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来报道了

2006.09.27

来到明德已经2个星期了。这几乎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2个星期。从刚来时的陌生，到现在的熟悉，从狼狈地接受，到主动的理解，心中的历程走了何止两个星期！ 老师们给了我最
多的感动，他们为我们做了一切能做的，为我们置备了许多必需的生活用品，还帮助我们和家里联系，更为我们上网提供了很多方便，尽量让我们在这里生活变的舒适。适应了这里
的生活，我们也不像刚来时那样想家了。 同学们的态度也在这两周中有了很大的转变。从刚来时的比较冷淡，到现在的相互帮助，彼此和睦融洽的相处，使我在这里的生活更有了
信心。 参加了这里的运动会和秋祭，场面都是我不曾见过的，感觉很新鲜，也很愉快。以前不曾参加过运动会的我参加了几乎所有能参加的项目，因为在这里，参与就是胜利。 今
天来报个到，跟大家说：我现在很好，所有关心我的人，都不要担心，我会生活得更好的！

張 詩雨的日记



溪谷探险

2006.11.05

常常来看大家的日子，自己就比较懒了，总是不爱动手写。 这个星期5，6，除去露营了两天，去了另一座大山里，风景也很美。亲手做了年糕，钓了鱼，还生火做饭，虽然好东西
被糟蹋了不少，但是感觉还是不错的。这段从大山到大山的旅行，成了我第一次的文化体验，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所以一定要记录下来。 学校的事，在刚才的某一篇评论里已经
说得比较详尽了，在此就不罗嗦了。 以后我还会常来看，也会尽量自己写些东西，请大家关注！ （原文）

張 詩雨的日记



隔了好久

2007.01.12

稍微慢的redo，开更不用说恭喜恭喜！ 新学期开始，非常忙了。但是，每天做各种各样的事，是非常快乐的每天。我想作为2007目标，今后很好地学习。 诸位一起也努力！ 我想
如果今后有时间，无论如何次日写记介绍自己的生活。今天只寒暄。 （訳文）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張 詩雨的日记



第一次

2007.01.18

不知道该说点什么了。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在外面过年，第一次在除夕夜去寺庙敲钟，第一次吃新年的料理，第一次住进日本人的家里。寒假，对我来说，居然有这么多的惊喜！ 除
夕夜，边看电视，边给国内的同学们发邮件，到了12：00，我们全家出发，去了药师寺参拜。天很冷，人很多，新年的气氛很浓重。 新年的料理，真得好看得不得了，但是吃起来
吧，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生的东西那么多，还有一些很奇怪的味道的东西。不过最后一天，在家里吃的すきやき，却是我最喜欢吃的。 日本人的家里，和中国果然不一样，和日
本学校的宿舍也不一样，很具有日本的特色。 （原文）

張 詩雨的日记



耐寒长跑之练习

2007.01.23

自己的电脑，打不出来日语的汉字，但是能打出来假名，一直都用中文写日记，不好意思啊！ 头好痛啊！今天真是挑战了一次极限 冬季耐寒长跑，2月1日，男生14公里，女生10公
里。全员参加。没办法啊，还不至于此，从今天开始，每次体育课都是长跑的练习。日本的女生们都跑了3300米，我虽然只跑了2000多米，但是真得已经达到了极限了。身体素质
还不行啊，看来以后还要多加强啊！不过日本的女生，我倒是真正的很佩服啊！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張 詩雨的日记



真是挑战啊！

2007.02.01

2月1号，冬季耐寒长跑的日子。 真的好期盼，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盛况。当然，之前听老师说，日本男生跑14公里，女生跑10公里，步行的走4.5公里，我和另一个留学生跑3公
里就可以了。虽然3公里已经很多了，但是我一想到只是日本女生的3分之1，我就感觉很满足了。跑之前，我又找老师确认了一下，结果这回老师告诉我，累了可以走，但是让我挑
战一下7公里。还是比日本女生少，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走就是了。 10点一到，大家一起跑了出去。我也跑，跑啊跑，跑啊跑，再跑一个桥，再跑一个桥，不行了，走吧。休息好
了，再继续跑。我惊奇的发现，原来很多日本人都也都是用走的，所以在我跑的时候，其实超过了很多的人。终于到了终点。看看表，才花了不到1个钟头，真神奇！再统计一下自
己跑了多少，发现7公里中的80%都是用跑的，真不可思议！还有更奇妙的，我居然发现原来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累，甚至还有继续跑的冲动，那一定是不正常了。 不过真的，今天终
于让我认识到，其实有很多的事情，看起来虽然很难，但是做起来，并没有那么困难。只要一点一点的走，就会突然发现，原来目标很容易就能够达到。更重要的是，我们会享受，
那个奋斗的过程。

張 詩雨的日记



世上还是好人多！

2007.02.06

感动，真感动！ 前两天，坐电车的时候睡着了，结果下车的时候，放在地上的运动服忘记了带走。怎么办啊，虽然不是贵重的东西，但是丢了东西心里怎么说也不舒服。 发现之
后，马上和电车的公司联系，结果很容易得就找到了，而且还就近送到了我回去的时候经过的车站。我只要填一张卡，就可以把东西领走，非常的方便。 虽然只是一件很小的事
情，但是我却觉得很让人感动，一切都为了别人着想，人们呢，不会去动别人的东西；电车的公司，就为乘客想得很周到。这大概也是一种精神吧。

張 詩雨的日记



志愿者活动

2007.02.11

早就想参加一些志愿者活动了，没想到第一次做志愿者竟然是在日本。如此一来，我的日本之旅就又多了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了。 星期5，学校休息，就报名参加了一所小学校的一
个交流活动。刚一进校门，就看见一群小孩子在玩羽根突き，之前虽然也有听说过，不过看见了，还是觉得很新奇。所有的孩子都似乎玩得很高兴，跳着，跑着，让我想起了自己的
小学时代。好怀念啊！ 进了会议室，首先要开一个会，总共去了15个外国人，来自十几个不同的国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和80几个6年级的学生用英语进行交流。 会开完了，向体
育馆移动。在那里首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就被5个小学生拉到了一个角落了。大家都就坐了，就开始一个一个地作自我介绍。并且每个人问了我一个问题。问题都是很简单的，可
是看着他们或者好奇，或者自豪，或者有些不安的表情，对于每一个问题，我都尽量具体详实，并恰附加一些内容的作了回答。我们的交流相当的愉快，我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发现
了我超凡的沟通能力。（有一点自夸的嫌疑啊。）之后的游戏更好玩，一大堆的扑克牌放在地上，每个人每次翻两张，翻到相同的就算自己拿到了，结果以最多的为胜。看起来很有
意思，哈哈，我还是个游戏天才呢，6个人里，我拿了最多的，而且是压倒性的优势呢！游戏过后换了组，不过是同样的活动。时间差不多了，所有的人聚在一起玩了一个大的游
戏，据说是日本的传统游戏。首先分成两队，国际队对日本小学生队，玩法就是用一个足球大小的球打对方的人，被打到的就变成自己队的。这个我不怎么擅长，不过我发现日本的
男生有很多都很擅长，看来还是有方法的。不过我也不错，一次都没有被打着过，当然也没有打着过别人，这个不免有点遗憾。 这场友谊赛的结果并没有宣布，不过是大家都玩得
很高兴罢了。最后了，日本的小学生列队，奏乐，合唱校歌。感情饱满，志气高扬，听的时候不觉有了一种感动。也许是关于这些我可爱的后辈，也许是为自己今天作了一件自认为
有意义的事情。从他们的眼中，我看到了交流的渴望，那是每个人都有的，我想，因为我也是那么的渴望和更多的人进行交流。

張 詩雨的日记



甜点party

2007.02.14

最近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了，不过既然来了，总要写点东西的吧。我想想最近有什么事情，恩~~~ 对了，今天是情人节嘛，同学们过得如何啊？我真的惊讶于日本的情人节。早
上，每个女生都拎着一个很大的纸袋走进教室，以为是5连休过后东西过多，没怎么注意。可是一等到下课，就陆陆续续有人在吃蛋糕和巧克力，这才知道，原来不知道什么人开始
发放巧克力了。等到了中午，那才叫盛大，每个人拿出自己亲手做的糕点，各种各样的蛋糕，巧克力，还有面包，每个都那么好吃的样子。都尝尝吧，结果每种都拿了一块，果然是
美味。最后终于吃到了再也吃不下的程度，就只好把剩下的打包带回家了。 真得好特别的情人节，真得好能干的日本女生，我想和很多人一起分享自己精心制作的糕点，应该是一
件很快乐的事情吧。明年的今天，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做一些这样的糕点啊，如果可能的话，诸位一起来吃啊！

張 詩雨的日记



聚会总是意味着别离

2007.02.23

回到了这里，回到了自己的小屋，回到了平静的生活，回到了每天做的电车，回到了宁静小城镇中的学校。 感觉不一样了，走的时候，是如何的兴奋，回来的时候，却总有些失
意。5天，去的时候一天，回来的时候也是一天，算来算去就只有3天。多么高兴的3天，见到了久违了同学们，畅谈着各自在日本的生活。而这些日子又是那么得有意义，庆祝了新
年，参观了原爆纪念馆，还去了日本的高中。3天，短，太短了，这就是我从去之前就已经感受到的了。走的时候，感觉到一种可怕，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或许是为未来5个月前途
的不确定吧。哎，不管怎么样，现在又是一个人了，在没有你们在身边的日子里，我就只能平静得过着这样的一天，一天，又一天。期待着下一次的见面，但是那同样，意味着离
开。

張 詩雨的日记



参观

2007.02.27

京都国立博物馆おひなさま人形展，挺好玩。 要是自己家里也摆这么一大套也蛮不错的嘛！

張 詩雨的日记



到乡翻似烂柯人

2007.03.23

忘了有多久，没有写日记了，再来看的时候，感觉时空好像转变了，怎么有了那么多没有看过的日记？只得好好补习一下了。大家的生活的都不错嘛！看了日记，有了好多的感想。
就好像也多多少少感地感受到了那种气氛，虽然不能亲身经历。 至于自己的日记嘛，也要把前面的补一补了。说写就写，现在就开始动工了！ （原文）

張 詩雨的日记



修学旅行之前奏

2007.03.23

那是3月2日的早上，按照平时的时间来到了学校。心里就在想，这一上午，到底怎么办呢？修学旅行的说明会，还有高一年级的期末考试，时间上多少有一点冲突，是不考试呢？
还是不参加说明会呢？还是考一半试，就去参加说明会？向老师询问，得知期末考试我可以暂不参加，就大模大样的走出了教室。 发了一些资料，又说了一些注意事项，没什么事
情了，也就都回家了。 次日，9：00开始修学旅行的结团式，这之前，倒是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查好了电车的时刻，坐上了正常的电车，可是呢，这个电车它却说什么也不发
车了，我眼见着时间一点点地过去，就要赶不及了，怎么办？但是就是这样的，坐在电车里，就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最后车晚点了12分钟，我一边坐车，一边给老师发了短信，
告诉她车晚点了，可能会迟到。 下了车，一看还有10分钟，于是跑步前进，心想或许还来得及。从车站到学校的这段路，每天都要18分钟左右，路不近，而且全是上坡。我这边跑
得气喘吁吁，终于在8分钟跑到了学校，换了鞋，来到了礼堂，整整好好9：00。 惊呆了，人都还没怎么来。好不容易见到了一个认识的老师，一问才知，由于京阪电车晚点，结团
式晚10分钟开始，还不只如此，原定于9：00的期末考试，也改成了9：10。傻了，早知道这样，我着什么急啊？不过又一想，电车晚点了，居然都会通知学校，以免耽误了学生的
活动，还是日本想得周到啊！ 结团式呢，很热闹，筹划了一年多的休学旅行，马上就要出发了，那是何等的兴奋。介绍了各条线路的成员，旅行的纪律，老师的嘱咐，出发的事宜
之后，也就散会了。剩下的，就是第二天的出发了。 （原文）

張 詩雨的日记



最近比较忙

2007.04.18

这个人真是记性不好，以前都好几次遇到无缘无故写的东西就没了的事件，结果还允许这种事情再一次发生。真是麻烦啊！ 最近每天都去俱乐部，好累啊！天天回来的都那么晚，
都半个多月没上这里看了。俱乐部很好，虽然是其中最差的，但是也一点儿都不着急，就只关注自己的进步。没什么压力，也不求什么成绩，不为比赛，不为超过谁，就为享受其中
纯粹的快乐。回了家，什么都不想干，什么都不干，生活倒是变得简单。剩下的3个月，就这样淡然的过去了，也倒是一件好事。

張 詩雨的日记



极好！

2007.05.08

太棒了！如果去了到名古屋，必定会这样的赞叹吧。 与京都，大阪，奈良不同，名古屋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感觉。高楼大厦，宽广的道路，很方便的地下街，整个热闹的城市充满了
历史的气氛，非常有魅力。 想如果有时间的话，很想向诸位具体介绍一下,不过，因为已经马上要上课了，今天就非常抱歉！ 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去名古屋哟！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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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读

2007.05.10

为何只有片假名，大家能看懂吗？ 终于能看懂棒球比赛了！很高兴！一直非常讨厌棒球,不过，在学校里打了一次软式垒球，终于享受到了它得乐趣。 它不仅需要选手的力量和速
度，并且选手的判断力，选手之间的配合与整体策略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它是非常好的运动。 虽然这么说，但当我们参加比赛的时候，与其说它是比赛，还不如说是游玩来的
更确切一些。我们大家都对它不精通,但是，大家都很努力。白天自己练习垒球，晚上回到家后，通过电视看比赛，真得是非常棒！ 在这之前，我已经听了许多次有关棒球的规则,不
过，不知为何就是听不明白。这次自己参加了比赛之后，马上就明白了。 其实我认为每件事可能都是这样的，只看一下，只听一下是不够的，只有亲身体会，才会得知其中的奥
妙，不对吗？ 辛苦了！你能到读这里，肯定是一个天才！(拍手)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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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

2007.05.11

既然来了日本，不去一下日本医院，可能会有些遗憾？ 今年四月，我因为感冒，去了几次医院。在日本，我想大的医院肯定不少，不过，因为不是大病，我就去了离家很近的一家
医院。 那家医院只有一位医生，一位护士和一位服务小姐。一走进医院，大家就能听到很和谐的音乐。稍等片刻，就抡到医生给我看病了。看完病，走出诊疗室，只稍微等了一
下，我就拿到了药。在取药的时候，服务小姐不仅给我详细地介绍了吃药方法，同时为了防止出错，还给了我一张纸，纸上印有对吃药方法的介绍。药只有四天的量，四天以后，我
还必须再去一次。到那时，根据病情，再给我合适的药。但医院有时休息，药就有可能拿不到。这也是没有办法得。今天因为有课外活动，估计8点之前回不了家，可能去不了。明
天再去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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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2007.05.16

平时都是租牒回家看，今天第一次去电影院看了电影。 这是一部以京都为背景的电影，电影名字叫做初雪の恋。前半部搞笑的成分多，而后半部却有很感人。看着电影画面中熟悉
的街道，熟悉的寺院，还有熟悉的京都方言，一幕一幕编织着唯美的故事，这让我越发的热爱身边的这个城市。也许有幸，我能去感受一下祗园祭的氛围，那该是怎样的令人感动的
啊！两个月以后，我将会暂时的离开，但是我一定还会回到这里，这片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土地。就像电影中主人公关于初雪的约定一样，我和这里也有一个约定。

張 詩雨的日记



葵祭

2007.05.16

昨天是京都比较有名的葵祭。 早上下了地铁，连路标都不用看，跟着大队的人群，自然而然的走到了御所。据说游行的队伍就是从那里慢慢的走出来。才9：30而已，找好了地方，
我们席地而坐，剩下的就是等待了。根本不是五月份的天气，在烈日下的等待是漫长而又辛苦的，不过心情也就越是期待。 人越聚越多，终于在10：40分，看见了第一个身着古代
服装的人缓缓地走了过来，心情是何等的兴奋啊！这个人身着一身奇怪的白色的衣服，却不像是和服，带着黑色的帽子，上面插着我相信是葵的叶子，脚上踏着草鞋。虽然服饰不华
丽，但是古代的感觉却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手持着一个盒子，姗姗而行。这还只是一个前奏，之后陆陆续续走来了拿着各种各样东西的人们，服饰也不一样。走在前面的，一
看就是开路的，骑在马上，衣着华丽的，就一定是贵族了。有的手里拿着奏折一类的东西，有的拿着各种各样的盒子，有的拿着虎皮鹿皮之类的东西。前半场没见一个女的，只是后
来，终于有可爱的女眷出场了。脸和舞技一样摸得白白的，有的骑在马上，有的步行，还有的则坐在有20几个人围着推着的花车之上。虽然没有音乐，也没有舞蹈，不过呢，场面
到还是很壮观的。历时一个小时，游行队伍终于完全经过了我们所在的地方，人群才渐渐的散去。 据说这是京都的很有名的祭，很传统，也很有代表性。在源氏物语中，光源也曾
经去看过这个祭。听班主任老师说每年的这个时候，电视台还会全程的直播。第一次参加京都的祭，看到了平时看不到的东西，感觉很新鲜。

張 詩雨的日记



试验勉强

2007.05.28

总的来说，进入第一学期了，学校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动，每天就是上学。正是第一次考试的季节，总算知道了什么是试验勉强。图书馆成了全校最有人气的地方，看着桌面上堆的一
大堆的书，还有奋笔疾书的学生的身影，这个熟悉的图书室变得不一样了。由于平时并不热衷于学习，攒下了很多的问题。要考试了，也是该解决问题的时候了。于是呢，在考试的
前一天晚上总是会开始复习一下，早上的电车上也尽量不睡觉了，到了学校就去图书室再笼统地看一遍，考试的时候呢，能记住多少就写多少，反正倒也放松。不知道为什么，我觉
得这样的节奏挺好，甚至觉得考试比平时上学还好。上午去学校考两科就能回家，下午呆在房间里面睡午觉，周六周日还能享受大扫除的乐趣，实在是棒极了！

張 詩雨的日记



日记

2007.05.31

刚才，我看了大家的日记，非常感动！我昨天打了保龄球和卡拉ＯＫ，今天又去近江舞子。其实我已经非常累了，但看了大家的日记使我增添了力量。 我也要加油！从明天起，又
恢复到平时的生活节奏（上课及课外活动），让我把这作为又一次新起点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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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8岁了！

2007.06.08

我十八岁了！ 六日早上，我像往常一样上学。但是那天我的心情稍微有些不一样，因为那是我18岁的生日。以18岁做为境界，我今后的人生会是怎样得呢？先不考虑那么摇远的
事，首先从现在起要好好干。 生日的事我对谁都没有说，一整天就平平常常地过去了。学校一结束，我一个人来到三条，作为自己的生日礼物，我吃了冰激凌和蛋糕，然后就回家
了。 到现在为止，生日一直是与朋友们一起热热闹闹地过得，今年的生日，我感到有些寂寞。 一回到家，我就感到了生日的气氛。一进家门，就看到了来自基金会老师给我的生日
礼物。看到这张照片，在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在日本这一年里的各种各样回忆。上了楼，打开房间的一瞬间，我很吃惊，在桌上放着非常漂亮的花。上面还附有来自妈妈和爸爸的留
言，真得很感动。座在阳台上，吹着阵阵凉风，我的心情特别舒畅。可能什么也没有考虑，但是我的精神很满足。 真是一个有意义的生日。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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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2007.06.14

在前一段时间就一直想说，可是写了二次，都没能附上，我很受打击，最终还是没写。 各位写得日记，我看了，很感动。借此机会，在这里，我向平时一直对我们进行关照的人们
以及一直在我们身边，与我们一起笑，一起哭的人们，表示我的衷心的感谢。多亏诸位的帮助，我在这里每天都过得非常快乐，非常有意义。虽然留下的时间只有一个月，让我们坚
持到底，加油干。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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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蚊子

2007.06.14

刚才看了日记，我也有同样的体验，借此机会让我也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虽然还早,但是蚊子已经很多了。在打扫庭园的时候，腰部被咬了四处，现在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家里，
我几乎每天被蚊子咬。在我的房间里，除了我以外，好像还住着一只蚊子。找了好多次,但是，我就是没找到擅长捉迷藏的它（蚊子）。而且，到了夜晚，它就飞出来，悄悄地刺着
熟睡中的我。我每天被咬，但是我不能说出我的意见吧。 日本的蚊子好厉害啊！我有时向日本朋友说起蚊子的时候，大家都说，这是经常的事。果然，日本的蚊子与中国不同，我
对蚊子还没有适应。那毒素身体不能反抗，非常厉害了。现在我从老师那儿拿得了药，被咬了以后，用一下药就好了，现在即使被刺也不像以前那么可怕了。 尽管这样说，我还是
想把家里的蚊子灭掉！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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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2007.06.22

学校的艺术节终于来了。这次我们去看超豪华的宝冢歌剧。从前一阶段开始，我们大家的话题就离不开艺术节，我也稍微知道了一些其中的内涵。那天早上我就很兴奋，虽然我坐了
二小时电车,但是，居然没感到累。 那天，我们大家都穿着漂亮的衣服，一边走，一边谈论着该歌剧。就如铺着红地毯的台阶那样，整个会场让人感到很华丽。 歌剧终于开始了，由
很帅的女孩子扮演得男角色和可爱的女角色陆续出场。整个歌剧用歌声和舞稻向观众述说了有关エリザベート的故事。让我非常感动。 这以后好几天，我们大家一直很兴奋地谈论
着エリザベート。我问大家觉得歌剧怎么样？大家都回答说太棒了。我也认为非常好，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再去一次！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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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户

2007.07.12

昨天，我终于去了一直很想往的神户。 北面是山，南面是海。中间是很热闹的商业街，其中也包括南京町。 因为处是梅雨季节，天气不太好,但是这一点也不影响我的心情。 进入北
野异人馆，我就好像来到了欧洲。那里面的建筑真是棒极了。我站在阳台上看远方的大海，隐隐约约能看到水平线。现在这里虽然到处是大楼,但是，从前这里没有高楼大厦，我想
看远景一定比现在更好吧。 在神户港我登上周游观光船，经过造船厂以及出口二手车停车场，前方有海上机场，回头瞭望，还可以看到端口塔和其他高楼大厦。在海上，我的头发
被海风吹乱，看看周围，自己就好像远离热闹的城市，进入了世外桃源，让人感到心情很舒畅。 我在神户逗留的时间虽然只有6小时，但它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马上要回国了，
能留下如此美好的回忆，真是太好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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祗园祭

2007.07.19

祗园节是京都市的最有名的祭祀，对我来说，它很有魅力。这次我终于看到了祗园节。 这次我观看了祭神用彩车。据说花车共有二种装饰方法，从14日到16日为止，在所规定的地
方，大家对花车进行装饰，在17日那天，人们轮流拉着花车，进行了盛装巡回游行。花车很大，人可以站在它上面，跳舞或演奏。与此相比，山就比较小一些，人不能坐在上面，
但是有时可以在上面装饰一些偶人。花车每年只用一次，为了表现一个主题，各地的人们都花了很大的功夫，使用上等的纺织品来装饰花车。人登上花车以后更让人感到祭祀的气
氛。 我没有参加17日的盛装游行，非常遗憾，但是，我看了电视实况转播，太棒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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