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

2007.09.05

昨天到日本，心情还算不错，挺高兴的。。。。 可是能高兴几天我也不知道。。。 现在在交流基金住，还不错 现在挺想朋友的，可要想看见他们还得1年。。。。 哎。。。。

張 宏駿的日记



慨叹~~~

2007.09.15

呵呵 好久没上这个网站了 自己一个人真的好孤单啊 似乎有点想家了 可是没有办法啊 只能这样一个孤单的生活了 可是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对我是那样的好 那样的关心我 真的把我
当家里人了 真的好高兴啊 嘿嘿 和在中国的同学也都有联系的 了 好开心啊 真的好幸福啊 没有朋友陪伴也是无奈的 等吧 我早晚会回去的 那一刻一定是很幸福的~~ 呵呵 等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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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

2007.09.22

最近挺好的,心情也不错,大家对我还是那么好,真的好开心啊... 我本来也是早就该写这篇日记的,可也是总忘带那张卡... 哭啊... 和家里也联系了,家里也都挺好的,还挺让我省心的,哈哈
~~ 也不知道大家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放假啊? 大家一起出来玩玩啊~~ 嘿嘿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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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2007.09.24

昨天考试了... 好难啊,老师说尽量答,可是真的好难,还好只考了数学,可是也有好多不会的啊... 以后这么怎么半啊? 总得考试, 每次都不答?.... 无奈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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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绩

2007.09.26

数学考试的成绩终于出来了。只有41分。真害臊。。。 怎么办才好。。。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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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

2007.10.01

今天是十一啊,是中国最伟大日子的,可身在异乡的我却不能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度过了,真的是挺想念我的朋友的,想和他们一起出去玩玩,听说他们今天到聚到了一起,玩的很开心.我似乎
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有点... 一个月也就这样的过去了,总之还不错,大家对我都很好.都很照顾我,真的得感谢我的同学们了,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定会更好的利用起来的,互相学
习,互相进步!!! 这是我第一个月的总结,好期待第二个月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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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

2007.10.24

时间真的好快啊,又是一周,就这样平静的过去了,这周好开心啊,因为从东京来了三位修学旅行的高中生,和她们在一起很开心,什么都说,什么都聊,天南海北的,嘿嘿,真的是很有趣啊,说说
中日两国的文化和发展,做下比较,似乎变成了一个学者,他们对中国都很感兴趣,而且还有在学习汉语的,才学习一年,已经能简单的交流了,真的是很佩服啊,但是快乐总是短暂的,3天之后
就走了,还真有点不舍啊... 还好今天又来了三个高中生,也是修学旅行的,还是美女呦~~ 哈哈, 不知道能相处得怎样,但是我感觉应该不错吧,毕竟有过经验了么 ?嘿嘿~~ 对了,听说咱们
过年的时候去大阪?真的么?是中国的新年么? 还是日本的啊?好期待和大家见面啊,当然还想一起玩玩扑克啊~~ 哈哈 嘿嘿 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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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ING

2007.10.28

大家这周过的怎么样啊?是不是老舒服了啊~~ 我这周还不赖,好忙的啊,下周就是文化节了,哈哈,又能玩了,说实话,第一个文化节,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呢,好期待啊,听说每个班级还准备
了许多许多的好吃的,到时候又能饱餐一顿了,不错不错,说说学校的那个课外活动小组吧,我参加的是弓道,怎么样,厉害吧,吓你们一跳吧,那个好像真的是好难啊,我都练了要一个月了,还
没有真正的拿到弓和箭呢,每天只是模拟的练习,看着我的前辈,拿着弓,用尽全身的力气拉开,真的是好羡慕啊,然后瞄准,啪的一声,射中了,真的很了不起啊,那么远,还没有刻度尺的测量,竟
然能那么准,要是我就不知道得上哪去找箭去了... 还有6天,好漫长啊,痛苦的等待,6天之后,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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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才啊~~

2007.10.31

哈哈 好高兴啊 上电视啦 哈哈 过瘾啊~~ 在国内还没有上过电视的我 竟然在日本上了电视 嘿嘿 四个频道放送~~ 哎 感觉爽啦~~ 哎呀 感觉啊~~~ 哈哈 我太厉害啦 佩服我自己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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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2007.11.05

本人将于 11月10日10点是KTS 11月11日10点30是MBC 这两个频道放送我的节目 请大家即时收看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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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

2007.11.14

又是一周，真的是彻底的习惯了日本的生活了，觉得我这真的是不错，虽然不是大城市，但是风景真的是很美丽啊，风土人情也非常的淳朴，对我非常的热情，只是有时候一个人的
时候觉得每什么意思而已。学校的同学们对我还是那么的热情，很多人自学了些汉语，有时候突然听见一句汉语，还是真的很开心啊，现在每天都能听见同学们用汉语和我问好，感
觉就是不一样啊~~ 现在只是周末的时候有时不知道做点什么好，总觉得没有事干，哎。。。其实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就是不知道干什么好。。。 前几天参加了弓道的比赛，虽然只
是负责看，练记录都怕出错，但是还是很开心啊，我的前辈真是很了不起啊，射四箭最少中了三箭，全射中的时候也有很多，真是佩服啊，看了一天的比赛，真想参加，可是实力不
行啊，明年参加的时候我又回国了，真的是很遗患啊。。。 谁一件事，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这样认为的，我总感觉电视上说日语的速度比真正自己交流的时候的速度慢很多，现在
看电视基本上能听明白，但是日常说话真的是太快了，怎么样？你们也是这么认为的么？大家的日语怎么样啊？对了，是不是都进步很大啊？日常的交流是不是都能听明白了啊，有
准备在日本考级的么？有没有有机会能来我这个地方的啊？能来的给我留个信，到时候我们好见见面~~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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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

2007.11.21

又是一周，好爽啊，哈哈，我一个月的努力终于有了收获啦，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弓和箭了，哈哈，那感觉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出来啊，哈哈，都说乐极生悲，我以前不信，可是
现在不得不信了，第一次拿到真正的弓，这个激动啊，忘了手里拿的不是以前训练用的模拟的弓了，鼓足力气，按照步骤，拉到最大，放开，啪的一声．完了，手要疼死了．．．力
气过大，打手了，那感觉都没法形容了，开着自己左手的大拇指，哎，不知道是该笑还是哭，无奈了，现在手上还痛呢，最近为前几天打了防治流感的育苗高兴呢，天冷了，哈哈．
没事，不怕感冒，真高兴，可是，今天，我都没话说了，上了体育课，实话说天真有点冷了，在操场上，穿着短裤，为了驱赶寒冷，快跑了几下，郁闷啊，一不小心还把腿给抻到
了，疼啊，就连今天晚上的弓道都参加不了了，明天还有远行，哎，２３千米啊，怎么做才是好呢？你说腿什么时候疼不行？偏得几天，郁闷呐！！还好后天还能去熊本参加婚礼，
不错，这是让我最期待的事情了，可是这个样子了，到时候腿还痛怎么弄啊？代表的是中国人啊，哎，不会给中国人丢脸吧？日本婚礼到底是什么样呢？好期待啊，哈哈，没关系，
早晚能看见，没准以后自己还能当那个最美好的角色呐～嘿嘿，行了，现在不瞎想了，只求我的腿能够好点吧，明天的２３千米．．．拼啦！！！ 同志们革命尚未成功，今后仍需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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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歩～

2007.12.12

时间真的是好快啊 又在不只不觉之中到了第4个月的生活了 前三个月都已经过完了 自己做了些什么呢？ 这真的是个问题吧 呵呵 但是还有值得庆幸的 3个月自己的确知道了不少的
东西 学到了许多在中国学不到的东西 当然了 还有日语 呵呵 真的是进步了 记得最早来的时候 真的可以说是什么都不会 一天一天的就会点头 就会说不知道。。。 想想但是还真的是
很傻啊 唉 可是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啊 那是最真实的啊 那时就是在想以前在中国学的日语是什么呢? 怎么到了日本之后想说的都不会说呢。。。 真的很是郁闷 唉。。。可是现在还好
现在基本上都可以了 尤其是听力 进步那是相当的大了 呵呵 好开心啊 但是有时候还是存在他们说的速度太快的问题 唉 那个就不怪我了 我实力也是有限的 但是我进我最大的努力 我
已经满足了 但是话说回来 现在说的还是有难度的 只会听不会说也是不行的啊。。。 听我的老师说 3个月练听力 再用三个月学会说 要是那样的话我不还得当3个月左右的哑巴么？
好残忍的啊 怎么办才好呢、 真的是个问题啊 唉 这个月不错 心情非常的好 去参加了日本的婚礼已经说过了 呵呵 见过世面了 呵呵 但是真的很感动 参加了婚礼之后知道了什么叫报
恩 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的父母。。。唉 说到这还真的有难受啊 3个月没见到自己的父母了 真的好想啊 是不是又有什么的变化了呢？ 希望式变的更加年轻漂亮了吧～～ 上周参
加了期末考试 哈哈 成绩不错 在我坚持努力 只学日语的前提下 有了很大的进步 文法84分 阅读满分 还有作文 那个老师没给分我也不知道。。。 嘿嘿 反正是进步了 前几天也试着把
今年的能力测试的2级题做了 嘿嘿 挺好的 除了文章和听力都做了 成绩也不错 呵呵 可能还能过呢 真的很是后悔没有参加啊 唉。。。什么都该尝试的 要不真的会后悔的啊。。。可
是现在没有办法了 只有等到明年了 等到明年争取直接参加一级吧！～ 哈哈 美好的愿望～～ 也许真的会是实现的～～ 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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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

2008.02.16

世界真的是好快啊~ 转眼之间又是2个月过去了 收获了什么呢?日本和中国的新年也都已经结束了 心中似乎是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记得过年的那天还真的有点想家了 是第一次吧 那种
感觉真的好难说出来啊 用电脑和家里人联系 看到家里都是人 那种感觉还真的好难说出来啊... 真的希望能和他们在一起 可是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有梦想 为了自己的梦想 必须要努
力 要奋斗 !!! 有付出就有收获 不知不觉半年的时间也已经过去了~ 和我一起学习了半年的加拿大的留学生也已经走了 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记得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每天都是开开心
心的 真是个优秀的前辈啊~ 呵呵 还有2个月学校就可能来新的留学生 嘿嘿 我也要成前辈啦~~ 哈哈 感觉还不错啊~ 可是我能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前辈呢~ 进我最大的努力吧~~ 嘻嘻
~ 可是还是有点担心啊... 必究没有经验啊~ 心里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可是就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唉... 这种感觉也难过啊... 2个月没来 也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真是激动啊~ 有种回家的
感觉~... 对了 3月20 号就研修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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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

2008.05.10

马上就要回去了... 说实话... 我不想回去..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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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

2008.05.16

时间好快啊 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就要回去了 说实话 我真的不想回去 因为是真正的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真正的喜欢上了这里 为什么总要有分离呢？ 为什么？ 唉。。 短暂的11个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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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を実現できた

2008.06.16

　　　　　　　　僕 　　　　　　　　　　　　　　　弓道 　　　　　　　　　　　　　　　　　　　　　　　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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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道

2008.08.31

今天来到了日中交流基金在长春开办的图书馆,有种回家的感觉,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真的挺怀念的,我相信只要大家有缘,我们一定会再相遇的~ 期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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