保存的十年前的照片，我和小周还有小颜。

楊 彦斐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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