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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大部分

2006.09.27

今天27号,是国内一个好朋友的生日呢,不知道能不能联系到他,向他送去祝福,也想从他那里得到的更多的勇气.现在只能在这里先说下了阿!许D,生日快乐阿! 在这里的生活并没有和国
内有太多差别,只不过就象是突然从幼儿园跳到了高中,有些不知所措,最最不舍得人也只能通过电话线联络,思念,成了生活的大部分.不久之前才发现,四年智慧是我们越来越空虚,认识到
根源生活会有一个改变吧.哈哈 这里的老师们都很亲切,比国内我认识的最亲切的老师都亲切,想到这里心里都会有一丝丝的暖意涌上来,很好的感觉. 这里的老师在给我们以最大限度的
帮助,为了上网的问题,烦恼了他们有半个月了,非常的对不起,更是非常的感动. 1年,其实并不难度过的. 很担心分开的朋友们,尤其是冲绳的小球,你最好和我联系一下,我和你妈妈都担心
你是不是被台风吹走了呢,虽然不大可能.呵呵,好了,一个月最少发一篇吧! 朋友们,可不要玩开心了就忘了我啊! 祝:天天开心,事事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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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别烦

2006.10.28

位于小山之颠的这个高中，百年历史，校风纯朴，师资雄厚，这些都是官话，却也是实话，不可不说。一下就都是肺腑了。 来日转瞬2月，才算习惯。本以我狗尾草之习性，随遇而
安，随风而倒，适应，这种事情只有温室花朵，暖箱婴儿才需要做，没想却大意，致使2月宝贵时光险些颗粒无收，还要这里的老师对我初来之犊的种种无理要求都给予最最宽容的
对待，在这里的同学也友好的如邻家玩伴。少不了玩笑打闹，少不了体育课上篮球比赛，呵呵，一切一切都如自家楼下小区，开心，轻松，老师不嗔不怒，一视同仁，不因是外来学
生而苛政严刑，也不因是远道朋友而特别保护，想国内名校也未必能做到这此种境地。 日本的天清得很，而这海滨下关，更是如此，青山翠竹，云雾渺渺，多雨天气如江南，晴空
万里如朔北，无不透示着这里的纯朴与安详，若不来日本，怎会想到发达的世界经济大国重要海港城市会有小村落般的惬意，怕还在刚来之时认为自己会掉到高楼森林的错觉里呢！
渐渐喜欢这里无人的街道，喜欢这里嗡~巨大的马达声，却没有喇叭的刺耳声音，喜欢这里街道上神色稳重的老爷爷老奶奶，生在闹市区却没有闹市的喧哗，这就是我现在生活的城
市。 生活步入正轨需要真正的适应，因为不适应并不是表现在你吃什么吐什么，又或是过敏会起小疙瘩，而是文化背景有内心深处的地处产生个一系列的微妙感觉，大概如此吧。
罗罗嗦嗦写下这些文字，只是担心远在异国他乡现如今失去联系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些许不满，抑或是有些灰心，请静静等待， 发现其实就是美的源泉。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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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园内...

2006.11.15

11月3号 晴朗 这个月开始就给了我一个最最大的惊喜，在国内就听说日本的学校都有自己各式各样的“祭”，却不曾想过这样一个学校的专署节日会办成这等模样！ 学园祭在我们
来的时候也就是开始前的2个月开始筹备，为此全校师生一共折了36000只纸鹤，在教学楼正面拼成“挑战”的英文字样，我也折了不少，并且练就了令日本折鹤好手都惊叹的5只一
起的“神奇技术”。这些都并不奇特，平常，我们专署学习的班级在放学后，学校基本已经人去楼空，但学园祭准备开时候，我们都已经成了早退的人了，各个练习室中吹奏乐，打
击乐，合唱队的悦耳练习声每每都持续到星空闪烁，想不到平时看似不谙世事，不思进取，学习不上进整日在楼下聚众侃大山得他们，怎么会有如此毅力，又怎会有这种动力，百思
不得其解，看来就只能寄希望与一直没有出现的学园祭能解开我的疑团了。 学园祭，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一直这样想到~不过，这一切的一切都会在这一天全部诠释.... “空气中，
甜甜的，酸酸的，嗯？还有咸咸的，辣辣的，怎么会有这么多诱人的味道，搞什么啊~！是在学园祭哎~怎么像是在开自助餐晚会？”我暗自纳闷，学校整个变成了一个美味的展
厅，我就要驻足“不思进取”时，得知必须去参加开幕式，老大不情愿地走了，还听说要搞个什么茶屋，在午饭时间要我去值班，我知道我很帅，很有魅力，可以吸引诸多消费者，
可让我问着这些诱人的香气饿着肚子给别人多茶送水是不是太...哎~？你怎么走了阿，给我传达消息的同学竟然走掉了！没办法，先去应付“无聊”的开幕式(现在我是这么想得，不
过没有多久我就彻底的将这件事情否定掉了)，然后再去被征收去当义工，哎~~~ 好安静，不，是肃穆~！校长在台上讲事情，全校几百学生除了我最长大发出吃惊的呼吸声，真可
谓“针落地亦闻其声”的境地...正当我惊讶中，痛苦要死板的呆一天时，人群爆发出强烈的欢呼，学校的演出队竟然在我出神中开始了演奏，时而铿锵，时而婉约，连我这音律白痴
都不得不感慨音乐的无国界了阿！我张大嘴，在某人的托拽下前往了茶屋“上班”~~ 　　“本当に？終った？”我一脸愤愤地问正站在墙角满脸为难的后辈，后者艰难的点点头，
我心里的火“腾”的一下就上来了，虽然我做的不是很好，碰掉了几个杯子，倒茶的时候撒到旁边的杯子里，不知道顾客要哪个饮料几度险些拿错，冰水洒到椅子上一点....可你这后
背也不能就这样让我走吧，我还没过完隐呢！我内心狂吼到，嘴上现在还翻译不出来，无奈的撇过头，无意间看到墙上的时钟.....真的到时间了呢....日本的学校为了保护留学生高中不
允许外出打工，可我来日本的一个重要的计划就是要体验一下打工的生活啊，所以今天发现了这个好地方当然兴奋不已，所以40分钟的值班，转瞬就已过去，才会以为那个后辈欺
负我不懂日语，手脚笨拙，赶我先走呢，哎~糗大了，转身遁走了.... 跑出老远，喘息着肚子一阵巨响！嗬~没吃早饭的肚子竟然熬到了1点才饿了，哎~精神的满足真的可以止饿么？
怪不得古人有阅书废寝忘食的说法呢，我算体会了，不过现在真的应该找些吃得了，广场上各式各样的棚子，和令人唾液腺脱离人体控制而飞流直下的味道，我再也忍受不了了，疯
狂的冲上去.....“真的，非常，好吃。。。”奇怪阿，嘴巴没有空的话怎么脑子也会迟钝下来啊，想东西的时候竟然会停顿..... 酒足饭饱之后遛遛玩吧，我晃晃悠悠来的某层的一个展
示间，原来这个学园祭是为了支援世界的难民的阿，世界地图前闪烁着眼睛的光芒... 回到主会场才发现，我、又、来、晚、了！动感十足的音乐，一位位身着盛装的美少女沿着红地
毯鱼贯而出，我嘴张的一个顶4个大，古装，时装，婚纱装.....原来没有美食也会口水支流阿.... 学园祭在盛装展览后，由一位才华横溢的小伙钢琴独奏演唱，拉下帷幕，学园祭在众人
的遐思的中缓缓结束..... 没有老师的高谈阔论，没有酸酸的官腔，一切的一切，所有的全部，都留给在会场中席地而坐的人们慢慢的回味..... 在这里，学校真正成为了学生的舞台。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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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吃饭吃的这么“单调”呢！

2006.11.17

11月8日 第一次吃饭吃的这么“单调”呢！ 桥本老师来了阿，哈哈，这么长时间没有音讯，我还以以为我是一个被遗忘的孩子呢....555~~~现在好了，桥本老师一来就是不同凡响
阿！他怎么知道我们想出去吃饭呢，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待了小3年了，还没有碰过河豚呢，羡慕的他们只叫天理不容。 桥本老师在我看来真的成了我们的亲人，面对面坐在一起吃
饭时会指导我们应该怎么吃，什么好吃，问我们吃不吃的惯....一股暖流流淌在心间，化去了初来乍到的所有不快，所有暴躁，只是想老师能在这里多呆一天，多陪我们聊聊天。我盘
腿坐在席前，忍不住都会有视线模糊的错觉，赶快注意到桌上的河豚，青绿叶透明的生鱼片，炸过后外酥内软的鱼肉，小锅里的清汤清香.....光看其实也能陶醉阿，呵呵，认识我的
人都会奇怪死了吧，我是那种别人吃起来有多难吃我都狼吞虎咽的如吞人间美味的入野兽般的人啊。朋友，别不可思议，如果你能看到那些小盘小碟就不会在呼我以前是什么样了，
阿哈，还有一个秘密没有告诉别人，就是那顿饭给我的最大震撼就是看到的了，其实吃起来，就好像感觉不到了河豚的味道了，如果能从法国菜里学得保持原味的技巧就更好了，呵
呵！ 呵呵，这顿饭寥寥弥补了我因为亲人要回东京的心情，夜色下松桥本老师离开，心里的郁闷感觉悠然强烈起来了，咳~你们一定要再来啊！！我的亲戚阿！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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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帽式

2006.11.29

11月28日 音乐响起，寒冷的木香弥漫的广场内，点点白影翩然舞动，轻轻的，却又沉重的。 她们，花雨纷纷的年龄里，却与死亡有了深深地联系。如果说世上的职业里有哪些距离
死亡最近的话，我想当然的认为，是军人，还有她们..... 会有这么一群人，在缤纷色彩下却选择了终生雪白的。 会有这么一群人，在醉人的香水里却选择了消毒水的刺鼻。 会有这么
一群人，在人类迷人的外表下却选择了血肉的腥。 会有这么一群人，在红润的笑脸外选择了惨白的容颜。 会有这么一群人....... 这只是一组普通高中的戴帽式，却给着我前所未有的
震撼，年轻美好的脸庞在烛光的掩映下散发出柔和的光晕，将寒冷一扫而空，温暖之于，却又为这些和我一样年龄却要将大多数笑容奉献给，那些需要温暖笑容的人们而心存悸动。
平静近乎于悲怆的音乐再次弥漫开来，一顶顶雪白的护士帽缓缓升起，在满眼烛光中庄严宣誓：一切为了所有的人..... 我同样庄严的坐正身子，忘我的倾听着很多不懂得誓言，投入
到这没有国界与语言障碍的白色世界里....忘记了照相，忘记了时间，甚至忘记了自己身在异乡的土地上.... 自此我知道，她们将以一种从新没有过的地位出现在我的心中，那些在所
有地方的微笑着的你们.. 白衣天使...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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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了一回拆卸工人.....

2006.12.09

再一次来到这里，昨天的情形依然犹如前一秒发生的一样.... 老师要带我们去参观汽车授业。这当然让我兴奋，兴奋得我跟从老师来到汽车授业实习的车间最上面一层，我竟浑身打
了个激灵。我们一层一层的下着，不知道是因为这几天的阴雨还是这里没有空调的原因，使我觉得最底层的车间竟然与日本特产的恐怖片中经常是法的地方有着惊人的相似。空荡荡
的车间，雨点砸在车间顶棚的声音更与心跳形成一种共振，阴森森，冷飕飕，竟让我一个近180cm的庞大男生，两股站站，几欲先走..... 还是这个车间，只是相差了不到12小时，竟
有了这么大的差别，使我不禁惊叹，也庆幸今天选择了硬着头皮第2次来到这里。我穿上了肥大的工作服，非常暖和，没了第一次来时的冷风，（当然张像英俊的我穿什么自然都很
有味道了！哈哈，随文附有照片）戴上雪白的手套，与我的“助手”振强一起以比专业汽车专业同学更快的速度率先将一个银光闪闪的完整的汽车发动机卸成了一块块带有暗黑油光
的“破烂”..... 在过足了儿时想拆卸奇怪东西的瘾之后，在温暖的火炉边取暖，看着火炉中跳跃的火苗，听着头顶顶棚与雨滴相撞的声音，思绪似乎不再受我的控制，竟然飞回了童
年，飞回了那个因为拆坏了新的玩具而被妈妈责骂的时候，心情就如现在窗外混沌天空的淋淋细雨，清清凉凉的舒服，却又有些许阴沉的压抑..... 多少时候想重温童年的快乐而不能
够，却在远离故乡千里之外的异国之中让我寻到了,这或许也是多少高僧隐士口中的“缘”吧！ 过了不知多久，当我缓缓抬起头望向窗外时，才发现，原来雨已经停了阿...... （原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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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当了面点师.....

2006.12.13

又是令人兴奋的一天啊！ 　　阔大的调理室，整个房间里泛着洁净的白色，看着因为兴奋而笑得很夸张的女生的笑脸。心里就透出一种纯粹的开心，再嗅到空气中弥漫的甜甜的香
气，竟然会有一种幸福在此间蔓延在我的心间．．． 　　我如珍稀动物一般，与同样如珍稀动物一般的调理课的２个男生分在一组里，开始了兴奋的第一节调理实习课，却不知这
也预示着我讲因为大意而遭遇“不幸”。 　　最前面的老师操着一口流利的日语，陈述着十数个料理专业名词，又拍成奇妙的顺序，让我竖着耳朵听了一会儿就因为耳朵酸疼而放
弃了，心想我听不懂不是还有一组的另外两个人吗，我只要跟着他们做就好了阿！哈哈，我正为我的英明决断而兴奋得的时候，老师就喊开始了，我也就只能下手了。 　　“现在
做什么？”，我张嘴就问了。铛～！只见对面的两位惊讶得把嘴张到能塞进俩个鸡蛋之后很不情愿的停止嘴部肌肉的扩张。在确认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听到之后，才镇静心神冷静地告
诉我“要·做·蛋·糕”，情况不太妙我就赶快低下头去疯狂的搅拌着３个鸡蛋．．．． 　　．．．．．． 　　经过３０分钟的努力我们终于将一盘类似煎饼的蛋糕送入了微波炉以１
８０摄氏度加热１５分钟，而在这１５分钟里，我却听到了个惊人的消息，原来跟我一起做蛋糕的是这个班里做料理最最最烂的阿～！ 　　果然，一锅蛋糕出笼之后，终于发现原
来传言不假阿～！蛋糕在卷成卷的时候全碎成了块！所有的日本友人都冲过来想要对中国朋友做的蛋糕摄像留念的时候，我真想找个地洞一钻了事阿，却还是扬起最最灿烂的“惨
笑”，妄图给他们留下最最好的印象呢．．． 　　最后，还是我后面的一位胖胖的ＭＭ将自己做得很漂亮的蛋糕换了一个给我，几乎让我感动涕零，要不是考虑到那位，真要扑上
去给他一个深情地拥抱呢！（丫丫，别生气啊） 　　后记：做成功的蛋糕在我的小心保护下拿到教室，确认仍是躲不过饿得如狼似虎的同学，被哄抢一空，烟尘过后，只留下蛋糕
残角一块，聊慰一下我无辜的心～～～５５５５～～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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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来临前的温暖

2006.12.20

天气一天天得冷下来，海滨的城市多雨的秋，就如祖国的江南一样，原本清凉的蓝泛着深沉黑的天空应该会压得人喘不过起来才对吧，可是心却一天天得暖和起来…… 　　一盘盘被
我“折磨”得让人看起来就没有食欲的饼干原料放进了微波炉里，洁净的微波炉里散出橘黄的光，饼干在光亮下慢慢地旋转，仿佛把我在这个季节里集聚在心里的所有湿气，统统在
此间缓缓释放而出。看到一张张陌生而又温暖的笑脸，实在想不出什么理由再固执得呆在自己营造的孤单气氛里了，你们的，我身在这片土地却不能轻易相见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
感到身边的温暖呢，况且，会有像我一样在远方希望你们一切开心顺利的人呢。 　　几天前，可能是受了凉，头痛欲裂的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却惊异地发现窗外竟然飘起了雪
花，倏忽间，雪势加剧，天也渐渐昏黑下来，像极了家乡的扬沙天气。只是将原本空中沙尘变成了雨滴包裹的雪花，在窗外编制出无数离乡游子的归乡梦，头痛减轻了很多，心间也
似有一团羸弱确有勃勃不熄的缓缓燃烧着我，告诉我，在同一片天底下，我们毕竟不孤单。 　　圣诞的临近，昭示着一年的辛勤都将有一个结果，耶稣在千百年前的奖励也不过是
为了给苦难的人民带来温暖，如今温暖以充斥着我的全身，又何必强求团圆，又何必对回乡着道呢？ 呵呵，我的饼干出炉了，甜腻的幸福，同样生活在这里的朋友，你们有没有感
觉到呢？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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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访问1

2007.01.05

12月25日 　　前两天住在事务长家里，这是我第一次家庭体验。 　　没有经历过，所以没有经验。紧张又向往，兴奋又无所适从。 　　事务长的家就给了我一种自己家的感觉，
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不用像住学校一样必须按点起床，不用像在宿舍食堂一样过了点就没有饭吃了，不用像在老师办公室用电脑一样不能太晚．．．一切都像回
到了“家”里，可以开心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吃好久没有吃过的肯德基，躺在沙发上睡午觉．．．没有作为客人的拘束感，可以开心的不顾及面子的提问问题，和事务长夫人开心
的聊天到１２点．．． 　　好久没有这么亲切地感觉了，去哪里参观了什么，又或２天吃了什么等问题都不再重要，那种感觉冲淡了孤单平安夜的郁闷，让我这个远离家乡的异客
终于能够停下悸动的心，稍作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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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访问2

2007.01.05

２月３１号 　　今天去了校长的家里。 　　不知道是校长老师很忙，还是老师们故意安排，总之这次要自己单独坐电车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迷路，坐错车或者是坐过站，哪一样都
会让我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迷失掉～不担心？恐怕谁也不信。 　　不过还不错的是，顺利到达了，见到了那个平常高高在上的校长，如今成了一个身穿着工作服脚蹬着胶靴“呵呵
～”直乐的慈祥的老头儿，感觉不是一般的亲切，就好像是从小就住在隔壁的邻居家的伯伯一样，从不会发脾气，会和我玩黑白棋，玩纸牌．．． 　　没睡成懒觉，老早的爬起来
做年末的年糕，热乎乎的糯米，咚咚～得一锤一锤砸下去，开始还会砸偏，砸到石臼的沿，几十下之后竟然可以跟砸了数十年的教头一拼技术高低了，让我照实兴奋了一把，更兴奋
的是，校长夫人和女儿给我们做了饺子吃，很熟悉的味道，就差来头大蒜了！不过是在别人家里做客，不太雅观，所以放弃了～ 　　拖着砸年糕砸得酸痛的手臂，乘着车返回了宿
舍，收拾行李，因为，晚上会到馆长家。 　　今天很累，可是开心的砸了好一会年糕，真得不错，过年嘛，还是像今天十几个人比较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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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访问3

2007.01.13

在馆长家住了一个礼拜，随意，不用刻意拘束 很开心，胖了1公斤 就是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害得我回到宿舍被人骂~~ 马上就要见到他们了~~~准备好了开开心心的过年， 希望哪天
快点到来 20号有一场在5，6百人面前的演讲，很紧张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不过失败了也没关系，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受伤多了自然就坚强起来了，对吧？ 不过还是要拼一下，
说不好还有意外的礼品获奖金呢！ 呵呵，朋友加油阿~~~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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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 这次有些丢人.....

2007.01.23

这天参加了在市中心举行的一次演讲大会，虽然参加演讲的只有10人，还都是中国人，但是评委几乎全是超过60岁以上的好象语言专家的学者样子，坐在他们后面，看这除了我和
振强之外的8个大学生谈笑风生，真有了一种紧张的感觉。我单衣西装却还汗流浃背，脸红得像是刚刚被母猪亲过一样的害羞...... 看到我被排到了第2个的顺序表，正想咒骂谁这么没
良心的时候，第一个人已经上台了，身穿蓝色的旗袍，像个刚刚要出嫁的姑娘，兴奋却又自信非凡，但她侃侃而谈之后轻易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有喜气洋洋的走回自己的位子，坐
在我身边大呼过瘾.....当时就有一种扑上去掐死她的冲动，不过好男不跟女斗，就按耐下了那股冲动，最重要是下一个就是我了，这是报号的老太太报出了我的题目...... “我拜托拜托
您们，都七老八十的人了，多笑笑对身体有好处的.....”面对这台下十几个不知道是不开心还是什么别的我不知道的原因而紧绷着脸的评委，我在心里嘀咕着，更不知所措的是我精
心准备了十几天，本来已经刻在大脑皮层的演讲稿这个时候都不知道飞到脑里去了！结果，我深呼吸一口气，轻轻的张开嘴，然后久久地没有声音...... 之后的过程想想大家也一定都
能猜到了吧，我恬着猴屁屁一样的笑脸，一边说，一边“深鞠躬”（看讲桌上的演讲稿），磕磕巴巴地完成了一次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向国际的演讲....... 演讲结束了，我这次大大的
丢了一次国际性的脸，回去的路上，我慢慢的开导着自己，说自己一看就知道不是政治性人才，再说我在中国完全是玩儿语言艺术的嘛！拿一种交流都会有问题的语言怎么可能玩出
艺术来阿，没玩出笑话来就不错了！再怎么说我不也还是拿到了奖励奖的4000日元奖金嘛！哈哈，越想越顺心，就靠在回来的车上吹着口水泡大上了小盹儿..... 其实，如果脸皮厚一
点，应该可以更好的，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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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世界没有冬

2007.02.09

2月雪纷飞 时间一天天的晃着，我在日本的生活也进入了第6个月。新年将至，一股无法压抑的思乡情开始在我的胸腔里蔓延，干燥的空气，通透的蓝天，两手合实甚至都没有皮肤
相接的感觉，尽是粗粝，心里刮起一股不小的尘暴，让本身麻木的心，突然裂开了血肉~~ 南方的沿海城市，一场雪。 不能想象，在日本，北海道之外的地方会有这么大的雪，一夜
飘零之后，又是一夜纷飞，大片的雪花，温柔的洒下来，均匀的铺满那些弯弯曲曲的公路，山顶，一直铺到半山腰的学校，铺到校舍深处，伫立在凉台上的我的眼底，不知是这雪花
抵不住眼睛的温度融化了抑或是些其他的原因，总之我望着望着这漫天飞舞的雪花，竟都成了深浅不一的纯白色，，朦胧地，弥散在我们这样一群离乡的游子心里。 这雪，却如记
忆一般，拥有着炽热的温度。 来日之后的第一次生病，也被这场期冀已久的雪融化带走了，健康之后，在没有了浪费与虚度的理由，活动全身，骨节在“咔咔~”一阵作响之后，恢
复到了最佳的位置。 在一场安慰了我思乡之情的雪后，感谢同样的太阳依旧一天一天在我的头顶绽放，感谢我爱的和爱我的人都一直在相同的地方等待着我回去，感谢 这场都去春
来前，2月份纷飞的雪~~ 其实，我的世界没有冬天，这些日子是比秋稍寒，比春早一点罢了~ (情人节就要到了，马上就要见面了，也许外表会有变化，不过也一定会有千百年也不
会改变的东西吧！)

劉 艶峰的日记



梅雨天

2007.06.08

出生在北方城市，生命的头10几年，受够了烈日狂沙，生在曾经的泉城里，估计是骨子里有中对水的亲切感，总是向往南方水乡，细雨绵延，潮湿空气，当然，也向往水一样的美
女阿~呵呵。 没去过江南，但一样马上就能感受到那千里水乡的温柔了。梅雨将来，比秋雨绵延，比夏雨温柔，天天期待，日日期盼，不过多久，也许会有温柔的梅雨，漫过干涸的
心，安慰一下孤独的异乡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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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田有感

2007.06.13

丘陵，水田， 温柔的稻苗， 清风拂面， 杨柳弯腰遮羞颜。 我直起腰，4寸许长的稻苗在面前柔软的泥里，被风推挤成一种迷人的弧度。列列，行行，排排，仿佛欢笑着，嬉闹着，
向我手中还没有获得自由的伙伴呼喊着这清凉水田的舒适，刹那间，我被这些精灵们包围了，手中的他们也叫喧着，雀跃着，我再也不能只是看着了，将他们三枝一起放回了他们本
来的家园，一次次的用手回应着这些单纯的生命元素的感谢，直到他们建立起自己的王国，繁盛，也越过界限，冲进了我的心房。没有喧嚣，没有浮埃，这些有着淡淡青草香的生命
在我心底萌芽的，让一部分曾经的钢筋混凝土彻底的土崩瓦解，曾经为爱，特意留下的那片没有被污浊的心地，重新焕发了灿灿生机，慢慢的给自己，也为这片生的土地，带来希
望。 一片一片的嫩绿，在这块不大的村庄里蔓延，刹那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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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雨来临

2007.06.20

下关的第一场梅雨刚刚结束，天空却没有恢复往日的清明，后终得云也不是平常的乌黑，而是白白的软软的棉花糖的样子，让我本来孤单的心因此有了淡淡的慰籍，于是课余饭后就
多了一项，看那柔软的棉花云。 天边云雾缈缈，雨后的空气也温和如女子，淡淡的清香滋润着我几乎麻痹的鼻子，一瞬间，也仅仅是这一瞬间，世界静止下来，让我看清了那片
云…… 那片棉花云，停留在了海对岸一座小山的山尖，忍受着山尖的刺痛，维持着自己漂泊的身躯，云飘过千万海里，最终精疲力竭在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头，没有了向里深入的
力气。当无数次的努力都化成了绝望，云，妥协了。然后是轻微的涌动，云仿佛不甘，无奈，最后盘旋在小山的周围，一切都化为了感动，想定是那年轻的小丘安慰了痛苦的云。我
立在远处高楼的阳台，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云伸出了手，轻轻拥抱了小丘，她发现那个曾经挡住他漂泊的小丘原来这么好，没有了漂泊能力的云却拥有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
次想要永远留下来的愿望，希望自己能用最后的生命来爱这个给了自己支撑和安稳的小丘，幸福，开始萌芽……也就是这个时候，命运的转轮“铿”的一声继续了不紧不慢的转动。
而我们那正在欣喜找到真与纯的棉花云，丝毫没有注意到，风起云涌，自己迅速的厚重起来。空气一顿，“咔~”一点点电闪，，云像被刺破的水球，一丝丝的流失着，再也经不住
这样的冲击，一天两天三天…后，云去了，而小山还是一样立在那里，只是好像更绿了。 云是不是一开始就猜到了结局我们并不知道，而知道的就是，他消失在他最迷人的时候，无
怨无悔，挥洒在那片年轻的绿色里，永远的不离不弃。 我想，很多人都是一朵棉花云，在自己的真与纯里，毫光了，最后的爱情。 当一切都消失，天边又飘来一篇洒逸的羽绒般的
云，很快，可是它能快过宿命的追捕吗？谁又知道呢？ 不过，第二天，梅雨还是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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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好久好久不见~

2007.11.27

真的是好久好久没有出现了~~自从回到学校就一直在疯狂的补习学习中，日本一年的幸福生活，却也让我尝到了不努力苦果。所以在这里问候那些曾经在机场留着泪给我们送别的
交流中心的老师的同时，也向那些正在日本继续交流事业的留学生们提个醒： 在你们游玩观光交流的时候，切莫忘记了回国之后需要面对的一切，切莫不要得意忘形。一期生 牛牛
真情提示！ 还有，真的好想念交流中心的老师们，桥本老师，小岛老师，富槛老师~~我真的很想念你们。直道现在，在东京机场桥本老师闪着泪光的眼睛还会时常出现在我的梦
里。我在日本度过了我成年的生日，本应该看开这些分分合合，聚聚散散的，可是对于交流中心的老师们对我的照顾，我想我是一生一世也不会忘记的。 交流中心的老师，我爱你
们！ 请不要忘记我们，那些曾经调皮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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