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

2007.09.05

第一次写日记，好兴奋啊！！！！！！！！！ 今天是来到日本的第二天，现在是上午，所以还没什么可写的，但是老师就是让写。。。。。。

Andy的日记



苏 thanks

2007.09.06

今天早上的时候，老师传达给我们了小苏的present，是一张CD-Rom，里面全是他的音乐节目top of asia。听着他的节目，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在异国他乡，能听到用中国话主持
的节目，虽然里面很多都是日本的歌手，歌曲也是用日语演唱的，但是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他的节目让我又一次想起了music radio, 这个陪伴了我四年的育才生活的音乐电台，不论
在得意或是失意的时候，打开电台，听着DJ放的音乐总会让我暂时忘记一切，只是听着，听着，听着，被音乐的气息所包围。 这一年的时间，我本以为会离开music radio，会让我
在很多的时候没有音乐的陪伴，但是我听到了小苏的feel asia&top of asia更好的音乐却在不知不觉间流尽了我的耳朵，更巧的是它是札幌的DJ，而且它是我要去的学校毕业的。所
以在这一年中，就会一直听你的节目了，小苏(虽然比我大，但是我还是要这么叫）！Thanks!

Andy的日记



再见崎玉

2007.09.06

今夜是在崎玉县日中交流基金中心的最后一夜。明天，我们打算再去一次东京。我觉得中心的宿舍也非常好，饭也很好吃。最重要的是老师们无微不至的关照，真的很感谢！ 后天
我们就要各自去自己的学校了。也就是说不太能使用中文了。大家一起努力，好好地学习日语！加油！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Andy的日记



还好吧

2007.09.19

到札幌第一次上这个网站吧，一切还好吧，只是因为考试，一切都是为了考试，今天开始。我也报了几门，数学，物理，化学。不过我竟然是A祖的，所以班里的同学们都是超强的
人们，课程也是很难的，化学竟然一点也没学过。这样就参加考试，反正就是挑战一下吧。 札幌挺凉的，和沈阳差不多。这几天基本上都在书店泡着来的，因为考试休息，所以放
了几天假。日本的漫画真是超多，怪不得叫漫画的天国。 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适应，反正尽快吧，加油！！

Andy的日记



oh my god, I have forget to save my dairy!!!!!

2007.10.02

Well I have to type it again. The reason why I type in English is just that I want to do sth different because I am an Aquarius. What's going on ,boys and girls? Things
for me , I think, may not go well these days.Yesterday, I took part in the basketball club, however, I did't fell well, in fact, I felt awful! They exercised too hard, so at
last, I had to sit on the floor and did nothing but wacth them running, shooting, defending, jumping,as if their could never be used up. Just like the club, I met a lot
of troubles these days, so I always thought the ways to solve them. For instance, I always feel lonely when I am in the dormitory,which is the reason why I want to live
in a Japanese family with the sense of security and enough fruits and cakes. At least at home I can lie my heart down, and warm up myself. I don't mean I want to ask
the teachers in JF, I just think it is a challenge for me. Here in Japan, which place may be trange for me, I have really learnt a lot. Maybe man always grow up by the
lonesome and how to solve the lonesome. But I believe a year later I must grow up!

Andy的日记



不知道

2007.10.02

我想现在唱歌。。。怎样做。在学校歌手大会等那样没有。。。。。。

Andy的日记



无题

2007.10.23

的确对写标题感到很麻烦，干脆就用无题吧。 北海道的天气的确很善变。前几天冷的最高气温才5，6度，而现在又回到了十度左右。不过最让我不解的是北海道的太阳雨，明明天
上没有云彩，太阳还很充足，就没有什么征兆的下起雨来。这样的天气至少在中国的北方很少见到。 来这里快两个月了，感觉过得很快，几乎是一眨眼的时间就到了十月下旬，眼
看就要十一月了。比起上次的日记中很苦恼的我，现在倒是变得很平静。的确，到这里，不能让别人来适应我，只能改变我自己，然后去适应这些日本人们。比起学习，真的还有好
多好多东西需要我去学习，需要我自己去领悟。似乎别人在这个日记版上记录的都是一些新鲜的事情，比如旅游或是特别的课什么的，可是对于我来说，最爱的还是记录一些心情，
因为以前什么事情都是憋在心里，现在觉得还是表达出来吧，这样会感觉更好一点。 一切渐渐的好起来了，也许是因为我停下了手中的纸笔，抬起头去好好的观察身边的日本人。
觉得他们其实很友好，只是需要我自己去挖掘，想让别人对我熟悉只能让自己去行动。以前总是以为把自己做到最好就可以了，可是来到这里，比起提高自己，让别人熟悉自己变得
更重要。 今天上了ETS的官网，TOEFL今天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报名，结果北海道的两个考场又全满员了，看来只能去宫城或是秋田了，毕竟离的近嘛。 很期待12月份的大学旅行，
希望能见到亲爱的同学阿。

Andy的日记



大家都好么？

2007.11.02

　大家都好吗？今天真的累了。整整一天一直对着初中生不停地讲。这是初中的地球居民课，讲自己国家的事。但在五个班都讲同样的内容，最后我都烦了。不过这个机会真的很
好。对初中生也是，对我们留学生也是。这个课如果能在我们学校也上，岂不更好？ 　生活渐渐好了。也有了朋友。上月的悲伤，孤独等，也象北海道的热气一样，没有了。明天
是进研模拟考试，加油。地理和现代文，不要让我失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Andy的日记



雪

2007.11.15

　今天，札幌是一座雪城。早上，是雨夹雪,之后是大雪，现在也一直下着。外边全都白了。天空，地面，大概人们的外套表面也都要被雪覆盖了。今天的雪并不是第一场雪。不
过，对我来说，这却是第一场。 　一个同学在英语课上形容雪说，「雪是神的礼物」。对于在北国出生的我来说，最喜欢的季节是冬天。因此，我也非常喜欢雪。我觉得雪比雨更
浪漫。因为下雪的时候，世界变得很宁静。心也会随之一起变得宁静。而只有在心里宁静的时候，才能纯洁地表达出内心的感情。 被札幌的雪包围着，容易发生怎样的事呢？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Andy的日记



第三个月

2007.12.13

一直没写日记，很抱歉。 其实都是因为学校的考试啦校园旅行啦什么的。但这些对我来说，也是很美好的回忆。 首先是校园旅行。我本来想申请东京旅行的,不过，最后还是去了
APU。其实比起参观大学，还是和大家的交流更重要。不愧是APU，一所真正的国际大学。留学生好像比日本学生还多。与很多留学生和先辈们谈了很多事，他们说是真的喜欢这所
大学。我还去了Rits大学的一部分校园，体验了上课。果然是大学，学习不学习都是自己的事。而且，即使入学时比其他人成绩低，只要用心的话，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 然后是
考试。11月的学力考试和学校的定期考试我都参加了。和预想的一样，成绩最不好的是国语和世界史。虽然定期的世界史没有不及格。定期的数B是100分,不过，数2很不好。说到
原因，是由于没有好好记公式。50分的考试里，自己推导公式就占了15分。学力考试的国语也很不好，24分。其他的科目还好，数学和物理的偏差值都在80.0以上。英语不好，偏
差值是75，化学是67，地理是63。所以，国语，特别是古文，我正在努力学。世界史也买了习题集，努力学。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Andy的日记



新年第一次日记

2008.01.03

　新年快乐。今年也请多多关照。(あけおめ、ことよろ。haha，困了。) 　大家的新年不知道怎么过的,我的新年却过得特别不规则。夜里二，三点睡，白天十一点左右起来，只吃
中午饭和晚饭,看电视，和家人聊天，再睡觉。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天了，我觉得和中国的新年差不多。 　今天去了日本的最北端，宗谷岬。还看了海豹，相当不错哟。雪很多，风也
特别强,不过气温好象只是零下一度。不愧是最北端，附近的加油站，店，食堂，名字中都有『日本最北端的～～」的字样。 　我想今年的正月大概是最难忘的正月(虽然与中国的时
间有些不一样)。我还去打了保龄，晚上去了神社，还拿到了压岁钱，很快乐的呦(hahhahha)。homestay的家人，谢谢。我总是觉得日本的家庭很温暖。 　新年后，我打算进行普
通的俱乐部活动了，一起加油。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Andy的日记



再上一张照片

2008.01.03

再上一张照片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Andy的日记



一点感想

2008.04.20

　正好是一个月前在大阪的进修，好快乐的回忆我到现在也忘不了。就好像是昨天的事。现在想想，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了。时间这个东西，转眼之间就从指缝间溜走了。 　还有三
个月。就算我觉得不可思议，时间在我的面前，还是无情地逃掉走。好了我不需要多余的感叹，感叹也毫无意义。剩下的就只有前行，我只需要前行。我有让时间比别人放慢速度的
方法。从物理学的角度，有这样的理论：接近光速的话，自己的表就会变慢。这在日常生活中也很适用。我想如果能比别人更早更多地了解和掌握事情，更快地完成工作，就会过上
更好的生活。 　好了大家努力到最后吧。前七个月没能做的事、后悔了的事、没有想到的事，全部重新再来，重新开始，不要留下遗憾。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Andy的日记



暂时不能用日语了

2008.08.13

平安到达了沈阳。（可能我的报告稍微迟了） 注意到了周围发生的巨大变化。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变化，而且强烈感受到了日本和中国的不同。或许我暂且还不能适应。 回来后，
一直很忙，为了这个周末的TOEFL考试我一直在学习。但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学了，所以觉得很吃力。 一年的时间，犹如梦幻。仿佛做了一年的幸福的梦。应该感谢的人太多。
我从心里感谢大家。 很喜欢北海道和札幌！北海道银行的账户还没有取消（貌似没关系），因为可能还会去北海道。最喜欢的大概就是北海道的雪了~那么大的雪，超喜欢！ 接下
来的半年是决定胜负的时刻。我正在努力着。祝基金会的老师们工作顺利。 第三期的学生们，请珍惜从9月开始的一年时间吧。我会为你们加油助威的。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Andy的日记



好久不见

2009.08.21

隔了好久在这里写日记。 老师们好吗？大家好吗？ 这个一年非常忙，要给老师们联络却怎么也抽不出时间。 我10月会去日本，那个时候再与老师们联络。 美国的大学退学，微感
遗憾,不过，我总对自己说还可以去日本的东大，没关系。但，花了这半年的时间，也感到东大相当难。对自己也渐渐失去了信心。但是，我明白与那个时候一样，放弃是最无能的
表现。因此，我想在今后半年时间里努力，不让自己后悔。 大家也努力吧，即使不是最好的大学，人生也能过的充实，让我们今后的人生没有后悔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Andy的日记



来了日本

2009.12.11

老师们，大家好吗？ 我现在在京都。 日本留学考试结束了,不过，因为成绩还没出来，最近一直在做二次考试的准备。 住在公寓,不过因为隔壁都是同学，不太寂寞。 那么，再联
络。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Andy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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