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来啦！嘿嘿。。。虽然有点迟到。

2006.09.22

昨天已经写过一篇了 可因为操作不太熟练 所以没有发表成功！ 所以今天要多写点 弥补一直没能发表日记的损失。。 在这里的生活很好的 很充实 每天2点20 我的课程结束后 可以
上网（星期2 4 5） 并且哦 前两天 我加入了学校的网球部，很兴奋啊！虽然在中国从来没有打过网球，但是这里的同学很热心的帮助了我，老师也很耐心的教我，所以我很有信心
啦，这接近一年的时间里 我可以学会网球的！ 还有 上个星期学校组织了学园祭，这是在中国的学校从来没有过的，玩了鬼屋 虽然很恐怖 呵呵，还有射击阿什么的 太好玩了 还吃到
了很多东西 比如炒荞麦面 团子等等 很好吃的！ 还看了日本学生自己组织的节目，唱歌啦 舞蹈啦 还有他们自己演的多拉A梦，虽然我日语不太好 但还是笑得前仰后合了！晚上还看
了电影，学园祭真的很有趣 如果中国的学校也有 就太好了。 恩，，今天就写到这里吧 大家也要都来说说阿 我很想知道大家的情况呢！一起加油吧！ （原文）

王 笑凡的日记



跟朋友们联系上了呢！！

2006.10.01

首先，祝我美丽的祖国，节日快乐哦~~ 昨天终于跟颜和我可爱的球打了电话 真的是好兴奋啊！！分开已经22天了吧，终于再次听到了她们的声音！！ 并且 昨天于浩也来我的学校
了，因为他我相邻的城市君津 所以很方便的就过来了，我真的非常非常高兴，在异国他乡可以遇到我的同学，是一种很浓的亲切。。 我有点想家了。。。 不过 我得到了很多的安
慰和鼓励，我相信自己可以过好这一年，可以勇敢的面对一切！！！ 听她们说，基金会的老师们已经去看过她们了，那么什么时候来看我们呢？很期待你们的到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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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令人激动的消息啊！

2006.11.10

刚刚看到说陈坤来基金会 为我们37个留学生加油的消息,我简直太激动了！！ 陈坤可是我最最欣赏的男影星啊！虽然没能见到面 但是真的没有想过 可以跟自己喜爱的演员有如此近
的关系 我真的真的好激动阿！又为我的努力增添了动力 呵呵。。 前几天刚刚结束了ホムステイ 一开始老师对我们说是三个人住在同一个人家 还觉得有点奇怪 有点。。可真正去到
了那户人家后，我们就都非常非常高兴了。这一家人都很热情，带我们去了横滨中华街，进了中华街 我就满是亲切感。每一家小店 每一样挂饰 每一个"吉”字 每一幅“鲤鱼跳龙
门”的图画 每家餐馆的名称，都是那样熟悉，都充满家乡的味道。路上偶遇很多的中国人，不用说些什么 只要一个笑容 就会有暖暖的感觉流过。。 当然 最另我激动的还是吃到了
四川料理！ひさしぶりねー 本以为这一年都要告别我最喜欢的川菜了呢。。。吃的时候好高兴呢。。嘿嘿。。 后来又坐船去了横滨的一处游乐园，玩了很惊险的过山车 激流涌进等
等，还扭到了很多的ガチャガチャ，一直到天都黑了，我们才恋恋不舍的回去了木更津，晚饭吃了回转寿司，在这里我不得不说一下我们的“成绩” 三个人吃了40盘，当然 在这里
有必要汇报一下，其中不可泯灭的是回骐辰同学20盘的骄人成绩~第三天临走时，女主人还说过一段时间要带我们一起去Disney sea玩呢。好期待呀！虽然现在离冬假还有一段时
间，但已经在期待下一次ホムステイ了呢~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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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见了！哦哦~~

2007.01.23

“2 0 0 6”四个大字还没写顺手呢 一转眼又要开始写“2 0 0 7”了。。。 前一段时间写了一篇日记 可因为电脑的原因 居然没有传上来。所以 今天再补一篇喽~ 从12月27号到1月
7号的十天 我和可爱的杜文雨同学一起去了新泻县homestay。 本来听说新泻是很冷的 而且雪也下的很厉害 可今年 应该是去年我们去的时候 却很异常的暖　雪也没太下，是为了欢
迎我们吗？嘿嘿。。 这次是去了同级生的家里 所以感觉比较轻松自在。这一家的阿姨叔叔和爷爷奶奶都是很亲切的人，所以我们觉得这10天是非常非常快乐的日子~ 当然最先要讲
的是我们吃到了很多很多超级美味的料理！当然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那顿中华料理。虽然在中华街也曾吃过中华料理 但不管怎样 那都是为了迎合日本人的口味而作的料理 味道上
自然会有一些改变 但这一次 我们吃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中国味道 因为这家店是中国人经营的 并且是哈尔滨人经营的 我虽然不生在东北 可都是北方 口味上自然有很多相似 我吃到了
好多好多的菜哦~有糖醋里脊 松仁玉米 松花蛋 甚至还有拔丝地瓜和亲亲八宝粥~呵呵 简直是样样俱全 总共吃到了20多种亲切美味的菜肴~我想我是忘不了啦！~ 然后 一定要说的
是 我们吃到了中国饺子！是水饺 中国作的冷冻水饺 我们两个吃的时候 简直是鼻涕一把泪一把了 自从离开家 就从没吃过中国味道的饺子 那天能吃到 简直感动死了~不过转念一想
再过24天 等我们在广岛相见后的饺子派对上 一定可以吃到更好吃的饺子 自己动手做的饺子 新年的饺子~ 虽然还吃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 但为了节约空间 也就不一一列举啦！ 再说
一个让我记忆犹新的地方吧 那就是1月4号那天 我们去看了日本海。日本海真的好美！ 很蓝 很干净 远远的地方和天接在一起 美得简直想要跳下去！。。当然 最重要的是 海的那边
就是中国 就是我的家了。那天 忍不住对着大海喊了一声 然后就有鼻子酸酸的感觉。。 想写的好多哦~可一时也写不完 过两天会把照片传上来 希望大家可以看一看哦~ 说一声很晚
很晚的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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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形容现在的心情

2007.02.23

回来已经2天了 可我的心还是没有放下。还是在广岛 还是和你们在一起。那五天的日子 也许一句幸福都无法形容吧！~ 那5天的日子里 笑容很多 欢乐很多 泪水很多 回忆很多。不
论我们在各自的学校生活有多么欢乐 抑或有想念与难过。但在这5天里 便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同学在一起的幸福 幸福而已。 离下一次见面还有5个月 在这5个月里 我们都要好好努
力。让下一次见面时 朋友间可以看到不一样的 更出色的自己！ 5个月 其实可以很快的！都要加油哦~~ 基金会的老师们 谢谢你们！~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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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了好久!!

2007.05.06

已有很长时间没写日记哟。。 留学生活只剩下3个月了。。。我现在的心情很复杂，既有些悲哀，又有些兴奋（因很想念在中国的父母，朋友啦）。。 这次来日本留学，是我第一
次离开父母这么长时间。而且前几天是我的生日，父母不在的生日我觉得非常特别。没有我想像的那样寂寞！受到了很多祝福！很愉快！但我又大一岁了!!。。。 在日本留学只有三
个月了!!让我们比赛比赛<*-*>!!无论在日语学习，还是在学科学习上大家都要加油!!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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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星期的星期六星期日！乐趣!!

2007.05.30

本周的周六，周日，对我来说，特别兴奋！ 短期的留学生马上要来日本了。其中4人是我在中国的同校同学（济南外语学校），其中二人要在本周六或周日，会到我现在住的日本的
家里来寄宿！真的很高兴啊！比我后来日本,但是能遇上同校同学，真是一点也没有想到，我现在非常高兴！作为先来者，我一定要好好准备，招待他们一下！ 啊 明天手机就要解约
了。手机已使用了八个月 没有手机，真的有些悲哀，寂寞！但是，这样我可以集中精力 努力学习了！ 为了纪念，现在在这里发表手机的照片！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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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的星期六星期日!!

2007.06.06

上周六，日，我非常非常快乐幸福哟！ 中国的同校同学二人来到了我现在寄宿的家。虽然以前不是很熟悉,但是，是同校同学，又同样学习日语，大家的脸还是知道得，再加上二人
的性格与我很相似，一见面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我们说这说那。日本和中国不同的地方，现在中国学校的情况啦，有关现在的日语的老师的情况等等，非常有趣！其实交谈即使是
没有很具体的事，大家一起聊天，说话和一起唱歌，一起去买东西，就非常快乐。 我已经好久没说中文了。。。我发现:我的中文水平下降了(只是稍微一点而已)。不太好！。。 我
们只顾着说话，连照片都忘了拍了。非常遗憾。但是，没关系！回中国以后马上可以见面了。 我很快乐！通过二人这次的短期留学，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也要加油！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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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忙的文化节！

2007.06.24

昨天我校举办了文化节。我感到非常快乐！ 如果说很快乐，大家可能会认为我一定只是在吃，或玩得吧？ 其实虽然有鬼怪公寓和游戏，也有舞台发表等等，但是 我不能够全部参
加。 上午我与同班同学一起去看展览了，「30分钟，只有男人的白雪公主！非常有趣哟！请大家不要错过机会！」一边大声宣传着，一边发广告纸，另外家长们微笑着说，「请大
家一定要来观看哟」(笑)结果真的有很多人都前去观看，「非常有趣」「太棒了」。我也觉得非常快乐！ 12点到1点半左右，我去烹调了。高2每一个班级都要各作一个国家饭菜。
我班是德国饭菜。我班制作德国风味的马铃薯团子。因为猜拳输了，我成了我班的班长。因此必须拼命做！做完团子，我立即返回教室，参加销售活动。吃午饭也是在2点以后。而
且是在销售的空暇才稍微吃一些马铃薯和饼干。 因为到达学校的时候才早上7点，睡眠很不足，下午又有些痛。。一结束，我就感到「很疲倦」zzz「很累」，回到家，一称体重，
瘦了 0.5kg！真不错(^￥^) 如果中国的学校也有文化节就好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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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分别了。。

2007.07.20

今天是去学校的最后的一天。结业式结束了以后，同班同学一起举办了聚会。大家一起拍了照片，一起聊天，一起吃点心，还一起玩了游戏。大家都非常快乐！结束以后，我们10
人左右一起去了卡拉ＯＫ。很快乐,但是 也很难过。。很悲哀。。 为什么会有分手，我讨厌分手・・我非常讨厌分手。。 我们交换了自己的邮件地址，回国以后我们会经常联系！
星期一我们留学生会再见面！我很高兴！非常高兴！另外我将与小颜一起乘新干线去东京！ 二天以后再见！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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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见！

2007.07.22

与寄宿家庭分手，心情的确不好受,但是，明天我们留学生能再见面，我还是非常高兴。 大家，明天见!!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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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见！！

2007.08.28

从回到中国后，生活一直很忙碌。所以到今天才能够写下我的第一篇“毕业生日记”。这么久不与大家联系，真的很抱歉呢！ 不知不觉，离开日本已经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了。在这
一个月里，我的生活几乎都被考试 学习与压力占据。因为如果成绩不理想，我将会选择留级，而留级绝非我的意愿。不想落后一年的时间，更何况明年暑假 我真的很想要去北京 看
2008年奥运会！不知道日本的朋友 老师们会来吗？如果可以来的话，一定要通知我们哦~我们一定会好好招待的！ 回到自己的班级，虽然分开近一年的时间，可丝毫没有陌生的感
觉。和同学们在虽然紧张的气氛中却很快乐的生活着。但每当想到在日本的家庭 老师 朋友，思念的感觉却不断的涌上来。真的好想再见一面。也希望 在不久的将来 可以再见，像
从前那样快乐的谈笑。 其他的朋友们 你们好吗？希望大家在紧张的学习中 快乐度过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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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像都很忙呢~

2007.10.19

由于种种原因，总是没办法输入日语，哎~~ 大家好像都很忙的样子，就连我自己，也很久都没能写日记了呢。 交流中心的老师们 是不是去长春了？回骐辰告诉我了，我真的是好
羡慕啊！什么时候老师们也可以来济南呢？真的好盼望这一天啊~~ 考试接连不断的袭来，总是很忙。不过 这样的生活倒是也很充实。为了成绩的进步 现在的辛苦应该也是值得的
吧~ 现在 我们几个同去日本的同学 有时聚在一起 总会一起谈论 回忆在日本时候的事情。觉得那真的是一段很珍贵而美好的记忆。也希望 新的一届留学生也可以把握好这次难得的
机会，好好努力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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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到了济南。。

2007.11.02

好不容易能输入日语了，但不能打汉字！。。。 こじま老师问济南的那个季节比较好。我觉得哪个季节都好。（笑）哈哈。我觉得最好的还是秋天。不冷也不热。非常舒服。并且
济南的秋天也有红叶，泉水也很美。但其他的季节也非常好哟！老师们准备来这里么？如果来的话，一定要告诉我！ 过一会就要去补习班了。。非常累。。。 那么，一起努力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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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的照片

2007.11.16

现在是11月份，应该是秋天，但简直像冬天一样。。冷！今天的温度只有1～10！我穿得非常厚。。 泉城路大概是济南最好的地方吧。店很多，很热闹，是买东西和游玩的最好地
方。外国人常来这里。并且有很多好吃的店。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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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对不起！

2007.12.14

　实在对不起！日中交流中心邮给我的东西，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没有到我家。因此我没有在10日之前交上感想文。真对不起。老师给我爸爸打 了好几次电话么？我爸爸工作忙，没
能接。对不起！大概是因为这件 事吧？ 　但我从朋友那听说了。并且也借了那封信。今天就写，尽可能在今天发过去，来得及吗？ 　实在对不起！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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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快乐！！

2008.01.04

Happy new year!!! 对不起 我来晚了呢~~是因为去南京参加了考试，所以没能赶上在1月1日给大家问好~ 考试结束了 我就和爸爸妈妈在南京玩了一天~和爸爸妈妈玩了南京的夫子
庙。是很热闹的地方，而且小吃非常好吃呢！ 南京是个很好的城市，通过这几天，我就喜欢上了它~很热闹 很好玩~~呵呵~~ 大家在这个短暂的假期里都去了哪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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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金会的老师见面啦!~~

2008.03.02

今天下午,基金会的小岛老师和桥本老师来济南了,我们十个人全都到齐了!见到老师们真的好高兴啊~~虽然数数已经7个月没有见了,但缺一点生疏的感觉都没有,还是特别亲切! 我们一
起逛了泉城路,老师在书店里逛了很久,还买了好几本书,呵呵~~ 后来我们又一起去吃了鲁菜,呵呵~~那种氛围真的很快乐^_^ 期待着和老师们的下一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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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了

2008.06.12

真的好快呀。。我已经毕业了。既高兴又伤心。从今以后要和朋友们各奔东西了。一想到这些就好像哭。和我一样，考入南京市的大学的同学只有一个人，和其他同学见面的机会，
一年大概只会有1，2次吧。 9号那天高考考完了。我虽然没有参加，可是我也去看了看。我一直站在外面看，在心里祈祷朋友们努力考试。考完试后的两天好开心。中学同学和高中
同学一起搞派对去唱卡拉OK还吃大餐，大家聊了很多，真的是很美好的回忆。 这三张照片一张是毕业典礼的照片，一张是我的毕业证书，还有一张是在学校的最后那天我在我们班
照的。 我也祝贺大家的毕业。 现在我好期待大学的新生活。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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