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坚持住！

2006.09.12

我和刘静雅在岗山呢。生活相当不习惯。在这里所学习的科目都是我们自己选的，想上什么就上什么，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但是空闲时间太多了,这一个星期正好赶上学校考试，不
知道他们学什么东西，要考一个星期…… 这里的饭菜很简单，也很不好吃，但是没办法，不吃又不行，所以我每次都得吃撑了才肯放下筷子。 同志们坚持住！尤其是我的小“女
儿”，加油，支持你！以后想“爸爸”就可以了，不要想妈妈，呵呵~~~~ 最后送给同志们一句歌词：你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可你已经无路可退！ （原文）

高 龍洋的日记



联系联系！！！！

2006.09.14

大家都把自己的电子邮件，QQ之类的东西发上来啊！同学们，我想死你们了！！！大家都踊跃上网啊！东北的亲家，联系我阿！邮箱：×△●○@qq.com （原文）

高 龍洋的日记



东京

2006.09.14

东京 （原文）

高 龍洋的日记



无奈

2006.09.14

这是在我最无奈的时候拍的…… （原文）

高 龍洋的日记



挺好的

2006.09.15

挺好的~真得挺好的。在学校同学都很亲切，最好的是他们都很有耐心。呵呵~~我们宿舍里有一个男生特别好，每天在宿舍的时候他都跑我屋子里来跟我交流，教我日语。他说他
家乡的特产是包子，还说下星期他回家给我带来让我也尝尝~~ 老师也很不错，每天很有耐心的教我东西。然后还跟我说有什么困难尽管找他。我们学校有一个中国的老师，长得胖
乎乎的，非常非常可爱，她的日本名字叫做吉井○○。她说如果日本菜不习惯的话，在休息的时间可以去他家吃中国菜~~哈哈哈~~幸福~~~~ 有时候也挺郁闷~想念我的家人，想
念一起来日本的朋友们！！我想你们！！！ （原文）

高 龍洋的日记



上学了

2006.09.19

上学好，上学妙，上学呱呱叫！

高 龍洋的日记



很多人上网不方便？

2006.09.26

为什么在这里写东西的人这么少啊，其他人呢？学校没电脑？

高 龍洋的日记



累死了……

2006.09.27

~~~累、~~累~~~累~~啊~~~ 我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部，一个星期了~真是累。 刚开始的那两天，全身肌肉酸痛，可能是由于太长时间没锻炼的缘故吧。不过现在好多了，除了腹
部别的地方都不要紧了…………

高 龍洋的日记



后乐园

2006.09.27

上周末校长带我们去了日本三大名园之一的后乐园~~很漂亮~~~ 就是没法上传照片，一张都发不上去~~~~~总说我发的东西太大 有输入错误。 请确认表示错误信息的项目。 如
您选择了照片，烦请重新选择。 上载照片 ※无法上载超过 1MB 的文件 请基金会考虑把这个改一下

高 龍洋的日记



包子的问题

2006.09.28

我的同学实兵库县的，他说他们家乡特产是包子，莫姐姐在前面跟我说过日本包子跟中国的不一样，果然不一样啊！~~~~~日本的包子相当甜~~~~~~很不习惯那种包子。怀念中
国包子~~~~ 我有个问题啊，我在那些24小时店里见到过跟中国的包子相似的食物，就是皮比中国包子的厚好几倍，那个东西叫什么名字？

高 龍洋的日记



学园祭

2006.10.03

还有十几天我们的学园祭就要到了，现在大家都在为学园祭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前几天学校学生会的同学打印了世界各国的国旗发给学校的每一个同学，然后在上面写自己的愿
望，等到学园祭的时候都张贴出来。我们班还有一个节目，到时候我要跳舞……唉~我跳舞的姿势比我长得还困难，惨不忍睹啊~~~~ 今天，我们还为教室的装饰作了一番准备。我
们的教师要装饰成中国样式，有中国样式的灯笼，还要贴中国的年画，真是太棒了~~~~~~~~~~~~~~~~~~~~~~~~

高 龍洋的日记



学园祭，新见祭

2006.10.16

13号跟14号是我们的学园祭，本来安静祥和的校园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每个教室装饰成不同的风格。我们的教室则是装饰成了中国风格，当然，在这里我要感谢基金会给我寄来
的东西！14号，这是让我感动的一天。下午，体育馆的舞台变成了3年级的舞台，他们唱着跳着，所有的观众为他们欢呼着！舞台上的他们哭了，因为这是他们的最后一届学园祭，
因为他们爱这里，因为他们爱老师，因他们舍不得离开。自从来到冈山，我觉得这里师生关系都很融洽，而且每个人都爱这个学校。14号，我也真正爱上了这个学校！ 15号，新见
祭。真的要命哦~不过很好玩，喜欢哦~ 早上10点半，我们5个人跟老师一起来到神社，然后做了好一番准备。到了1点半，我穿着比自己的脚小3.5厘米的草鞋扛着大旗走在队伍的
最前面，就这样走啊走啊~不多，2小时,等到我脱下草鞋我我脚上已经满了水泡……不过很开心！哈哈~~ （原文）

高 龍洋的日记



照片

2006.10.21

新见祭时的照片

高 龍洋的日记



雅虎相册~~

2006.10.21

http://gallery.photos.cn.yahoo.com/site/search_result.php?keyword=gao_longyang1989&option=user 这是我的雅虎相册~~已经共享~~~粘贴上面的网址可以直接看照
片！

高 龍洋的日记



照片有更新哦

2006.10.26

10月21和22号老师带我去了广岛县东城，21好晚上我去体验了一下柔道，蛮不错的~22号是东城祭，好热闹~还有中国的杂技艺人来日本表演~~~~ 我的雅虎相册有更新哦~~去看
看呀~~ http://gallery.photos.cn.yahoo.com/site/search_result.php?keyword=gao_longyang1989&option=user （原文）

高 龍洋的日记



ps我喜欢，3终于问世

2006.11.13

　11月11日消息，大家期待的索尼PS3游戏主机终于发布。索尼公司此次在日本的一些连锁店一共推出了20GB和60GB两个版本的PS3游戏主机。售价方面20GB版在49800日元左
右（约合3286元人民币），60GB版在60000日元左右（约合3960元人民币），索尼的发布价格比此前所透露出的价格要低一些。 　　不过，此次只是在日本地区发售，美国地区
将在11月17日才能发布，而其他地区则要等到明年。 有意思的是PS3此次的发售方式，以往大多数采用排队的方式购买，此次大部分店采用了“抽选贩卖”的方式进行，商店首先
给顾客发放抽选卷，之后进行随机抽取，被抽中的人才有资格购买PS3主机，这也就避免了排队时的混乱局面。 至此，这款从2001年便称要开发的主机也终于修成正果，整个漫长
过程可以与微软的vista“媲美”，也是长达5年之久。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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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3，中国制造，但是中国没的卖。。。无锡产品啊~~~~

2006.11.13

这款ps3是苏州ASUS代工的，但是在中国没的卖，大概要到明年吧，真是令人失望。 希捷串口60G台式硬盘上面写着“made in china”。其实这也不是很希奇了，全球卖的硬盘
中国制造的占大多数。但是希奇的是，ps3用得怎么是停产好长时间了的希捷5400转60G硬盘？ 我看到这样一句话“EE+GS? 怎么PS3上还有PS2的CPU和GPU 真牛 难道是这样来
玩PS2的游戏 ”，这让我对这款机器更加失望，更加没有信心了！ 3虽然好像比2上市的时候便宜，但是还是玩不起，蓝光光碟贵啊………… （原文）

高 龍洋的日记



我要晕了~~~

2006.11.13

“深圳前两天已经开卖了。要1万2千。。。。狂汗” 刚刚才看到官方说现在只有日本卖ps3，可是我又看到了上面那句话，不知道是真是假……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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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几个迪士尼乐园？

2006.11.18

目前，美国加州、佛罗里达州，法国巴黎，日本东京和香港5处地方建有迪士尼乐园。 资格最老的是加尼福利亚的洛杉矶迪士尼乐园，建成于1955年。1971年，耗时十年的佛罗里
达州迪士尼建成；1983年，东京迪士尼建成(2001年，扩建的海上乐园完成，耗资3380亿日元)；1992年，巴黎迪士尼建成，耗资440亿美元。 在五大乐园中，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
奥兰多的迪士尼面积最大，有12228公顷，香港迪士尼乐园最小，占地126公顷，仅为佛罗里达州的百分之一。论规模，美国佛州的奥兰多最大，分“动物王国”、“魔幻影城”、
“科幻天地”和“梦幻世界”4个主题乐园，每个都比香港迪士尼大，还有2个水上乐园，全部玩下来，最少要5天；其次是位于巴黎马恩河谷的迪士尼，面积1951公顷，有“迪士尼
乐园”和“华特迪士尼影城”两个主题公园；洛杉矶迪士尼为206公顷，拥有传统的“迪士尼乐园”和“加州冒险乐园”；东京迪士尼面积为201公顷，有“迪士尼乐园”和“迪士
尼海上乐园”两个主题乐园。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迪士尼主题乐园最多、可玩的项目也最多。 门票方面，5大迪士尼价格由高到低依次是美国佛州迪士尼约466港元、加州迪士尼约
413港元、东京迪士尼约385港元、巴黎迪士尼约381港元，香港迪士尼最便宜，为29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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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世界女排大奖赛

2006.11.18

06世界女排大奖赛已经在日本落下帷幕。最终中国队和日本队分别名列第五第六，巴西力克俄罗斯取得冠军。巴西成为世界首支大奖赛三连冠球队。

高 龍洋的日记



生日~~~~~

2006.12.01

好特别的生日，好有纪念意义的礼物，谢谢基金会的各位老师！ （原文）

高 龍洋的日记



电脑啊…………

2006.12.01

晕死~~~我只是给自己的电脑装了一个中文的系统，然后就坏了~~真是搞笑！然后要换CPU~~~~在日本买电脑怎么会是这样啊~那上面明明还写着中国制造…………遗憾啊~~~
今天时间紧迫，等电脑回来把我的广岛行给大家看一下~~~ （原文）

高 龍洋的日记



11月27号-广岛行

2006.12.07

11月27号，我们学校一年级2年级的全部留学生一起去了广岛。看到了原爆后留下的建筑物，在广岛平和纪念资料馆我对广岛原爆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见到了广岛原爆前后的模型
对比，还有很多原爆后留下来的物品和照片，看到那些东西真是触目惊心。在这个和平的年代，让我们好好享受美好的生活，更加努力的奋斗吧！ 这里有照片：
http://gallery.photos.cn.yahoo.com/site/user.php?yid=gao_longyang1989

高 龍洋的日记



这个是广岛行照片，上一个好像错了~又好像对了~我也不知道~反正来这个啦

2006.12.07

http://gallery.photos.cn.yahoo.com/site/album_detail.php?catId=24&albumId=2715

高 龍洋的日记



休息日

2007.02.09

1月27到31号的假期我是在三村老师家度过的。在三村家的生活很开心，谢谢三村老师一家人对我照顾。在这几天里带我去了松山城，濑户大桥，吹屋广兼邸。 三村老师的哥哥酷
爱卡拉OK，除了那些歌手以外，这是我见过唱歌最好听的人。三村老师还三个孩子，五岁的儿子，三岁和一岁的女儿。另外三村老师的哥哥还有一个4岁的女儿，四个孩子都很可
爱，但是只要有他们在的地方就绝对不会出现安静这两个字。。。。。。在吃饭的时候是三村老师最头疼的时候，看照片就能看得出来了…… 三村老师的奶奶今年已经86岁高龄，但
是看起来一定也不像，身体还是那么健康，而且自己一个人在山上的老房子里生活了30多年,我跟老师去山上看老奶奶的时候她正坐在屋外的小棚子里批木头。老奶奶什么都会做，
吃的用的都是自己做。31号，我还跟老奶奶一起做了日本そば，老奶奶的そば果然是一绝，但是真得很没味。 开心的假期！！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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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标签

2007.02.09

对面 対面～「心連心」のテーマ～ 作词：李浩 作曲：李浩＆宋睿 制作：宋睿 编曲&共同制作：曲世聪 演唱：李浩 吉他&贝斯：宋睿 录音&音效合成：杉山勇司 訳詞：日中交流
センター [00:27.94]一道彩虹跨过海 我们就在两端 海に架かる虹の橋　その両端に僕らがいる [00:33.93]你挥动着的双手 我能够看得见 僕には見えるよ　手を振る君の姿が　
[00:39.84]经历过风雨之后 的天空会更蓝 嵐の後の空が　こんなにも青かったなんて [00:45.77]昨天曾伤心的脸 慢慢绽开笑颜 昨日の悲しみは　きっと笑顔に変わるよ [00:51.85]
从不了解到了解 知らなかった世界を知ってみよう [00:54.37]从怀疑到相信 信じられなかった人を信じてみよう [00:57.94]鼓起勇气伸出手 勇気を出して両手を広げよう
[01:00.33]握紧就是朋友 その手を握り合えば友だちになれる [01:02.49]面对面 我的眼睛里映着是你的脸 Face to face,　僕の瞳に映る君の顔 [01:08.67]手牵手 我们就能够向着一
个方向走 Hand with hand,　きっと同じ道を歩いてゆけるよ [01:14.64]心比心 才能了解彼此存在的理由 Heart to Heart,確かめ合おう　僕たちがここにいるわけを [01:20.61]我
和你这样还会有什么话 说不出口 もう話せないことなんて　何もないんだから [01:30.86]如果能选择一天 取个名字叫永远 たとえある日「永遠」が約束されても [01:36.75]我的答
案就是今天 因为有你在身边 僕は「今日」という日を選ぶよ　それは君がここにいるから [01:42.75]有勇气一同回首 才能够一起向前走 勇気をもって振り向けば　一緒に歩いてゆ
けるさ [01:48.80]有哭有笑有感动 彼此真心接受 泣いて笑って心震わせて　その気持ち受け止めよう [01:53.78] [01:54.87]从不了解到了解 知らなかった世界を知ってみよう
[01:57.26]从怀疑到相信 信じられなかった人を信じてみよう [02:00.82]鼓起勇气伸出手 勇気を出して両手を広げよう [02:03.27]握紧就是朋友 その手を握り合えば友だちになれ
る [02:05.54]面对面 我的眼睛里映着是你的脸 Face to face,　僕の瞳に映る君の顔 [02:11.61]手牵手 我们就能够向着一个方向走 Hand with hand,　きっと同じ道を歩いてゆける
よ [02:17.62]心比心 才能了解彼此存在的理由 Heart to Heart,確かめ合おう　僕たちがここにいるわけを [02:23.51]我和你这样还会有什么话 说不出口 もう話せないことなんて　
何もないんだから [02:56.78]面对面 我的眼睛里映着是你的脸 Face to face,　僕の瞳に映る君の顔 [03:02.70]手牵手 我们就能够向着一个方向走 Hand with hand,　きっと同じ道
を歩いてゆけるよ [03:08.64]心比心 才能了解彼此存在的理由 Heart to Heart,確かめ合おう　僕たちがここにいるわけを [03:14.50]我和你这样还会有什么话 说不出口 もう話せ
ないことなんて　何もないんだから [03:21.07]面对面 我的眼睛里映着是你的脸 Face to face,　僕の瞳に映る君の顔 [03:26.73]手牵手 我们就能够向着一个方向走 Hand with
hand,　きっと同じ道を歩いてゆけるよ [03:32.79]心比心 才能了解彼此存在的理由 Heart to Heart,確かめ合おう　僕たちがここにいるわけを [03:38.66]我和你这样还会有什么
话 说不出口 もう話せないことなんて　何もないんだから

高 龍洋的日记



我的google相册

2007.02.09

http://picasaweb.google.com/g8972432 我的照片在里面，看看吧

高 龍洋的日记



真得有点空落落的。。。。。。

2007.02.22

5天，真得好快。一转眼的功夫大家又分开了。 就在大家分开的前一天我跟艺和强还在开玩笑，强对艺说：“洋走了，我心里兴许会空落落的。但是，你走了就无所谓了。。。”结
果惹来一顿爆打。 昨天，我们分开了。我站在新干线的入口处挥手，这次心情跟刚到的那天下午截然不同。2月17号，乘坐新干线到了广岛。我站在入口处，兴奋的看着里面，终于
我看到我得好兄弟出来了。我兴奋的挥手，我心中无比的喜悦。而今天，我站在同一个地方，我挥着手带着空落落的感觉，把我的好兄弟送走了。~~真的空落落的。。。。。。不
假~~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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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结婚

2007.05.08

5月1号，我们学校的数学老师结婚了~~~~~~~~~新娘是哈尔滨的。这个数学老师，平时很安静，很温柔，脾气好，也不喝酒不抽烟~而且还有点害羞~~~就是他，在去年去大连
旅游的时候，看中了现在的新娘，不可思议阿~呵呵~~~~~ 5月1号，晚上去给他祝贺，我送了一对很精致的天鹅给他们，祝他们能够比翼双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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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啊~~~

2007.05.08

5月2号刚去了羽鷲山ハイランド，那天玩得很开心。但是在5月5号晚上，我看电视，新闻里说到日本的一个游乐园过山车翻车，1死2重伤~~晕死~~~幸亏没被我赶上…………

高 龍洋的日记



久违了~~~~

2007.11.10

交流中心的老师们，朋友们大家都还好么？最近一直挺忙的，从回国之后我就一直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习。距日语一级的考试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有点紧张，也有点担心。
刚才看了 yoyo~笑 的日记，小島老师是不是要去山东？什么时候啊？~~~我也很期待呢~~~自从7月跟大家分别以来好多时候都会回想起大家在一起的一点一滴，怀念在日本度过
的生活。 不知道第二期长期生感觉在日本的生活怎么样呢？希望这一年也能给你们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加油！

高 龍洋的日记



生日快乐

2007.11.30

王琢,生日快乐哦.咱们俩个蛮有缘.不仅同一天的生日,而且在相同的年龄经有相同的经历.共生的老师同学们都很热情,相信这11个月会是你人生中难忘的一段回忆.

高 龍洋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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