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这就是日本阿

2007.09.05

哈哈,,终于到了诶,, 从上次的面试之后..一直向往的地方... 真的没有想到..这次的能选上.. 其实..只是侥幸巴..? 我发现其实比我厉害的人真的好好好 好得多 对于这边的环境..觉得还是不
错的.. 只是..往后的一年里,,,日语..这真的是一个非常 巨大的任务.. 我的留学生活.. 才刚刚开始诶...

明 心然的日记



阿，，终于可以上网拉阿

2007.10.03

诶，，真不容易啊，终于能上网了，， 买电脑未遂之后，就再也没对电脑有兴趣， 在日本的这段时间里，都没有怎么不习惯， 前几天，学校有好多活动，， 我现在天天和不同皮
肤的留学生一起上日语课， 还有台湾的，，我们经常去逛街， 还偷偷去了名古屋，恩，挺好的阿， 这还有沈阳的东北老乡那， 人家在日本学一年就2级，猛 我老服她了，可惜人家
不是留学生， 爸妈都在日本，幸福啊，还能天天上网 我们5号就考试啦，可是好像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蛤蛤，，修学旅行诶，去长崎那， 我住的日本人，也不错啊，， 现在中国是
不是都在放假阿/// 咱咋不放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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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地修学旅行，，

2007.10.13

真开心，，因为待会就要去飞机场接我们的HOME爸,, 他在四川XX车公司，，（不让出现名字嘛,,） 这几天和我们home妈妹妹都过的很好,妹妹很可爱,, 妈妈也是,,总是和我们有说
有笑,,每天都很开心, 哈哈,, 我真怀念咱们刚到东京的时候,, 真是好,,但是现在也是很好的阿,, 每天要做电车,,然后倒公共汽车,, 16各站点,,然后..走20多分钟?? 因为我在这里 ,,虽然每天
都要走好远, 但是总会看到很友好的 老奶奶 ,, 和我一起 ,, 很和蔼,, 然后,,还有我们可爱的 国际 部的老师,, 虽然我总是有 很多不懂得问题要问,, 但总是能替我很好的解决,, 阿里呷都,,
哈哈,, 明天,,是我们一个德国同学的欢送会,, 因为她要回德国了,,,很伤心诶,, 所以 ,,明天要去 照大头贴,, 8个人,,很短的时间,, 其实,,都在异国他乡,,所以阿 有一种 ,,很浓的亲切感把,, 在
这,,很多 日本同学都很好, 总是 很友好的帮助我,, 然后一起吃便当,,聊天,,虽然有时会听不懂,, 我在加油阿,,一直都有在加油,, 我们修学旅行,,长崎,,住在修道院里,, 还要唱天主教的歌曲,,,
很开心啦,,, 还会去中华街,, 恩,,刚开始,就已经对一年的生活充满信心拉,, 加油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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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的修学旅行,, ,, 蛤蛤

2007.10.19

真的很开心,,去了长崎,,但是很可惜的是,,没有看到张星月 我真的想你啦,,真地,,,但是人家活动一天一天都是满的,,因为长崎有太多东西要看啦,,,下次张星月你一定要接我,,我要去你们岛
原泡温泉,, 我们去了好多地方,,有去长崎原爆资料馆,,还有听生存者的发言,,还要写日语的感想,,虽然很难,我还是坚持写下来了,, 看到我拍的照片没??在 那最漂亮的地方,,我们自己做冰
淇淋,, 很好吃,,真的,,,我做的照片,,是录像整个过程 ,但是传不上来诶,,,很可惜,,我们去了日本二十六圣人殉职地,,因为是天主教的学校,,所以,,要去,,还有去圣母的骑士修道院,大家一起唱
我们的校歌,,每天都会唱,我都快会美声拉,,赫赫,,我们去了中华街,,看到了熟悉的东西,,有点想家,,但是还好阿,,同学人都 很好,,我虽然这次同班的同学只有两个,,但是却认识了更多外班的
同学,,听说我是留学生,都围着我问很多问题,,很开心 ,,和同学们住在一起,,感觉,更亲近了,,回来从名古屋坐电车是和其他班的同学回来的,,真好 最后一天我们去的是ハウステンポス,,很
有意思,,很大,,其实和我们家的长影世纪城市多分差不多的,,都是电影,,然后,,我就给同学当导游,,其实不是因为差不多,,是因为,,地图,,那个地图只有我自己看得懂,,哈哈,,我给我们的home
家买了好多东西,,都很好吃的,,刚才还和爸爸妈妈一起聊天吃蛋糕拿,,奶酪的,,,好甜,,还给home哥和home妹妹 买了好多,还给同学也有,买,,从同学那,也得到了好多礼物,,昨天哥哥回来就
和我说谢谢那,,真好,,今天妹妹练成会结束了,,我和妈妈去接的,,但是却有部活,,诶,,真累,,但是她很喜欢音乐,,还好和,,冈崎下雨拉,,很大拿,, 刚才去办银行卡的时候就是,,,但是很好诶,,嘿
嘿,,看到大家都很好嘛,,我们明天去京都,,和home妈 home爸一起,,但是不知道哥哥明天又没有工作,,妹妹又没有部活,,一家都很忙诶,, 但是还好的是,,我现在基本上都自己回家,,,电车公
车都没问题啦,,好期待 明天去京都,,我一定要照好多照片,,嘿嘿,, 在从长崎回来的时候,,有看到京都,,但是这次,,嘿嘿,,一定好好看看,,嘿嘿,,裴东梅,,,我照片上有我塞我的地址,,,,嘿嘿,,加我
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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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赫赫,,

2007.10.28

诶,,我的上一篇文章没有传上去,,辛苦死我了,,, 真的,,我真的有写,,而且很多,,,是关于我去京都的,,, 我当时真想去看肖,,贼怀念我们当时一起,,打扑克,,, 但是,,我是我的homestay一起去
得,,,,而且,,所以,,就这样,,但是想想看,,,过年的时候还是会在一起,,对不对..这样子就没差拉,,我去京都的时候,,,去了,,金阁寺,, 龙安寺,,,还有,,一个,,,忘记了,,,赫赫,,,但是很好玩诶,,,,看到照片
每...很好吧,,我还和妹妹合照了那,,看到你们都在不停的换,,,寄宿家庭,,其实,,我也要换了,,不是因为没有人要,,是因为,,我就算是放学就飞奔回来,,在回家的时候,还是会天黑,,而且很恐怖,,,
所以,,而且,,寄宿妈妈还有工作,,哥哥也是,,,妹妹是部活,,所以,,很麻烦,,他们都很担心我的安危,,因为最近,,总是能看到新闻上说,,,这个遇害,,那个遇害,,,什么的,, 所以,,,他们说,,,住在这里也
可以,,但是,,自己回家的问题,, 要考虑一下,,,我也说了,,所以,,我决定,,还是向我们的秋元老师汇报一下,,,也许会住在学校的校寮里,,因为,,最近,我的台湾同学,,也是要换寄宿了,,她住在校寮
里一个月,,好像,,就不能回去了,,,而且,,又这么不好找,,,寄宿的家庭,, 恩,,,就这样吧,,但愿大家都会开开心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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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开始，，

2007.11.26

从这周开始，我开始了学校的宿舍生活。我还记得临走的时候，寄宿妈妈的样子。诶。真快两周多了。昨天还和寄宿的妹妹发短信聊天。虽然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语言
的障碍。所以有一些误会。但是。无论我住不住在她家。我们都是好朋友了。这次。我决定和同学们一起参加考试。虽然别的科目都想考。但是因为留学生课程的原因。其他的课程
都没有上全。所以只能考数学了。但是我1月分可能会有jtest 的考试。好期待。现在正在复习当中。好多只是要学习。可能是应为只学了一年的关系。觉得好多东西还应该学习。所
以一直忽略了上交流基金的网站。 现在在校寮里，经常有朋友来过来找我聊天。很有意思。常常一起看寮里的漫画。说话。其实说话不就是练口语嘛。诶。我在努力啊。我在寮里
找到了一个好的知己。是我的前辈。三年级的。很照顾我。告诉我很多规矩。很快让我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再过一个月。我就要到我的朋友家住了。呵呵。是同班的同学。和我很
好。是跳芭蕾舞的。人很好。对我也很好。虽然家在丰桥。但是我和她是一个部活的。所以。回去的时候。妈妈可以去电车站接我们。 好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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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早好多的圣诞节晚会

2007.12.07

昨天，在校寮举行了圣诞节晚会，大家都玩到11点多。好开心。上面那张，是最后应我的邀请，大家和我的合照。应该说，因为我马上就要搬出寮了。要住到我们一个老师家。寒
假校寮会关。而且我1月还要搬到住在丰桥的好朋友家。所以我们学校的国际部老师就给我找了一个住在丰桥的老师家，为了方便我搬家。 目前，老师还在努力的寻找寄宿家庭。应
该是因为我们学校的留学生很多，而且，据说2月还会有澳大利亚的和其他国家的来。我们留学生，也算是学校的一种风景吧。新生参观学校的时候，老师还特意介绍我们。当时就
感觉好自豪的感觉。 昨天晚上，寮母老师还弹吉他了。好厉害。然后穿着圣诞老人的衣服。我照了200多张照片，所以一时半会找不到。下次找到了给大家补。快到圣诞节了。也就
是说离新年不远了。 今天我们上日本文化的课了。是我们的职员室主任教的。那个老师会讲一点 中文。据说老师是大连人。但是，都是在20年前的事情。呵呵。 最近和留学生也取
得了一些联系。我们用日发短信。呵呵，锻炼日语哦！ 就写到这吧。大家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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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的岁末阿!!

2007.12.15

上周四,是我们学校的合唱比赛.好激动!!好激动!! 因为学年里,我们班是第三.虽然全校名额里没有排上. 因为我也有参加!虽然,我只记得一点点歌词,但是和同学么一起唱的时候,就能唱出
来了.这是我们二年C班,最后一次集体行为了..因为到了高三.大家都要去不同的班级了.而我,将继续留在二年,或者去一年,因为听说,留学生不能升三年,好可惜.这次,我又被同学们感动了,
是之前练习的事情,因为有留学生的特别课程,所以和同学们练习的时间不是完全重合,所以,与很多次都没有跟着联系,虽然有时间也会练,所以,就在临比赛的那天,班长发润喉的糖,说大家
一直以来坚持联系,辛苦了,大家的犒劳品,,然后就发给大家,我自然是躲开啦,没和大家付出一样的成果,怎么好意思要人家的东西阿.但是我们班上一个同学就问我,心然,你吃没吃呢><
我说,我没怎么和大家一起练习,不用吃也行.她很认真的说,这是班长给C班全员买的,心然是三班的同学,所以心然也有.当时听了很感动,,她们不是把我当作一个外国的留学生来看待,而是
2年C班的成员!!真的很开心, 还有就是前天,是学校圣诞节晚会的售票的小会,然后吹奏部和合唱部有小小的发表,其实那晚上,我很累,马上就要洗澡去了,但是电话响了,是好熟悉的铃声,
是之前HOME妈的铃声, HOME妈来短信了,说是在学校的小礼堂,想见见我,当时好激动呢,,HOME妈还记得我,还想要见我,我告诉她我马上就到,,之前从HOME家搬出来之后,虽然有和
HOME妹常常联系,发短信什么的,在学校见到了也打招呼,但是HOME妈,好久不见.有点想她了,想起临走的时候,都有点鼻子酸酸的.真的好不舍得呢. 发表会结束之后,又和HOME妈聊
了,我搬走之后,HOME妈还经常和秋元老师说我的事情,她还很关心我,还问我,有什么想要的中国食品让爸爸回来过年的时候给我买点.听了好温馨.看到HOME妈好亲切! 我还知道了我
寒假的HOMESTAY的地方,是丰桥的老师家,其实是老师的妹妹家,因为老师的妹妹想做我的HOMESTAY,好有意思的FEEL.呵呵.我18号就搬家啦.搬出校寮啦.开始我的再一次的
HOMESTAY的生涯啦..哦哈哈.真有意思呢. 对啦,,老师,你什么时候来看我阿?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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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久不见啦！！

2008.02.24

经过漫长的过程。我的寒假也过去了。马上就要春假了。 春假好期待和大家见面，还有我和星星月亮的XX计划。 哈哈。大家过的都还好嘛？ 我过得很滋润。现在住在我朋友家。
而且，在寒假的时候已经去过富士山啦。 哦哈哈。相当过瘾啦。 马上就要见面了。都激动的不得了了。 好想知道大家都有什么变化。 还有就是，我的日语检定，3级通过了。 虽然
对于大家来说，可能3级只是很简单的就可以完成的。 但是，对于我这个初学者来说，我真的加油啦。 下个目标是2级。 现在和家里人交流什么都都没有问题，这是我最大的进步。
恩。大家继续加油吧

明 心然的日记



最后的70多天了

2008.05.12

好久没写日记了。突然有时间翻看了一下以前写的日记。仿佛那些都只是发生在昨天。我还依稀记得在来之前，和同学一起在一起。在来之后和同学打电话所，我们要有一年见不
到。但是一年就这么过去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去适应离别。 在来之前，我没有想到，我可以交到这么多好的朋友，她们总是很耐心的告诉我很多东西。让我丝毫感觉不到国界的距
离。 新学期我升高三了，换了班级，这个班里，没有我认识的几个人。但是我又可以认识很多人。很多新的朋友，很多热心的人。 我习惯了这里，我喜欢这个地方。虽然这里没有
我的父母，也没有太多的中国话。却让我在异国他乡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今天我去部活的路上看到之前留学生的负责老师，他和我说，最近怎么晒黑了阿。部活要加油阿。就让
我觉得很暖。让我知道，不经意之间的寒暄也可以这样温暖一个人的心。 还有70多天，我就要离开这里了。一年来有过好多好多事。一年来我也似乎有了一点点进步。只是觉得，
时间真的过的好快。我只顾着沉浸在和大家在一起的喜悦了。却忘记去准备离别。 来到日本之后，我也认识了很多外国的朋友们。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度，讲着不同的语言，但是
我们却成了好朋友。 我答应过我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朋友，我上大学的时候，一定会努力打工，然后争取假期去她那里玩。甚至现在我都和她们有邮件来往。 也许不是这次留学，我
想我不会认识她们，我的人生也不会有所改变吧。 还剩下不多的日子里，我一定要做我想要做的事情，不能让自己对这次的留学留下遗憾。哈哈 ps我竟然写了这么多诶。我都很佩
服自己了。 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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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加油！

2008.05.17

想必大家都有看新闻关于中国四川省的报道。也看到了那个数字。一个美丽的小山城竟然变成了人间地狱。看着报道照片上一张张的令人心碎的脸，我的心也跟着在痛。那一张张脸
不能让我忘怀。看着那些照片让我知道什么叫患难见真情。 特别是照片上的这些孩子。手举感谢标语迎接那些来营救他们家人的营救队伍。看着那些孩子的脸。怎么能叫人不感
动。 第二张图片是在地震中痛失妻子的男子用绳子将妻子的尸体绑在背部，送她去太平间。在极大悲痛的折磨中，他努力要给予自己的妻子死后些许的尊严。但是在中国地震后的
混乱中，这名男子坚持认为妻子不应该遗弃在那些尖利的碎石中。 因此，他包含着深情，将她的身体与自已绑在一起——然后用摩托车载着他前往当地的太平间。 这是大毁灭后存
在的人性的象征。 真的好感谢日本救援队能够帮助我们拯救难民。感谢解放军能够为了拯救受难群众在奋斗。我相信人定胜天。无论是怎样的天灾。只要有真情就感动上天。凭着
大家的努力。一定可以战胜一切。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因为一点点的挫折就这样推却。 无论什么时候我都相信。我的祖国。 也希望灾区的人们能够加油不要放弃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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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欢迎之茶道部茶会

2008.06.15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突然觉得忘了什么。 后来一看日程行程，发现今天是茶道部一年级新生的欢迎会。而且，场地不是学校。是冈崎城附近的一个很有名的茶屋 我连早饭都没
吃就去了。因为是第一次在那种很传统的地方做お手前，很紧张。 大概的技巧什么都已经记住了，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点紧张。大家都所，是给二年级看的，她们什么都不懂，所以
还好。但是还是很小心的做了。而且和果子是我们自己手工制作的。我也有做。虽然很丑。但是味道还是蛮不错的诶。 虽然平时是在学校的茶室演练沏茶什么的。但是来到这种有
庭院的茶室，还是第一次。 我们光之丘据说茶道部每年 会用这里的茶室两次。一次是三年生欢送会，还有一次是一年生的欢迎会。很残念的是，去年的欢送会，因为这里有了点变
故。所以欢送会是在学校举行的。没有来这里但是在我回去之前，我还是能来这里，真的很开心。 我想回到中国之后也要继续我的茶文化。 哈哈。我的日本茶老师帮我买了一个茶
刷子。我自己也买了一套YUKATA。我想回去之后自己去陶艺教室做一个茶碗呢。 因为这边的茶碗都好像是手工的呢。我也自己做一个好了。呵呵。 现在感觉生活真是好极了。和
大家相处的很愉快。 我们星期五是艺术鉴赏会，也是我的生日那天。我收到了好多好多礼物。还有好多好多祝福。大家一起给我唱生日快乐歌，真的感觉好幸福。我以为就那样会
被遗忘掉呢。回到校寮之后，发现我们食堂的menu上竟然也写着，今天心然生日，大家祝他生日快乐吧的字样。大家谢谢你们记得我。 就算我回去了也绝对不会忘了这些对我这么
好的朋友。 日本不是有一个衡量朋友的词嘛？都是一样的发音但是不一样的字，是新友，信友和心友。 我想，我和他们的友情就会不断升温的吧。最后，都会变成心友的 PS之前是
友打算要上传照片的。但是说我超过2M就不可以了。所以我就放弃啦。SORRY啦。

明 心然的日记



我到家了

2008.07.29

已经到家的第三天，我打开了电脑。但愿大家都有平平安安的到家。我到家了。一切都没变。一年说长是365天。说短，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很快。 虽然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再相聚
了。但是还有这个日中交流的网站，给我连接着。还有那个国际交流基金会的群。{非常感谢吴湖帆影同学的支持}如果想进群的话，留下言吧。 真的好希望37个人都能进那个群。
等到开学之后大家的学习都很紧张吧？马上就是受验生了呢。 希望大家能够加油。都能按照自己理想的步伐去走。考上自己喜欢的学校。 好了，就说到这吧。大家要万福。

明 心然的日记



大家还好嘛？

2008.08.23

真的很想大家呢！大家回国的哦怎么样了呢、？？ 我很好！回国都好久了。但是还是很怀念当初的那些日子呢 在东京大家一起度过的日子。感觉时间总是过得很快阿！真的大家要
一起努力！！真的很期待呢。我真希望能和大家在日本再次见面呢！谢谢老师邮的包裹。真的很感谢！我会好好珍惜那个红色的袋子的！大家保重！！

明 心然的日记



大家~春节快乐

2009.01.29

大家春节快乐~明年可能又不能回中国过年了.因为明年要在日本等待大学的成绩吧?2009年又会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一年.好久没有来看交流基金会的网站了。很高兴看到大家都
过的很好。非常感谢交流基金会的老师特意到长春来看我们.我也过的很好~感觉时间过的好快阿.马上我又会去日本了.感觉这次去日本和上次又会不同.又会是一次新的体验.而且还会
收获很多东西来丰富我的人生吧. 计算了一下.我们还有60多天又要踏上去日本的征途了.心中又是激动又是紧张.激动是因为会有机会看到在日本的那些朋友和寄宿家庭和交流基金会
的老师们.但是紧张是因为这次的奋斗将关系到我们的命运.我们将决定自己的大学.是关于我们一辈子的事情阿.虽然总是很害怕去面对.但是终究人生是要迈出那么一步的嘛.我们也会
在奋斗中变得强大.回想08年的日子.真是很怀念.去年为我今后的人生积累了很多丰富的人生财富.正是这样.我们才有很多的动力很多的经验去努力.谁都不会一帆风顺的到达自己想到
达的彼岸吧.都会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完成自己的目标的吧.我想,关于我的梦想的高度,也会需要我努力才能够实现我的目标吧. 08年的阴霾都让他过去吧.09年又是崭新的一年.让
我们以更多的热情和经历去迎接新的挑战.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会心想事成.实现自己的梦想.考上理想的大学.

明 心然的日记



大家还好吗？

2009.03.27

大家还好吗？我们马上就要去日本了。4月3号下午的飞机飞上海然后转机日本福冈。感觉好兴奋阿。真想和交流基金的老师见面呢。 这次赴日，除了兴奋之外，多的是更多沉甸甸
的责任。这次去日本不像去年一样。仅仅是充满了对日本的向往。今年，我们面临的将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升学的考验。前些日子。因为托福的事情忙的焦头烂额的。我最后一次去
的沈阳考的。但是由于结束时间有点晚，没能和白雪她们见面。真可惜。本来都约好了的。但愿大学的时候能够再见拉。终于摆脱了托福。又要面临日本留学生考试。累的都喘不过
起来了。还好一直都有很多朋友支持着我。大家都要加油阿。

明 心然的日记



我昨天去考试了。

2009.09.12

谢谢上次老师来看我们。真的很开心能看到老师。 昨天，我去参加早稻田人家科学部的面试了。 感觉好难阿。好久没来写日志了。看来了好多新人。基金会的学生是一届比一届更
优秀了。 好怀念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日子。虽然我现在也在日本。但是过的生活和当时完全不同。当时，能够无忧无虑的体验日本的文化和传统。但是现在。却有着各种压力。升学
的压力，考试的压力。 但是，我还是会加油的。我们大家在日本都很好。老师有时间跟我们联系啊。

明 心然的日记



大家好久不见。

2010.02.16

大家好久不见。在这里给大家拜一个晚年。金虎年快乐。时间过得真快。

明 心然的日记



关于今年在北京的留学生聚会。

2010.02.16

我大概今年三月份会在日本。准备开学。所以可能去不了了。希望老师见谅

明 心然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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