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ne night in Tokyo

2007.09.05

I feel very nice in Japen just like at home.Japense are all friendly than I thought.I will enjoy the experience of study in Japen for one year.

哈 喬的日记



It is me!

2007.09.24

新乐章 今天是上学的第一天.怎么说呢，好像还在放假似的一点紧张感都没有。我没有正常的进入普通班级，而是和许多其他国家(美国`德国`瑞典`爱尔兰`加拿大`泰国以及中国)留学
生一起学日语。我们虽然来自世界各地,但能够坐在同一间教室里学日语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缘分(而且男的特帅女的特靓,都是高鼻深目的高加索人种嘛),所以大家相处得就像
兄弟姐妹一样亲切.我们还互相教对方自己国家的语言.不过他们的日语水平完全不可和中国留学生同日而语，有的甚至连假名都没认全。老师已经说让我尽快到正常的班级上课，我
倒是想多呆一段时间，因为他们大多数人的英语都非常正宗，正好陪我练口语啦。嘿嘿。作息时间有点乱，早上九点上课，下午一点半就放学，对我们曾经日为出即作日落而不歇的
生活来说简直跟没上课一样，还真有些不适应，不过这样到也让我有充足的时间学英语和日本史了。 说起日本史，我不得不再一次感叹这是个多么伟大的民族。他们不仅能够清醒
地认识自己，并且长于思考善于学习。同样是在航海大发现时代被迫打开国门，日本和中国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虽然这和他们的国情有很大关系,但日本人在认识到自己的不
足后那种积极上进的干劲,确实值得学习.日本无疑是崇拜强者的,从两千年前的遣唐使遣隋使到近代的远赴欧美的使节团,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向强者学习,直到自己足够强大.这恰恰印证
了中国的老话:"师夷长技以治夷".只是中国有五千年历史的积淀,精华越多糟粕越多,就像镜的两面,想要改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日本这种拿来式文化 反而帮助他们加快了现代化进
程.当然,也不能说这种方式就是完全好的,日本不但学会了西方先进文化,还学会了军国主义思想,给亚洲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通过这两天的学习(此时我已经进入正常的班级两天,因电
脑事故耽误了几天,在此特别鸣谢周泽阳小弟弟的帮助,否则大家就看不到我的日记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茶道课,之前我就说过想看看到底日本茶道有什么魅力使它的知名度竟超过了茶
的发源地中国.事实上两者区别很大.中国讲的是"艺",无论从沏茶之法,品茶之具还是泡茶之水都针对不同的茶叶自成一家,整个茶艺的过程就是一场对美的解读,因而我酷爱中国茶道那
种清新优雅的美感,看那些古朴典雅的瓷器中浸润了清泉水的叶子舒展开一捧嫩绿,闻着袅袅上升沁人心脾的香,如古人般轻摇折扇月下吟诗的日子是何等的逍遥惬意啊! 再说日本,他们
讲究的却是一个"道"字."和敬清寂"是贯穿始终的基本精神.比如他们强调饮茶可使夏天清凉冬天温暖,这正是一种所谓"心静自然凉"的平和心境的表现.此外,还要抱着感恩的心去对待你
的茶友甚至是茶具,因为你们一生可能只有这一次见面的机会,要时刻感谢上帝的恩赐.日本茶道的礼节严格且繁杂,相比来说喝茶已经是次要的了,也可以说他们喝的不是单纯的茶,而是
一种境界,正如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不过恕我直言,无论从色香味哪个方面来讲,日本的抹茶都不能和中国的茶叶相提并论.这更加让我肯定了一点:日本总是能把从别人那里学到
的完全转化成自己的,从而独树一帜别具一格. 现在我在的这个班级是纯正的女子班,不过这里的女孩子并不像传言的那样浓妆艳抹,她们为人友善热情且活泼大方,除了不太喜欢学习外,
是一群很值得相交的朋友.不过我没想到的是,这个班里竟然有两个中国人,我们理所当然的成了好姐妹,她们让我没有了对未知的恐惧和不安,特别是听了其中一个讲述她在日本六年的
生活是怎样从连假名都不会到现在名列前茅的经历之后,更是增加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因为我学的是文科,所以不仅有世界史日本史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等纯日语的科目,还增加
了中韩西班牙等语言(当然也有英语),我选择的是韩语,以前从没学过的我这次竟是用日语学韩语,真实大大的挑战啊.另外最让我头疼的就是日本史和古典了,日本史是有一大堆奇形怪状
的人名以及天皇年号需要记,古典日语就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了,这两科难的程度和数学生物简单的程度成正比,搞得我现在特茫然,回去以后再想学理就来不及了吧.不过怨天尤人不是
我的性格,既然选择了就要到最好,在国内对于文科我是一向有这样的自信的,只要在地球上就一样.(嘿嘿,好大的口气啊,先这样给自己打打气吧)下星期的考试我不用参加,幸福!不过我会
向老师要卷子自测一下,闲着也是闲着,除了学托福总得找点别的事做. 这个星期天和周泽阳小弟弟去仙台看电影了,火影忍着疾风传,除了看到朝思暮想的日向宁次外最让我兴奋得就是
在没有字幕的前提下竟然能听懂好多啊,看来果然还是实战有效.感谢日本国际交流会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我不会总去看动漫的,时刻牢记自己的任务是交流和学习,最多去电影院验证
一下日语学到什么程度,ok?(笑) 呀!已经十点了,我还得预习一下明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吧.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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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持

2007.09.27

仙台给我感觉最美的地方是它的天空.没有林立的高楼,没有浮华的霓光,取而代之的是一览无余的纯净琉璃般的天空和变化莫测的云. 每当傍晚,我和周(小弟弟)都拿着相机虔诚地记录造
物主的每一幅夕照图,变换的云被夕阳的余晖涂抹成无法言说的瑰丽灿烂,红如火,白如荼,绿如蓝,紫色是瀑布般的藤萝花,金色是帝王头上的皇冠.这晚霞是奥林匹斯山众神的晚宴,还是上
帝送给人类的福祉,抑或是南天门外仙子们嬉戏时飞舞的彩练?天地辽远,万籁俱寂,霞光如远古的记忆轻柔地召唤,仿佛触手可及,却又如梦般脆弱短暂.我们手中的相机无法完全记录这样
沁人心脾的美,虽然经过周的修改后颜色更加绚烂,但恐怕只有亲眼所见,才能体会到洗涤心灵的那种沉醉之感.有时即使白天阴雨绵绵傍晚也会放晴,彼时天边积着铅色的厚重的云翳,蓦
地几到阳光穿破层云倾泻而出,犀利如箭,就连灰暗的云也被它渡上金边,光明与黑暗的结合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品,无与伦比,不可言传. 夕阳的美丽总是出人意料的短暂,七点钟左右
这里就陷入了夜的包围圈.大概是郊外的缘故,没有城市里汽笛的喧嚣,安静属于这里的夜晚.吃完晚饭,漫步于有些昏暗的小径,夏虫的啾鸣不绝于耳,植物的清香扑面而来.此时若是无云,便
见一轮朗月当空,清辉漫洒,映得一切如浸水中,微风拂过,水光潋滟,如梦如幻.若是有云,它们便将那玉轮包住,独自享受月光的吻,偶尔当月亮在缝隙间探出头来,便在周围布上一圈七色光
晕,那种清幽的华丽,令所有的张扬都黯然失色.今夜竟有幸见到这种绝美,就让我们瞑目祈祷,感谢自然之神的恩赐. 眼下秋季即来,这里的时间似乎仍静止在夏季,树木翠绿欲滴,正午时分
骄阳如火,烤得我们无精打采.只有在傍晚,看天高云淡清风徐徐,才终于有了些秋的味道.不过下雨时又是另一番光景,天气阴冷潮湿,上学的小路变得泥泞不堪,所以我讨厌这样的天气,灰色
的天空也会让我的心情沉闷. 很多时候会想家:古典日语看不懂的时候，英语单词怎么背都背不完的时候，下大雨没带伞的时候，出去玩累得走不动的时候，还有夜深人静失眠的时
候。家是让心小憩的地方，游子的命运就像南归的鸿雁，在飞过梦想之后总有一天会回到家里，梳理脏乱的羽毛，添净流血的伤口，度过严酷的寒冬。可能现在的我有一点体会到当
年余光中先生的情感了，乡愁确像一缕挥之不去的青烟萦绕于心间，她也许并不会妨碍什么，因为那只不过是人类诸多情感中脆弱的一种罢了。 大概还有20天就是我的十七岁生日
了。记忆中自从上了育才就再也没好好和家人过一次，因为每次我都住校，甚至有一次大家都忘了，包括我自己。这回终于赶上了星期日，没想到我却远在异国他乡，这算是一种讽
刺吗。不过没关系，因为生日对我来说原本就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它只是一种纪念的形式而已，不管过不过，你都不会逆着时间而行。按照道家的说法，命数有定，我们是过一年少
一年，既然如此就更不值得庆祝了，生日给我唯一的启迪是提醒我：你已经长大了，要为今后的人生考虑，因为你总有独自追梦的那一天。其实我很高兴自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去追
逐，它让我的生活更有意义更充实，我终于可以实现生而为人的价值，并在不断的追逐中肯定自己完善自己，虽然付出也是艰辛的。（话题有些沉重，大概是最近在看川端康成的小
说的缘故，感谢大家忍受这篇冗长的文章） 最近大家在考试，不过我不用参加，每天还是跟那些外国人一起学日语，我现在和一个爱尔兰男生成为笔友，他帮助我英文我帮他日
语。生活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没有太大的波澜起伏。我想我和国内的同龄人比要幸福很多，不是因为课程简单轻松，只是因为我有更多的时间为自己学，而不是为考试而学习。好好
珍惜这种自由吧，他只有37个人有权享有，而且只剩十个月了。 突然想念曾经在一起的43个人，你们还好吗？我低调的127寝，我可爱的西格玛2组，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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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

2007.10.02

朋友 俗话说人生有“四喜”：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所以，当我在日本找到了一位知己时你们可以想象我有多么的幸福。这个女孩来自山东，11岁
时父母离异，妈妈为了定居日本嫁给了日本男人，她也随母亲来到这里读书。十一二岁是孩子们最喜欢恶作剧的年龄，初来乍到的她又因完全不懂日语而常常被欺负，后爸对她并不
友善，每月仅三万元的生活费全是由亲生父亲提供，她说那时她常常半夜里一个人哭泣，十一岁的孩子过早地比同龄人承受了生命之重。尽管命运给与她诸多不幸，她却并不因此颓
废。六年的光阴随着不断的努力而不再是痛苦和煎熬，现在的她是班里雷打不动的前五名，老师们公认的好学生，她开朗 大度 热情 独立 积极进取而且坚强。我最喜欢这样的人。
可能是因为我的家庭太过幸福，所以我无法想象没有父母的关怀和引导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更加不敢肯定遇到这些挫折后我是否会像她一样能够勇敢面对。因而我总是控制不住地想
要为她做点什么，哪怕是减轻经济上的负担，尽管不知道她是否需要。现在，我们共用一张400日元的午餐卷(其实我一个人也吃不了这么多)，作为答谢有时我会吃到她从家里带回
的中国菜（偶尔换换口味也是非常重要的）。她能帮我解决生活上大部分的难题，比如在日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时候在哪买什么东西最省钱，通过她我还认识了好多日本朋
友，了解了许多奇闻趣事，不可否认，她使我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状态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唯一的不足可能在于我的日语水平要比其他的同学提高得慢了（因为在这里说汉语日语英
语的机会几乎一样多）。不过没关系，我每天都在在图书馆泡到吃饭的时间（不出意外的话),那里有原版的川端的小说集和源氏物语，足够我好好学上一段时间的了。 最近不知怎么
着，在电脑前坐的时间长了右眼就会疼得厉害，所以就先到这里吧，本来还想说说日本动漫的，下次吧。 九月二十五日 名字 名字，不仅仅是证明人们增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一个
代号,因为它通常被亲人们赋予某种情感（希冀或祝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甚至能够预知人一生的命运.从小到大我几乎每到一处便很快被大家所"熟知".因为“哈”这个姓实在是
少见，而且世界知名的两所大学“哈佛”“剑桥”的和写有刚好是“哈乔”这两个字（此外，“乔”还是古代两位才女加美女的名字，因此很容易让对此抱有幻想的人失望），所以
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忧喜参半：一方面同学们很快就会记住我（而且不容易忘),另一方面无数善意或恶意的外号也随之而来。可惜这个名字对日本人来说不太敏感，刚开始的时候他
们都会非常尴尬地问：“对不起，能再告诉我一下你的名字吗？”后来我偶然发现原来中文“乔乔”的发音竟然是日语中蝴蝶（ちょうちょう） 的意思！于是我像发现新大陆一样
到处宣扬，终于让所有人都赞叹一句：“かわいい！”然后牢牢记住。有趣的是，由于JSL教室中有十多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所以现在我的名字一共有七种写法，他们分别是：ち
ょうちょう,こうきょう，はきょう(当用汉字是哈乔），Cho Cho（爱尔兰语），しょうこ（闽南语的类似发音），Santosa（英语名），还有一种是韩语（现在打不出来）。好麻
烦吧。不过我很喜欢现在这样，因为大家用不同的方式记住了我这个人，感觉现在又和他们的友谊加深了好多呢！突然想起了曾经有两个新加坡人在我们日语外交课上用英语和日本
老师对话（由我们把英语翻译成日语）的情景，那时才第一次真正有了国际人的感觉，原来世界真的很小，地球就是一个村子！ 风云 今天的天空又一次让我们目眩神驰。诡谲的云
层呈现出一种奇异的仿佛来自大海深处的幽蓝，又好像是谁用蘸满靛蓝色的毛笔随性挥就的水墨图。阳光从缝隙中肆无忌惮地倾泻而出，远处的山脉也从原本模糊的影像中突兀地浮
现出来，如苍龙般绵延不绝。天空低得似乎触手可及，让人不免怀疑这是不是一场真实得有些恐怖的梦境。然而猛烈的风又一次把我们吹回现实。第一次感受到如此浓烈的秋的气
息，记忆中这样的风理应出现在春季，它呼啸而过，吹融冰雪吹散腐朽，为新的生命扫清障碍。在我的故乡，秋季的风是清清凉凉的，带着夏的一点点留恋，带着冬的一点点期待，
吹得天青日朗北雁南飞神清气爽心旷神怡。这里的风却是犀利奔放，以天为画板云为笔，涂抹着一幅幅豪迈瑰丽的印象派画作。如果说故乡的风是芳龄二八的少女，手执红牙板清唱
“杨柳岸晓风残月”，那么这里的风就是醉酒的李白，在江头起舞高歌“君不见长江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九月二十八日 哈乔姐姐写得很好,不过是我的话这些应该都会
憋在心里吧。因为是男孩子的关系么？ 周澤阳补在后面 十月一日夜 二十三点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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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2007.12.08

好久没写日记了，大家好吗？最近一直在准备考试，因为我学的是文科，全部都是背的东西所以这几个礼拜我几乎每天都12点以后才睡觉，说实话也没什么心情写日记了，不过因
为准备的充分，我对自己这次考试还是蛮有信心的，下礼拜就出结果了，期待着。 我终于有了一次homestay的经验了。一个人住宿舍这么长时间，终于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家的温
馨。这还是我第一次住在真正的日式家庭里，真的和中国的有很大差别。关于这一点，我会写一篇详细的文章来介绍，这次主要的目的是想联络一下在京都和大阪的同学们，白雪，
杜航，小白，你们在哪里？我们12月19号要到你们拿去旅游，好像见你们一面啊。时间紧迫请尽快和我联络好吗？在日记上留言就好了，顺便介绍一下你们那好玩的地方，因为我
们还没决定去哪里呢，不过要尽快，周一就决定了，期待你们的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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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雪

2008.01.31

平成20年一月二十四日,朔风狂啸,飞雪漫卷,天地为之混沌. 一片迷狂之中,依稀有人在艰难跋涉,寒风像刀片一样切割着她裸露的皮肤,唯一的感觉就只剩麻木,身后浅浅的足迹迅速被狂
风吹散,不留一丝痕迹. 时间不知是早已停滞还是被无限延伸,双足冻得无知无觉,不知是什么在控制着她继续前行.远处似有灯火明灭闪烁,却好像在嘲笑永远到达不了彼岸的逆旅之人.
她无可选择,只有向前,向前. 她开始胡思乱想. 她是坚强美丽的公主,王子中了魔法,她为了爱人,冒着风雪,去拜访深山里的女巫. 她是传说中的仙女,扮演孤独无助的老人,祝福心地善良的
人以安康,惩罚自私自利的人以噩运. 她是武功高强的游侠,一曲高歌,长剑指天,独自享受那搏击风雪的快感. 她是狡诈阴险的刺客,利用风雪成功地隐藏身形,因没有发现异常的目标越来
越近而暗自窃喜. 她觉得自己最像卖火柴的小女孩,赤着脚蜷缩在角落里,带着小小的不安,点燃一根火柴,看着希望微弱如火苗. 她其实只是个迷失在记忆里的小女孩,就好像很久以前每
次回到家都有妈妈温柔地捂着她冰冷的小手,那时她可以赖在父母怀里撒娇,还能吃到姥姥特别准备的丰盛的晚餐.她从来都不会觉得家乡的冬天冷.或者说,总是会有点什么让她忘记那
样的寒冷. 她胡思乱想着,继续跋涉不知何时才能到尽头的路. 可是,终点似乎不那么远了. 昏黄的灯光,是一片纯白中唯一真实的存在,那里有人正焦急地盼着她归来. 她已无暇回头,去看
那些湮灭的足印. 那一天,是我来仙台所遇到的最大一次降雪.电车晚到了近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离开了拥挤的车,我又开始了风雪中近半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当时世界是白茫茫的一片,刺骨
的风吹得我抬不起头.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那种好像被世界所遗弃的无助感以从未有过的强烈攻势袭击了我,第一次觉得身在异国远离父母的我竟如此脆弱孤独. 这个发现让我有些不
知所措.因为我的人生到目前为止虽有一些小波折,可是总体来说仍然算是一帆风顺.我上的是人人都羡慕的重点学校,是老师眼里听话懂事的好孩子,周围一直有知心的朋友,学习成绩也
不算太坏,我像温室里的花,总是被无微不至地呵护着.可是,当人生的暴风雪来临时,我是不是有勇气一直走下去而不放弃希望呢?离开我熟悉和熟悉我的世界,离开父母的庇护,当我完全暴
露在风雨之中时,我是不是能够像自己说的那样坚强呢?我甚至开始担心我引以为傲的那些小小的成就根本就是微不足道假象,是转瞬即逝的梦幻,是一触即碎的泡影.我大概应该好好反
思一下对自己人生的定位,并为了实现梦想而坚定不移地开始行动了吧. 抛开那些碎碎念,新春佳节快到了,在这里先给基金会的老师,在日本和中国的同学和学长,还有我的亲人们拜个早
年,祝大家新的一年里每天都过得充实快乐,最重要的是保持健康的身体,在国外更生不得病,不要让爱自己的人担心哦.此外 ,我想对爱我和我爱的人说,谢谢你们能够一如既往地爱我,你
们的爱是支撑我过好每一天的力量,希望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仍然能够享受到被爱的感觉.人说每逢佳节倍思亲,现在的我陷入了对你们深深的想念之中,真希望时间快点过,好期待三月的
见面,旅游时很遗憾没有见到同学们,但这次一定不会再让我们失望了.

哈 喬的日记



除夕

2008.02.10

除夕 把呼啸而过的寒风当作是声声爆竹辞旧岁,把漫天锦绣的云霞当作是片片烟花迎新春.又至佳节,却不能共此婵娟.心儿随风渐行渐远,翻山越岭,去追寻空气中熟稔温馨的气息,不知彼
岸的亲人们是否也感受到了这一份遥远的思念? 08年的除夕之夜,第一次没有家人的陪伴,却不像想象的那般寒冷.我和周泽阳在我们学校教汉语的杨老师家过了年,三个人还有一位跟老
师学汉语的日本姐姐像真正的一家人一样,围在桌前一起包饺子看春节晚会.杨老师特别风趣,我们也没大没小的跟老师开玩笑,气氛热闹到了极点.我觉得好久没这么笑过了,如果不是明
天还要上学的话,那一夜肯定要闹个通宵 那一天还给春晓(同班的好友)打了个电话,听着她激动的声音,才想起我已经半年没和同学们联系了,而其他人都写了信或是在msn上聊过,只有
我音信全无.我总说自己想他们,原来却是手最懒的一个啊.不过,周泽阳送了我一份大礼,现在我终于又可以用msn了,真得好好谢谢他.

哈 喬的日记



随感

2008.02.16

夜已深.深蓝幽邃的天空中,只得一轮明月寂寂,清辉如水. 从中国带来的乌龙茶还没有喝完,空气中浮动着一缕若有若无的香,引人遐思. 时光一分一秒一丝不苟地流逝,如梦初醒时已过了
半年.我肆意挥霍着它,自以为潇洒,无非是仗着年轻,心想这漫长人生还有几十年呢.却不知,红颜如玉、刹那芳华，都经不起岁月消磨。 这半年来，不能说不充实。走出自己熟悉的圈
子，接触更广阔的天地，独立生活，学会承受、隐忍、宽容、分享；学会冷静地思考、清楚地分析、周密地计划、持久地执行；培养迎难而上，百折不挠的勇气，落落大方、不卑不
亢的态度，开朗豁达、光风霁月的心胸；始终以一颗赤子之心待人接物严于律己。做到这些并不容易，这是挑战，是成长，是选择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十字路口。 这样千载难逢
的机会，遇上它是何等的幸运幸福。 半年来，我认识了很多人，看了很多书，去了很多地方，参加了很多次考试、演讲，也算取得过一些成绩，但，我真正想要的还是一个都没留
下，有点迷茫，有点不甘，有点空虚，有点惆怅。 特别是，听说于瀚清申请耶鲁时，日本老师的介绍信起了很大作用，我的挫败感就更强了。他那样的人，做每件事都有深意，想
不优秀也难吧。虽然我也知道没必总要拿自己和别人比，但谁不希望出人头地呢？可惜我空有一腔热血，就是缺少持之以恒的毅力，尽管我清楚地知道这样终归是难成大事的。 所
以再不能放纵自己。 十八岁，正是少女韶华，像摇曳在春风中含苞待放的蓓蕾，会有怎样的绚烂娇颜，全看严酷的冬里凝结了怎样的心血。 其实谁都懂，成功和失败只在于付诸了
怎样的行动。 下星期我要转到别的班级里去了，没有中国人，课程也更具挑战，预示着一个新的开始，我不会再放任机遇轻易流逝。 最近的风异常猛烈，擦着地面呼啸而过，吹得
冰甲崩裂、积雪消融，仿佛欲把人高高抛起。 空气中隐隐嗅到春天的气息，那个阳光明媚樱花灿烂的季节。

哈 喬的日记



新生

2008.02.24

今天真的很开心,刚上完晚自习回来就迫不及待的打开电脑,让喜悦尽情挥泻于指尖。 今天是如此特别的一个日子，正月十五，元宵佳节，玉轮圆润漫洒清辉，虽无法和家人团聚，但
能体验古人千里共婵娟的情怀，也不失为一件美事。今天还是一个人的生日，感谢他为我做的一切，祝他生日快乐，健康平安。 今天，我终于开始了新的生活。从外国语学部转到
特别进学（相当于育才的特长部）学部，虽然离开相处了半年的同学有些舍不得，但到了特进第一天就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比如我旁边的一个男生，比女孩子还害羞，每次跟我说话
都好紧张的样子），大家对我和我的国家都很感兴趣，终于有了“留学生”的感觉。特进的课程比外国语的难，而且只剩一个礼拜就考试了，再加上我选的还是文科，挑战就更大了
一些。不过，这样才有意思，我喜欢逆流而上、搏击风雨，我更希望生活像波澜壮阔的大海而不是平静如死水。我也终于能够放开自己主动交流，不再羞涩、害怕，因为机遇要自己
把握。我已经尝过了闭塞自己的苦果，不想再回到孤独的深渊。 不管今后会有多少困难，现在的我是幸福的，我相信幸福的力量，它会给我勇气直面所有的挫折。 新的开始,就从这
一刻起.

哈 喬的日记



progressive

2008.05.17

中间研修之后，我的生活竟是意想不到的充实。由于被刘诗扬狠狠地刺激了一下，至今不能释怀（他日语说的太地道了），所以整个四月份我以前所未有的心态主动积极地和同学交
流，每天在学校上自习到八点半，回来时一路上就和同学不停的东拉西扯、谈天说地，总算没有辜负“交流”这项任务，五月黄金周homestay时，通过第一家住宿家庭的介绍，我
参加了一个叫hippo的家庭俱乐部，每周六活动，其主旨是从小为孩子提供一个多语言的学习环境，开阔他们的视野，因此每个成员都要学会用七国语言（英、日、韩、汉、法、
德、俄）介绍自己和所居住的城市，（有相应配套的光盘和教科书）。他们还经常接受像我这样的留学生，homestay期间我参加了两次他们组织的party，见到了好多在日本留学的
外国人。因为是家族性质的俱乐部，所以5、6岁的小孩子特别多，跟他们在一起时，仿佛我也回到了孩提时代，那份单纯的快乐真是好久没有感受到了。黄金周后半的hostfamily是
我曾经住过一次的一家，夫妇两人对我好得没话说，（ps：这家hostmather看起来至少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年轻时一定是个美女吧） 我和这一家的妈妈一起去了仙台的博物馆，
终于看到了鲁迅先生的塑像，我突然觉得自己可以理解他富国强民的心愿了，因为现在的我也有着同样的感受。有一件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们偶然的去看了一次羽子板押画的展览，
制作这些精美的工艺品的人都是些老婆婆，她们得知我是留学生后，非常热情，还主动给我介绍她们的作品。因为我本身对日本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所以想买一幅作为礼物，没想
到她们说要专门为我做一幅送给我，我特别感动，原来仙台人是这么亲切友好热情，我一定要把这份意义重大的礼物好好珍藏起来。总之，这一段时间我过得快乐而充实，今天晚上
要和朋友一起去看青叶城祭，明天还要和和田一家（hostfamily）去看棒球比赛，可是为什么我刚刚习惯，却马上就要回国了呢？真希望时间停止，我要好好品味这份快乐，把它深
深地印在记忆

哈 喬的日记



迟来的感叹

2008.05.17

泪眼含笑轻别离 此生共醉莫停杯 风儿不缓不急地撩乱我的发，雨儿不轻不重地沾湿我的衣，就连那盛放的樱花，都氤氲成一团不浓不淡的红，像是一场若即若离的梦。 在这样暧昧
的一个雨天里，一切机械的躁动也都暧昧地隐入了微风细雨中。我轻轻地呼吸着湿润的空气，连同尘埃和花香；我静静地踩踏着无人的小路，连同泥土和残红。但就在这样一个暧昧
的雨天里，我却无比清晰地记起了不久前的那一场酣畅淋漓的快乐和悲痛。 我本来以为这半年我过得很快乐，特别是转到特进后，学习生活丰富了、朋友多了、相互的交流也相当
顺利，如果没有这次大阪之行，我会认为这就是我最大的成功，我能获得的最大的快乐——是的，如果没有这次大阪之行。 我会笑，和日本的朋友们在一起时我会很淑女的掩口轻
笑，甚至偶尔也会豪迈的哈哈大笑，但我永远不会那样、张牙舞爪地笑，直到呼吸不畅、肌肉酸痛，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我会说，和日本朋友们在一起时我会尽我所能的表达，用
己所学、学以致用，但我永远不会那样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尽述我的喜怒哀乐，直到凌晨两三点，困得连意识都模糊了却仍然赖在那里不肯走；我会唱，和日本朋友们去卡拉ok
时我会点一二支拿手的歌唱，并且在她们尽情之后鼓掌叫好，但我永远不会那样忘我动情地唱、那样疯狂放纵地舞，仿佛全身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都随着音乐的旋律而兴奋颤
抖；我会哭，尽管这半年来我从来没有哭过，但当离别的那一刻无法逃避，我是真的痛，痛入骨髓、痛彻心肺，痛到泪水决堤、不能自抑。仿佛，离别的不是我的同学我的朋友，而
是我的肉、我的骨、我的心。四天的相聚如同梦幻，可那一张张依依不舍的脸分明近在眼前，那不曾消减并愈发深切的欢乐和悲伤竟也是如此的刻骨铭心。我不敢说我所珍惜的这份
友情是感天动地的，但它至少，颠覆了我的天地。 那天回到宿舍后，同学们还在学校上春季讲习，我的homestay依然没有着落，突如其来的巨大反差和失落让我在一瞬间崩溃了。
我在空荡荡的宿舍里放声悲歌：回不去的那段相识相知，美好，像后视镜里的曾经一样，闪耀；那些誓言，还剩多少，某说过了不再重要；你是否还那样瞑目虔诚，祈祷，也许内容
早已随着时间，忘掉；天边流星，划过问号，幸福生活我们铸造......长歌当哭，那就叫长歌当哭吧。我嘶喊着、哽咽着、拼命压制着，可还是感觉到自己的眼泪无声的奔涌、滑落，
然后一滴一滴砸在冰冷的地砖上。 那首歌，是我们的班歌，我们自己填的词，自己谱的曲，自己感动着自己，自己欣赏着自己，自己激励着自己。我们不是不在乎别人的目光，不
是不担心未卜的前途，不是不知道人生终有一别的，只是每当我们在一起，眼里心里就只有彼此了，仿佛拥有彼此，就是拥有整个世界，那里有快乐的奥意，幸福的真谛，以及值得
我们一生不离不弃想要守护的彼此。我一直相信 自己是个独立成熟的女孩儿，可这半年的离别和仅仅四天的相聚让我明白自己在情感上是一个怎样的弱者，仿佛只要轻轻一震，就
会碎成一地晶亮的心。 回眸来路，四年的携手并肩、风雨兼程，我们辉煌过、绽放过、骄傲过，奋斗过，即使现在黯淡了、凋谢了，我们不是还有彼此的手可以牵，彼此的肩可以
靠，彼此的心可以信任，彼此的梦想可以追逐吗？缘是什么，是五百次回眸换来的擦肩而过；是一百年苦行修来的同窗共读；是再回首时那如宿命般偶然的一段相识相知美好。 如
果可以，我想要永恒的生命，不为那十丈软红过眼繁华，不为那花花世界声色犬马，只想重温那无忧无虑酣畅淋漓的快乐，只想与你们继续那至纯至善至美的友情。上邪!我欲与君
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天地合，江水为之竭。冬雷震震，夏雨雪，乃敢与君绝！ 今生得友如此，幸甚！快哉！ 谨以此文献给我所有的朋友们 ps：写这篇文章时，距离中间研
修已经过了近半个月了，而等我终于有机会上网时,竟然已是五月末.我把那份感动在心里千兜百转后终于酝酿成文字，在电脑前几乎打了整整一夜。我觉得自己的语言并不夸张，可
它似乎仍然不能表达我所感受到的万分之一。最后那一首诗原本是描写至死不渝的爱情，但我觉得，只有那起于千年前的誓言，才能表达得出我对这份友情的珍爱，然而心中千般滋
味，真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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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宿

2008.06.24

终于考完试了，最近一直没怎么休息好，上个星期六只睡了一个小时。我去参加一个叫ヒッポ的俱乐部的合宿了，在宫城的松岛附近，去参加的人都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我们的目
标是用非常规学习的方式学习多国语言，不是通过考试或学习语法单词之类的，而是像婴儿一样先从听说开始。这次合宿大概有近一百人参加，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印度人一个德国
人，大家在一起又唱又跳有说有笑的，超级开心，我还客串了一把主持人，分别用中，英，日，韩四国语言翻译游戏规则，前三种还好，韩语是来这以后才开始学的，幸亏当时没有
韩国人，要不就该出洋相了。星期六那天晚上，我们一直从晚上十一点唠到第二天早上四点半，然后我又和那两个外国人到海边散步到五点半，中途还被日本警方盘问了一下，向我
们要了身份证，大概是三个外国人大清早的在海边散步比较可疑？总之有惊无险，我顺便锻炼了一下英语口语。回去之后只睡了一个小时，六点半时去洗澡，七点半新的一天的活动
又开始了，虽然累得不行，但是非常开心。还有我把作文提交的时间搞错了，其实我已经写完了，但是还没有给老师看过，大概明后天就能交上去，虽然我努力的把所有能写成汉字
的平假名都写成汉字，但字数估已经超过两千字了，又给老师们添麻烦了，是在抱歉。

哈 喬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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