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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丢豆zairiben〈一〉

2006.10.02

在我开始这封日记之前，请原谅我要发一点点小的牢骚，杨彦斐同学！！！你简直慢得像一只一百公斤重的蜗牛！！！！四十五分钟啊！！！！！居然打了不到二百个字！！！我狂
晕了~~~并不是她的打字速度慢，而是她几乎是以打五个字删掉三个的速度进行的，这个地道的南方小女人，以她独到的耐性和韧性，为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树立了光辉
而永存的榜样！ 好了，不要为我这个可爱的室友浪费时间了，说说来日本后的感觉吧。 怎么说呢，这次日本之旅打破了我几乎所有对日本原有的印象。日本，似乎有两个平面的方
块字，跳出纸面，像一只刚破茧而出的蝴蝶，慢慢在我的眼前，展开她的美丽奇幻翅膀。刚去东京的时候，只是惊讶日本的发达，以及服务的人性化，细致化。举个例子来说，当我
拖着沉重的箱子进到东京的宾馆时，低头看看地面，立刻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呆了一下，倒不是有什么高科技地板砖，而是盲道居然一直通到宾馆的服务台。来的三十多个人，
差不多都是从国内的大都市来的吧，可谁能骄傲的告诉我，我的家乡盲道也是这样的呢。我想大概少有的吧？还有一个小细节，可能说出来有点不雅，在东京去的几个地方的厕所，
冲水按钮旁边都设有盲键。让我感叹了好久。也许是日本人仔细，但这些小小的细节却让我觉得温暖，联想起来日本之前，那位老师用了好的力气教我们手语，才明白他的用心。
后来，跟着学校的教头离开了东京，奔赴香川。那时的感觉，就像心理最后的一点希望和温暖被剥夺掉了，离开家，离开了爸妈。而现在，连我亲爱的朋友们也要离我而去了。眼泪
自然是忍不住地，自然更没有办法让自己用微笑来面对那位将要相处一年的教头老师。回想当时自己应该是沉默的吧，不知道那位资质深厚的老师，是怎样忍受被一个初次见面的小
女生冷落的。只记得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还是做了什么，让我慢慢开始说话，开始注意飞机外的云朵，开始想象将要见面的学校，开始渐渐找回笑容，找回被剥夺掉的希望和温度。
再往后呢，就是我开始了新的学校生活，也就是从这时起，才真正接触到了生活中的日本人，好象每天都有好多好多的不可思议冒出来。比如说这里的女生上学都画着很浓的装；比
如说这里的学生可以在班主任的课堂上呼呼大睡，却在保健课上认认真真地记着笔记；比如说这里的人们从来不自己带水去学校，只是在自动贩卖机里买；比如说这里的女生宿舍，
全部被她们打扮得像一个个个性展示台，一个个小小的房间里，装饰得可爱无比；再比如说，这里的校服裙子被女孩子们卷的奇短无比，老师们对此视而不见却要求她们必须配戴蝴
蝶结。一切的一切，与中国的高中是如此的不同。但是有如此的相同，每天上学放学，上课考试，偶尔上上网，每周二和周五大大高尔夫，平静闲适，没有了国内的压力，和紧张的
气氛。说不上是轻松还是空虚。 这个小镇，大概从来就不是一个具有都市气息的地方。这里虽处可见的，是街边小小的院落，修剪成饭团状的松树，蓝蓝的天空几丝浅淡的云，还
时不时地会出现稻田，和向日葵。简简单单的城市布局，普普通通的农村生活，没有高楼大厦的阻隔，人的心似乎离得更近了。老太太们热情地嘘寒问暖，老师们殷勤的安排帮助，
小孩子们纯真的嬉笑打闹。生活被简化了，被过滤了，被放慢了，只要你肯体味会发现生活有了更多的滋味。 初次离家这么远，这么久，真的不习惯。可能我是个恋家的人，只是
原来没有发现。总以为有了机会就会飞的很远，拥有了翅膀就不会待在狭小的巢里，可以潇潇洒洒，可以不被拘束。但这次我发现我错了，我的心很小，它被一个叫做家的东西填得
满满的，也根本没有想象中的坚强，因为只需要一点点轻如薄丝的思念就足以让它无法承受。总是被杨和周笑话我脆弱，时不时得会因为想家哭鼻子，但是却无可奈何，因为眼泪从
来就不会听从我的安排。知道家里的人都在挂念着我，每次打电话都听到妈妈的嗓子变了声音，也知道经常加班的爸爸因为等我的电话，往返于家于办公室之间。人总是比想象中脆
弱，这次我真的相信。 其实应该庆幸才对，这里的人对我们真的很好。会长先生，经常私人带我们出去玩，参加各种活动，还请我们去他家里穿和服，更会时常送我们些好吃的东
西打打牙祭。校长先生，把我们简直看成了学校的骄傲，带着我们去各处拜访。高尔夫教练，带我们去看濑户大桥，请我们吃中国料理，送我们高尔夫手套。寮监先生，把我们当作
女儿一样看待，给了我们很多好的忠告。更是有很多热心的老师，给我们置办生活必需品，唯尼熊图案的暖洋洋的窗帘，大象形的抽纸盒，洗衣粉，晾衣架，拖鞋。好象所有的生活
必需品都没有让我们自己费心。我们三个人都很知足，也真地很感谢他们，只是不知道怎么才能表达，似乎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谢谢可以说完的。真情无价，只能用真心来相报吧。
也正是由于他们，我看到了真正的日本人，他们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匆忙，他们很会享受生活，会用很久的时间来装饰自己的房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们也没有想象中的冷
漠，他们经常会露出温暖的笑容；他们也不像书上说的那么严肃认真，他们也会像我一样犯一些这样那样的小错误；他们对于中国充满了向往，会因为学会了一句中国话兴奋很久，
他们也喜欢吃青椒肉丝，麻婆豆腐。这一切都让我觉得熟悉而亲切。 说了这么多我的情况，你们大家过的好吗？很是记挂呢！你们几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家伙，好好照顾自己啊，姐
姐我很是担心啊！速把你们那边的情况汇报过来！！！！ 马上就是中秋节了，大家千里共婵娟！！！！各自保重~~~~ 九月的某一天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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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丢豆日记2

2006.10.26

真是不好意思，过了这么久才起笔写这篇日记。自己本来就有懒惰的坏习惯，在这边没人约束，就更加严重了。最近没什么事，就是在忙期中考试，奋斗了一个星期，成绩发下来，
总算是对得起自己。数学B和化学第一，国语跟表现都八十多，比我想象的好得多。不过古典就比较惨了~~~呵呵。 现在宿舍里可以上网了，虽然不在自己的房间，但总算是比原来
方便了不少。我还跟爸爸妈妈视频聊天来着，他俩看见我兴奋得不得了，多少有点辛酸。只不过杨彦斐的电脑突然不能上网了，比较郁闷。有哪位的电脑知识充足点的，帮忙解决一
下啊！！ 时间长了，刚来时的兴奋，慢慢淡下来。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一年，才发现，自己给自己选择里一条，多么充满挑战性的一条路。这里，没有老师的讲解，没有考试的压
力，没有规定的作息时间，一切显得那么自由，那么有诱惑力。但是呢，再想想国内的同学们，高二的生活自然是忙忙碌碌，紧紧张张的，如果我在这边无所事事，回去后会怎样
呢？我拿什么去面对马上就要来临的保送考试呢。一想到这些，就觉得心里突然进了一下，像一块冰滑进了胃里。心情总有些压抑。再加上这边的自学条件真是有限，手头的资料又
少，真是让我干着急。幸好现在可以上网了，找资料什么的还方便些，实在不懂还可以跟国内的同学老师联系一下。但愿可以把拉下的内容快快追上。 对了，怎么都说我的电话打
不通？奇怪了，怎么可能呢。算了，反正我现在上网方便了，有事的话给我发邮件好了。xiaoyi●●●●@hotmail.com （原文）

顔 瀟逸的日记



丢丢豆日记三

2006.11.11

好激动啊！！！！！！！！！！！！！！我们学校赢得了香川县足球全国选手权大赛的优胜奖阿！！！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们可以去东京参加全国大赛了！！！今年寒假可能
将会伴随着一场场激动人心的比赛度过。实在是太好了~~而且，校长说，会让我们三个留学生，跟着应援团一起去东京，那样的话这个寒假可能就会在东京度过了。 实在想说说今
天的比赛，如果说以前没有真正体验过阳光总在风雨后这句话，那今天可真叫见识过了。出发的时候，天上就飘着零星的雨丝，抬头看了看天空，大块大块的乌云还在远远的地方徘
徊，似乎没有侵犯我们的意思。而我们的比赛就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中开始了，也许是受了天气的影响，比赛进行的也并不激烈，双方虽然都对是瞄准了选手权而来，但面对实力相当
的对手，谁都不敢轻举妄动。三十分钟的垃圾时间后，我不禁在心中默想，如果在这时候进一个球，应该就可以以领先的身份进入后半场了。刚刚把思绪拉回比赛，却发现我们的小
个子前锋已经带球到了对方的禁区附近了，三个对方的后卫向他围拢过来，真是替他捏了把汗阿，不禁有点失望，这次进攻肯定又是无功而返了。但是他好像却没有打算放弃，一停
一顿之间，居然选择了直接射门。而这突然的射门，似乎把对方的门将也吓了一跳，等到他反应过来，向球扑去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当皮球在他的指尖划入球门的时候，一阵
狂烈的欢呼，也在我们的拉拉队中爆发出来了！整个我们的座席都疯狂了！于是，就这样神奇的像我想象的一样，我们以一球领先进入了下半场。但是老天似乎却并不开心，一阵狂
雨倾盆而下，虽然早有准备得穿了雨衣，但是因为雨实在是太大了，冰冷的雨点还是不住的打在我的脸上，眼镜瞬间就被淋得看不清楚了。旁边的人开玩笑的说，肯能是因为是对方
的主场，所以连老天也帮他们了。但我们的热情却始终没有被大雨压下去，一直以最大的努力为他们加油。可能场上的队员也感觉到了吧，下半场开始20分钟的时候，我们的进攻
又一次攻破了对方的大门。2比0，大家都松了口气，觉得肯定可以拿下这场比赛了。身边的周游很有把握的说，不用打了，都2比0了。肯定会赢了。但俗话说骄兵必败，果然是这
样，就是这一放松，就被对手抓住了机会，将比分改写为了2比1。大家有点着急，怕好不容易拼下来的领先地位，被对手追回来。场上的队员也因为这急躁屡屡犯下失误。在还有
十分钟结束比赛的时候，我们的同班同学却因为累计两张黄牌被罚出场，而对方也获得了一次点球的机会，心里真不是滋味啊。心紧紧地揪在一起，不停的为守门员祈祷。整个赛场
都静下来了，似乎连雨都悄悄变小了，好像怕打扰了他一样。一声哨响，抬脚射门，与此同时，我们的守门员也做出了正确的判断，飞身向着球门的右角扑了过来，在将要倒地的一
刹那，稳稳得拿住了球。我们全都被震撼了，紧接着是突然而来的一阵巨大的欢呼声，身边的大鼓敲得如同九天巨雷，震得我全身都跟着鼓点一起颤动。 后面的几分钟里，对方虽
然一直以全场紧逼的攻势向我们不停的发起进攻，但我们的队员却受了守门员的影响，镇定的，果断的防守着，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的机会。 远远的一声哨声传来，我知道，我们
赢了。抬头却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大雨早就停止了，黑压压的乌云也离开了我们的上空，而太阳也在此时对我们露出了微笑。暖暖的阳光温柔的抚摸着我们，让我刚刚冻得冰冷的
双手也渐渐变得跟心里一样温暖了。 “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虽然我没有看见天上的彩虹，但我相信，心里的胜利彩虹，一定比它更加美丽耀眼吧！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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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丢豆日记四

2006.11.19

看了好多人写学园祭的日记了，但是，估计没有人的经历会比我更加神奇了。 十一月十七日开始的为期两天的学园祭，是我们早在近一个月前就开始讨论的话题了。想想就激动人
心，学校建校六十年的校庆了嘛，自然是分外热闹的啊！再加上周围同学们热火朝天的准备工作，就更使我们对这次的学园祭充满了想象和期待。 当十一月十六十的晚上到来时，
我自己都有点兴奋的手忙脚乱了，丝毫没有对自己肚子提出的警告在意。早早洗漱了就睡觉了，虽然怎么也睡不着，半夜还醒了好几次，但我一律归结为太兴奋造成的。可是当十一
月十七日，这个我朝思暮想的日子来临时，我却无法想象想中一样，第一个冲往学校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病了！！！很不合时宜的病了！！！！我甚至挣扎着爬起床，试图去吃
早饭，结果却是将肚子里的东西吐了个干干净净。头重脚轻，觉得走廊变成了悬桥，晃来晃去得让我踏不准节拍。于是连好不容易穿上的校服也没有换下，就倒头扎在了被子里。杨
彦斐见了我嘴唇惨白的样子，急急忙忙地去告诉班主任老师了。我却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任凭沉重的睡眠所吞噬。第一次醒来，是楼下的寮监老师，送来体温计让我试试看。第二次
醒来，是学校保健室的老师，告诉我不要担心，学校里很多人都得了这种奇怪的病症，估计是一种肠胃性的流感。并且让我跟她去学校的保健室，说那里已经有很多我的病友在休息
了。班主任也赶来，一起跟我商量愿不愿意去医院。得到了我肯定的答复后，她让我先跟保健室的老师去学校等她，她去准备一下，就带我去医院。当我躺在保健室暖呼呼的床上
时，又忍不住睡了过去，直到老师推醒我一起去医院，才清醒了些。 因为爸妈都是医生，所以对于从小住在医院里得我来说，去医院根本不是什么大事。不过，想到是去日本的医
院，心里还是有点发毛，万一什么也听不懂，又没办法回答医生的问题，可怎么办啊？果然，平时学的东西，在这种专业性如此之强的场合，显得少得可怜。好多问题都需要班主任
在一边讲解好久，甚至动用了写汉字的方法，才能解决。这时的我，因为本来就难受，又因为什么都不懂，心里莫名就觉得很委屈，想起了国内的爸妈，眼泪不自觉的就往下流，忍
也忍不住。看到班主任紧张的样子，又禁不住怪自己太脆弱，拼命挤出一丝微笑告诉她没事。 终于，忙了半天，我被送去打吊瓶了。可此时，我连自己到底的得是什么病也不知
道，可想了想问了也不一定懂，就什么也没说。躺在注射床上，心中又开始紧张。早上没喝水，前一天的又都吐了，早就有点缺水了，血管肯定瘪了，万一打不进去怎么办？但看看
护士阿姨认真的目光，安慰的笑容，我也终于把心放下来，扭过头去。一丝丝的疼痛，瞬间就消失了，赶紧看看，原来已经好了。感激的冲着护士阿姨笑笑，说了句谢谢。然后整个
人放松下来，不禁又有点想家，想起每次在家生病的时候，爸妈总是围着我团团转，细心到把我的每个毛孔都熨贴好。但又一想，觉得虽然身在异国，但是周围的人却没有让我感到
陌生。老师们，都那么和善，像家人一样的照顾着我，不由得又觉得很温暖。就这样，脑子里乱乱的，慢慢的又睡去了。醒来的时候，点滴都已经完了。护士阿姨很温柔的把我扶起
来，替我穿上外套，送我到等候厅，原来班主任老师一直在外面等着我呢！又是一阵感动。 忙完了这一切，回到学校，已经是下午了。觉得没什么大碍的我，实在受不了学园祭的
诱惑，挣扎着就要去看。没想到才走了几个班就不行了，脑袋好像特别重。昏沉沉的，只能又回到宿舍去睡觉了。 于是，我期待的已久的学园祭，第一天就在我辗转睡觉地点中度
过了！！这实在是我所没有想到的。 不过还好，错过了第一天，还有第二天来补偿我！十八号，早早的出发，跟着大部队，去体育馆看表演。这里没有生硬的讲话，也没有什么严
格纪律，一切都是随性而至。大家轮番上台唱歌，好或不好都有人欣赏，都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很开心的一个上午，就在一阵阵的笑声中过去了。中午稍事休息，吃了我白吃
不厌的咖喱饭。身心俱爽！哈哈~~~~ 然后就是下午的参观和游戏了。看了很多同学们自己为学园祭做的展览品，精细到连手纹都能看得见的手模，大到比我还高大的玩偶史迪
奇，更有放大了的鲜花和棒球帽，还有他们从冲绳“搬来的”大鲨鱼。真是佩服他们的动手能力啊！！！还有一个教室是专门放学校各项比赛的录像跟纪念品的，看着那激动的一幕
幕，似乎还残存着当时激动人心的味道，耳边隐隐传来那气势震天的呐喊，还能感觉那一颗颗激动的心强烈的脉动。聚精会神的看着去年我们学校进甲子园的录像，旁边来参观的家
长跟老师则谈论着当时的心情和场面，让我也分享了他们的快乐与泪水。出那个教室的时候，我的眼睛都湿了，为这个学校而激动，虽然只是回忆跟历史，却以足够打动每一个人
了。最后还去参加了商业课的游戏，居然很幸运的在最后一轮得到了小礼物。心理感叹道：真是不错的一天，连结尾都这么让人开心！ 学园祭过去一天了，但却有一种幸福的回味
包围着自己。很奇妙的体验，喜忧掺半的学园祭，使我在日本的神奇一笔。 （原文）

顔 瀟逸的日记



丢丢都日记五

2006.11.23

很不幸，在杨彦斐的电脑坏掉后，我的电脑也未能幸免遇难。终于在今天早上打不开了。。。。一头雾水，就是我现在的真正感觉了。还好，宿舍里的石○老师让我用寮监室的电脑
上网才能跟家里人联系上。不然不知道爸爸妈妈有多着急呢！学校的老师，很热情的帮我想办法，心里很感激。星期一带去学校，盼着快快修好。 对了，今天是勤劳感谢日阿，全
国休假，不知道大家都在干什么呢？我们学校因为上次的校庆，补休一天。这样就连休四天了。千万别担心我们没有事情做，我们的时间表可是被安排得满满的呢！明天去参观美术
馆，后天去老师家住，星期天还要去游乐园。想想就开心，希望会过得开心点。 昨天参加了香川县的高中生文化节，我们三个人作为留学生参加了国际交流采访，还一起唱了首
歌。另外还有一个美国女孩子一起接受采访，但并不表演节目。开始的时候，没觉得是什么重要的演出，也没怎么上心的准备。直到正式演出前一天去彩排，才发现原来是一个这么
正式的场合，而所有的节目又是那么精彩，才感到一阵阵的心慌不安。可是已经到了这一步，又怎么能回头呢？于是硬着头皮，开始临阵磨枪。决定明天穿旗袍，不管怎样，都不能
丢中国留学生的脸阿！带着一肚子的忐忑不安，迎来了第二天的表演。可能是身上的旗袍起了什么神奇的作用吧？感觉自信了好多。当我们唱歌的时候，台下所有的观众都跟着我们
的节奏一齐拍手。心里荡漾出一份自豪。 听着大家对我们旗袍的赞叹声，真得很开心。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阿，更是对我们国家，对中国文化的肯定阿！ （原文）

顔 瀟逸的日记



丢丢豆日记六

2006.11.26

好像总是在快乐的时候，才真正能体会到什么是时间如白驹过隙阿！！看似漫长的四天假期，还没等我细细体会，却已经在指尖滑走了。还好，留下了幸福快乐的回忆！ 岡山県童
话般的游乐园，记录了我们第一天的欢笑。这个仙境般的地方，是根据丹麦的原城浓缩而来。城堡，小镇，花园，湖泊......每个角落，都是一幅画，每个瞬间，都可以记做永恒。相
机不停的拍了又拍，不舍得放过眼前的每一个画面，赞叹声更是层出不穷，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对它的喜爱。看到安徒生的雕塑，心中更是一动，这位给我的童年留下了无数幻想的童
话作家，此刻正静静的坐在花园的中间，微微翘首，望向远方。是否也是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呢？当然，作为游乐园，它拥有的不仅仅是美景，更有一系列的游乐设施。过山车，急
流勇进，旋转木马，恐怖小屋，动感电影......带我们去得白井老师，体贴地为我们买了通票，可以随意玩园中的所有设施。这可乐坏了我们三个，不停的上上下下，像回到了小学时
代的春游。对所有的东西充满了激情，也留下了一阵阵笑声和尖叫。快乐，就这样轻而易举的包围了我们。 昨天，来日本的第一次ホムスデイ。有一点点的紧张，更多的是兴奋。
这里不是城市的高楼建筑，没有那么多的钢筋混凝土，有的是古朴的木制小楼，翠绿的小院，湿湿的泥土，可爱的狗狗。更让我感动的是这里弥漫的亲情。不管是我们的白井老师，
还是她的丈夫，就连95岁高龄的老奶奶，对于我们的来到，都充满了热情。他们为我们精心的准备中国料理，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无微不至的照顾。不管是我们想到的，还是我们
没有想到的，他们早已准备就绪。原本担心的尴尬事一件都没有发生。有的只是融洽和温馨。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不是在日本的老师家中做客，而是在某位亲戚的乡间别墅暂
住。晚饭后，我们围着电脑，查找自己家乡的图片，介绍自己的家。而老师也对我们的城市有浓厚的兴趣，让我们开心不已。 最后一天，看了我期望了很久的电影---死亡笔记2。
因为看过了漫画，和第一部的电影，所以好期待看到结局。而老天就是这么眷顾我，老师正好带我们看了这部电影。心里的兴奋不言而喻。吃完了中华餐馆的中午饭，我们有马不停
蹄的奔向了玻璃馆，在这里，我做了平生第一件玻璃制品。虽然只是为杯子设计磨纱图案，却已经让我忙得四脚朝天了。身边的杨彦斐明显比我跟周游有天赋，三下五出二就做出了
一件好漂亮的作品，我跟周游却成了一百公斤重的蜗牛，好不容易才到达终点。看看我的作品吧。它可是来之不易啊！ 回到宿舍，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感觉突然好静，好像从
一个幸福的梦中突然惊醒一般，回到了现实之中。下个星期要期末考试了。要加油学习了！不过，真的好期待下一次的ホムスデイ啊！ 还有，真的好感谢白井老师一家人，为我们
做了那么多的事情，让我感动不已！连远在中国的妈妈，也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之情。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日本的好客之情！ （原文）

顔 瀟逸的日记



丢丢豆日记七

2006.12.06

打开电脑准备跟爸爸妈妈聊天，却怎么也等不来那熟悉的画面。心里一阵阵的发紧，莫名的感到一阵难过。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跟我一样，想家。。。 爸爸妈妈，你们现在在做着
什么？是不是又来了加急的病人，留在医院里加班。一定还没有吃饭吧。济南现在一定很冷很黑吧，回家的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从来不知道寂寞为何物的我，来到了异乡，才明白
家的温暖，才明白爸爸妈妈对于我有多种要。 什么是父母？ 他们是最不了解，却也是最了解我的人。 他们是最爱我，却最不善于表达的人。 他们是永远不会放弃我，却最容易被
我忽略的人。 他们是为我做得最多，却得到最少回报的人。 他们是。。。 我最应该珍爱的人。 来日本的各位，千万也照顾好自己，多与家里人联系。别让远在中国的两颗心为你
不安啊！

顔 瀟逸的日记



丢丢豆日记八

2006.12.14

香川雨，雨香川。带着丝丝的水气，柔柔的芬芳，飘忽不定的轻舞于这天地之间。 初到香川，听人说，此地雨少雪少，是个不怎么养人的地方。却很巧的，在我来到的第二天，就
飘了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跟我这初来乍到的异乡人，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于是，对香川的印象中，不知不觉，添了一笔调皮，一股亲切，更有一丝淡淡的雨气。 一向不是个
多愁善感的细腻之人，却一不小心被香川这淡淡的雨拨了心弦。她总是来得突然，在某一个晴朗的早上毫无预兆的来临；去的恍惚，在你偶尔一次抬头时发现早已雨过天晴；她安安
静静，总要等你走到窗口甚至屋外才能发觉；却也执著坚韧，一连几天，静静的染湿青山，绿树，小屋，街道。这雨来时，也许你的眼睛看不到，也许你的耳朵听不到，但是你的心
却能感觉得到。略带神秘的悠悠的气味，总让你的心中泛起一阵阵淡淡的莫名的忧伤，似乎此刻一切都是多余的，只有跟她相对，静观她的魔法才是唯一的选择。 透过身边的玻
璃，可以看到雨中校园。早已入冬的时节，树上却仍是不肯退场的红叶，被雨打湿了，垂着脑袋，一副摇摇欲坠的模样。空无一人的校园，只有那高高立着的大表才能提醒你时间的
流逝。小小的水塘，飘满了落叶，成了鱼儿的天然小伞。对面的教学楼，也被雨变成了一幅深深浅浅的水墨画，凭添了几分怀旧的感觉。 妈妈说，我们走以后，济南没有下过雨，
泉城今年的冬天似乎格外干燥。或许，那个熟悉的小精灵，此刻也跟随我来到了香川，悄悄地在为我编织着家的感觉。 而这里，也真得越来越有家的味道了。每天过着很有规律的
生活，跟班上的同学开开玩笑，跟老师讨论点日语问题，会扳着手指算着哪天吃咖喱饭，哪天吃乌东面，也会想想周末去哪里逛逛店，买买东西。宿舍里满满当当的，塞满了“家
具”。暖和和的こたつ，毛茸茸的たたみ，挂满了校服的衣架。。。原本空荡荡的房间，就在一天天的时间中，被我一点点装满，每天回到宿舍，打开门的一刹那，真的有到家的感
觉，忍不住道一声ただいま~一头栽倒在床上。 现在外面依然下着雨，心里出奇的平静。不知道天再冷点会不会下雪，很想看看雪中香川的样子呢！ 又及：今天宿舍里大扫除了
啊！跟杨彦斐忙了一个多小时，总算把脏兮兮的玻璃擦干净了，一眼望去，比原来亮堂了很多，真是有成就感！ （原文）

顔 瀟逸的日记



丢丢豆日记九

2006.12.23

你好！诸位！做了寒假的第一日，什么？绝对快乐吧？同时，有什么有趣的事，一定请告诉！那么，请现在，告诉你哟，很好地听我今天的经验。 首先，诸位有一个问题的:陶器是
什么？ 陶器，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也当然知道。中国考虑陶器的故乡。但是，陶器被做成怎样的风？诸位，知道吗？从前，我陶器用粘土做出形式,想是由于火变得硬的东西。今
天，多亏石井老师，更详细地知道了。 是今天早上九点左右，从漂亮的白百合宿舍出发了，目标栏zu陶瓷工艺教室。但是，为了不是参观，制作陶器去了。第一次做，稍微担心
了。如果，怎么也不能，怎样做样子担心了。但是，在教室的老师里(上)一见就这个担心丢失了。老师，是非常非常和善的人！从陶器的历史，慢慢地告诉了。我们，按照老师的指
导也自己第一次建造了。在最初的地方，时常搞错做了,不过，在在拼命做(制作)的时候，渐渐很棒了。我想那个时间，与做了自己伟大的工作的时候的感觉相似。 一小时半的工作
的过一会，手上面净是粘土变成了,不过，咖啡杯和碟子全部作成结束了。一边看自己做(制作)了的陶器，一边不能不笑的那样快乐。 老师，说了能一个月的过一会，在茶杯和碟子
上面写画儿请，这个时候，再一次来。我，厉害地期待着。 ps:今天的中饭，与石井老师一起吃了中华料理．非常非常好吃!!!!嘿嘿～今天是幸福的一日乖戾!!!!!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顔 瀟逸的日记



ホームスティ之游乐篇

2007.01.01

呜呼~欢迎大家来到ホームスティ之游乐篇！我是丢丢豆，下面为你介绍12月29日的游乐一行！竖起耳朵来听吧！ 早上九点半，跟石井老师和她的小孙子勇气君一起出发，先去了
钓船茶屋吃午饭。やぱっり専門な魚料理店ですね！味道简直没地说了。具体的我就不祥说了，大家去看Totti周的ホームスティ之美食篇吧！我的重点当然是放在玩上了！ 位于宇
多津的Gold tower看上去只是个泛着碧绿金光的高耸的观光塔。出乎意料的，它的下面居然藏着一个庞大的游乐中心。但是我的惊异感，瞬间淹没在巨大的音乐声跟人们的笑声中
了。顿时感觉精神一震，冲入了狂欢的人群中。。。。。。 “快转弯啊！快！！！” “别吵！我当然知道要转弯了！！！！” #@$%@^%$^#%^@#~~ “哦！不！！！早就让
你转弯了，谁让你不听我的！” “……” (赛车中) “你别这么僵硬行不行~~” “你好！看你哪像是在跳舞啊！简直是广播体操!” “嘿嘿~~~~你这个机器人” （跳舞毯上） “左
边左边，右边右边，小心上面！！！有炸弹！” “。。。。。。” “天！！！怎么我死了？” （射击中） 在若干个小时的尖叫过后，带着一脸兴奋的红晕，和满心的期待，奔向
了下一个目标：保龄球中心。这里的人还真是多的利害！但是还好，除了保龄球以外，还设有乒乓球和桌球，所以四十五分钟的等待时间依然充满了笑声，周同学因为碰到了他拿手
的乒乓球而兴奋不已，而勇气君好像特别擅长桌球。所以当石井老师来叫我们的时候，大家都有点意犹未尽依依不舍的感觉呢！ 好在保龄球更加有吸引力。穿上专门的保龄球鞋
子，感觉自信瞬间增加了不少（在自动选鞋机选鞋的时候，一激动，手一抖，就选小了一号）。看了看旁边的人们，有水平甚高，连续全中的，也有跟我们一样初来乍到，经常打到
两边的沟沟里去一个不中的。好在大家都是各忙各的，谁也不会注意的谁，所以不必在意打得太臭会被人笑话。于是四个人轮番上阵，各显神通。也会偶尔有两个全中，但更多的是
滚到沟里去，跟那些可爱的小瓶子擦肩而过。真是不明白为什么别人就可以轻轻松松得让球笔直的滚过去，而我就不行！！！Totti周的水平比我们略胜一筹，居然神奇的打了四个
全中！我和小斐就只是在一边碰运气了。而勇气君在石井老师的指导下，竟然也玩得兴致勃勃，还时不时会打出几个极为漂亮的球。说实话小家伙的水平还真不差，只是因为力气有
点小，最小号的球对于他也略显沉重，所以才无法很好的控制。不过，不管水平怎么样，大家还是玩得非常尽兴，没注意已经打了三轮下来。当然不能称得上会了，但比起刚来的时
候却是好多了！ 看了看表实在是到了非走不可的时候了，整理心情和物品，走出游乐中心，黑黑的夜，静默且冰冷。但心里却一点也不觉得恐慌。因为在石井老师的悉心照顾下，
真的有一种像在自己家的感觉，温馨幸福。相信这个寒假会过得很开心！ （原文）

顔 瀟逸的日记



大水上神公司

2007.01.07

诸位，去过来了日本，神社？我与这次homestay的家里人，第一次去了神社。 12月31日，是2006年最后的一日。按照预定，从夜晚的八点半，出发了老师的家。目标是大水上神
公司。 那个夜晚的风非常强，厉害地冷。但是，空气也来到发号施令，天气也极好，与星月也看得清，是特别漂亮的夜晚。乘老师的车去的途中，考虑家族的事，稍微悲哀。但
是，到达了神社，变成这个悲哀的感觉，好奇心强了。 已经众多的人在。我想据说邀请弄起神社的诸位制作年糕，火，客人，非常忙。但是，我想累了的情况全然看不见，平时
笑，厉害地高兴。真的和善！ 我们三人与石井老师对一起，在神社游览，捣年糕，团，看火，对宫司先生说，非常非常快乐。并且，所说的宫司先生去过中国，喜欢中国，我心暖
了。但是，吃惊地也有事哟。在神社，遇到了某叔叔。他是中文「我是日本人,我会一点??所说的」，对而且，由于大的声音「ie！说了」。附近的人，很吃惊之后，与他一起笑了。
我们三人不能不笑。 我，在日本，香川，在大水神社迎接了2007年。a，马上到十八岁，感到为难吧～ （译文）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顔 瀟逸的日记



播豆种

2007.02.11

最近，学校的老师们，想准备入学考试，非常忙。没有活动我们，大部分。因此，我想生活稍微无聊。但是，我今天多亏石井老师，参加了播豆种这个活动，想厉害地有趣。 开
始，去了勇气参加看SOCCER比赛。我想是小学生的比赛,不过，真的厉害。旁边观战父母们，由于大的声音也支援着。 过一会，游览了到香川县的美术馆。偶人的做法，种种的风
筝，看了厉害地漂亮的画儿等的种种的展示物。并且，从馆长先生那儿，得到了详细的说明，内容从前不知道很多。 四点左右，到达了浪打誓必神社。神社的宫司先生，告诉了我
们日本的神和佛教的佛陀先生不同的地方和播豆种式的礼仪。我们，查阅了神社从前的祭祀的照片。并且，宫司先生，带我们，游览了神社。 最后，是六点的时候，人来了很多。
全体一起参加播豆种。我想全然不明白在不太大的房间里(上)，宫司先生的声音听得清，意义,不过，无论如何为了大家，对神祈愿。此后，播豆种开始了。二人，鬼扮演，孩子们，
勤恳打他们。鬼是外边，福里面这个意义。周立着在一直前面的地方，用豆被打了。我想真的有趣。 从今天，春天开始哟，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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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假 太喜欢了！～

2007.03.26

　好久不见! 　这次春假有 不可思议的感觉哟。 　首先，二十号去了京都。古典的白井老师我们带去的，住在她女儿的家。这三天过得非常快乐。二十号，去了京都最棒的商店街
——四条元町。非常热闹～都是年轻人。二十一号，特别忙！金阁寺，南禅寺，清水寺，去了各个地方。脚，腰都痛了，非常累。不过，还是非常非常高兴。从前在照片里或者在电
视看到的建筑，现在用自己的眼显看到了，非常感动。 　二十二号，去了大阪universal studio。真的很厉害～！想在梦里样！从哪里看都很惊奇哟！建筑也很美，东西也很好，当
然吃的东西也特好吃，真想的一直住在那里啊～！最喜欢的是轨道飞车！虽然要等三小时左右，但是没有体验过那种刺激！ 　然后，二十四号。我们在石井老师的家住了一段时
间！新的生活开始了。心情号舒畅啊～老师为了我们做了各种的准备，真的非常感谢。非常喜欢现在的房间和生活!! 　这个春假，非常快乐！大家过的怎么样？ （译文）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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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假的继续

2007.04.02

　　很吃惊！春假的活动还不结束！ 　　二十七日，从白天(中午)，去了向附近的防灾中心。体验了种种的灾难。我地震啦，台风啦，火灾啦，想全部可怕。最可怕的，是烈度七地
震。也有难立啊～眩晕感觉，厉害地可怕！七度的地震，已经这样的可怕了，真的无法相信。信息中心也去了。那么～全体知道吗？信息中心中，计算机不太多，电话比想象中也
少。但是，119信息中心的诸位，指挥三丰市和观音寺市全部的救护车和消防车。厉害吧？并且，有对中心种种的救护车和消防车。说明人告诉了我们各自的车的特性。快乐！ 　　
二十八日，举行了非常喜欢的野外烧烤餐会聚会。用早上八点半，开始制作饭团子。我和杨全然不能，速度非常慢。但是，有工具，形式厉害地漂亮。说了全体与我杨先生制作了的
饭团子好吃。高兴！前面的日，石井老师买了一杯牛肉，五千(克米)左右。并且，放入了扒手卸苹果和调料，烤肉非常非常好吃!!!一起野外烧烤餐会做的人们，是石井老师的相识。
老师邀了特意与我们同样的年龄的高中生四人。兴趣和想法同样，天气也好，栏zugaden的景色也漂亮，对大家一边吃烤肉，一边说了。心情非常好好啊！～ 二十九日，去了三野
保育所。孩子们真的可爱。全体一起玩，唱歌，吃了饭，非常快乐！ 　　一直去了三天这儿那儿，稍微玩过多啊～累了,不过，厉害地快乐！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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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忙，幸福的寄宿生活！～

2007.05.21

现在的生活怎么说才好呢。与在自己的家里没有区别～每天早上吃早饭，洗澡的时间也很自由，晚饭与日本家族一起吃饭，身体，心情不好的时候，寂寞的时候也能与朋友聊天。因
为现在的生活规则很好，因此我最近身体很好了。 ～今天的话题，是walkrally。（几个人一组，大家一起安指示步行几公里，在行程中设有几处确认点，在各确认点要回答问题）
5月12日的夜晚，风一直很大。13日早上，天气不太好，也有些冷。瀬戸内综合学园·三丰市教育委员会终生学习科主办得「walkrally大会」照常开始。勇气君，小周,小杨，我四人
为一组，参加了这次的大会。因为是蓝色的第一组，所以我们最早出发，由于我们对地图的见解不同，很快就被后边的二组超过了。大家都有些着急,但是，我们很快冷静下来，仔
细考虑了以后，选定了正确的行路，比其他组的成员走得快。遇到猜谜的时候，我们首先记住猜谜的问题，然后一边走一边考虑问题，这样就节省了很多时间。勇气君走得比较快，
在不知道如何走的时候,他一直是先往前试走一下。他是我们这一组中身体最好的。小周动作机敏，是玩游戏的高手。途中，我们几乎全靠小周。小杨和我会动脑，不管猜谜，还是
判断走道，几乎都是我们二人考虑得。最后的谜语是有关神社附近的景色的问题，但问题的具体内容是要到终点以后才告诉我们的。因为不知道问题的内容，我们只能仔细观察附近
的景色。这是一个人做不了的事。因此必须大家齐心协力，发挥各自的智慧。 花费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我们终于到达终点，并且我们也知道了最后的问题的答案。真是太好了！虽
然很累,但我们心情很愉快。一边喝冰果汁，一边看着蓝天，心情特别舒畅！～ 嗯～最后的结果吗？ 我们赢了!!～蓝组中第一名!!怎么样，我们很厉害吧！～奖杯，奖状，纪念品，我
们全部拿到了哟！真的非常愉快!! ps最后有二个问题。这是步行大会上出得问题。大家考虑一下！ 1.寒ければ寒いほど、あつくなるのは何?　2.貝を分ければ、何になる？答案在
下次的日记的时候，告诉大家全体有待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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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结局，只是休幕

2007.07.23

明天就要离开这个生活了十一个月的地方了，哭过笑过，都已是匆匆而过的曾经，留下的只有那些斑斑驳驳的回忆。似乎大幕还没有拉开，却已要匆匆落下。那些陌生和羞涩才刚刚
溶化，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就已要面对分别的泪水。心里滑过恐惧跟惊异，时间如箭，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日本度过的这一年，真的让我对于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刚刚跟家里人坐在桌前，想着这是最后的晚餐了阿。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是错过了，还是忽略了，本应该更多的欢乐笑声，只成追忆。猛然记起前一次，观音寺焰火大会，四个人
坐在海边，静静的夜，涟涟的水，亮亮的星，有一波一波涌来的悲哀。没预兆的，远方的天空开始燃烧，灿烂短暂，却闪耀所有人的眼神。心情忽然变得开阔，原来创造美丽只是一
瞬间，但只是一瞬间的美，就足以记忆好多年。 明天石井奶奶跟勇气会送我们到冈山坐新干线，一定不哭，对自己说。因为这只是休幕，并不是结局。再见，我们一定会再见！

顔 瀟逸的日记



我到家了！！！~

2007.08.01

我已经回家了！~这些天实在是太忙了，忙到没时间整理行李，没时间上网。东跑西跑的跟家里人和朋友们问好，明天就要开学了，假期实在是有点短，受不了~~~郁闷阿郁闷~这
篇日记纯属报个平安，大家不用担心。老师们还好吧，离开东京的时候看见你们伤心的表情，真是好难过，不过现在想想，我们一定还能在见面的，日本跟中国这么近，而且就算远
又怎么样呢？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不管多远都能见到！！！ 太晚了，不能再说了，很想念你们，祝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顔 瀟逸的日记



新年快乐!!!

2007.12.31

好快呀～2007年在今天结束了。。。我的青春!!!!(悲哀)～ 从明天开始，就是新的一年了！大家都鼓足劲加油吧。交流中心的老师们，香川西高的大家，新年快乐!! 最近，真的很
忙。。和大家联络得也少了～抱歉。。 但是，我永远不会忘了一年的留学生活～不会忘记与大家一起度过的时光。这些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回忆哟！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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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次东道主~~

2008.03.11

终于盼到交流中心的老师来济南了，哈哈，这下我们可成了东道主了。在日本的时候总是受到老师们的照顾，这次总算能稍稍尽尽地主之谊了。 桥本老师和小岛老师，看来还是很
喜欢我们鲁菜的吗~开心开心。。。 下次再来噢，济南要办全国运动会了，下次再来的时候会比这次更漂亮的。。嘿嘿

顔 瀟逸的日记



紧急联系

2008.09.15

听说交流中心的老师们往我家打电话了？我已经到了武汉，手机号是xxxxxxxxxxx。 来之前，给石井老师留了言，不过当时还没有这个手机号，我短期内上不了网，这里还打不了日
语，所以请老师们帮我转达。 谢谢。

顔 瀟逸的日记



交流会

2010.03.30

回来已经好多天了，一直抽不出时间来写日志。 交流会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但是真的是很开心。见到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远在日本的老师们，还收到了石井老师的礼
物！！我这个人太懒了，所以跟大家联系的比较少，可是见面的时候一点也不陌生。看着大家都在积极努力的样子，我也要更加加油才行呢！ 交流会的时候，老师问我们有什么意
见，其实最想说的是，让我们之间的交流更多一些。但是也明白组织一次这样的交流会老师们非常的辛苦，那就等我们毕业以后，自己来组织吧，我们来当东道主，请老师们来交流
哈。嘿嘿，不过恐怕还要等很久很久吧。 ps.石井老师带来的零食好好吃啊！还是日本的点心味道好！石井先生，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啊！

顔 瀟逸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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