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记9月4日 初来乍到

2007.09.05

哦，我来了，日本` 日本好玩吗？我问过很多人。 大家都说好玩。 日本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干净，还有就是狭窄，城市庞大。 然后，就是又累又饿。 坐车乱跑，哦no！ 来的第一
天，就想睡个安稳觉。 不过还好。 没怎么花钱。 因为没零钱。 今天在老师帮助下，饭店把零钱换开了。 可以在自动售货机上消费了。 ps下飞机的时候，有个哦基桑拿个相机一直
拍我，我也和他合影了。 日本人给我的第一印象还是挺好的。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 琢的日记



这几天的活动

2007.09.09

oh ye！ 经过了东京的繁华都市，在5个小时的旅途后，来到了一个日本的山村。 虽然是山村，但是和中国的是完全不一样。 见到了热情的老师和同学。因为是周末，所以没有很多
同学在学校。 这几天很累，没时间上网。很遗憾，我没有带变压器，所以只有借同学的插头来给电脑充电啦。 我和一个中韩混血儿一个房间，他虽然是中国国籍，但是中文说的像
老外一样，长的和韩国人没有区别，索性就把他认成韩国人吧。 今天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我把生活用品购买了。非常感谢。 不过还是很想念在东京的老师们，还有我的好朋友
higuti老师。希望你们工作顺利！ 好啦，不说啦，明天就要开学了，好期待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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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日记呢？

2007.09.09

我写了那么多的日记，怎么就看不到呢？ 天哪！！！！！！！！！！！！！！！！

王 琢的日记



第一天

2007.09.11

这是我第一天在日本真正的上课，第一节是现代社会课，还可以吧，30%都听的懂，不错。 不过第二节课就觉得太简单了，是留学生日语课，都是我一年级学的内容，所以，我向
老师申请，上日本的国文课，这样才有挑战性！ 和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快乐的，日本的同学都学着用中文跟我打招呼，很热情。 第三四节是英语课，但是是不同老师上课，都非
常的好，其中有个老师课上到一半就停下来自习，问我在中国和日本的情况。w问到了重庆市有多少人，我对他说有2000万，可他怎么都不相信，还拿其他城市来做比较，最后上网
查出来，重庆原来有3500万人口，把他吓了一跳~ 我真倒霉，刚来几天就遇到他们的考试，虽然说很简单，但是英语我已经3年没学了，这对我是个不小的挑战。不过好在老师很热
情，非常耐心的教我，让我重新捡起三年前丢掉的英语。 明天就要考试了，所以今天下午不上课，但是我的电脑也快没电了，插头还没有买到，只有有时间去电器店里换了。 有点
困了，睡觉啦~电脑也没电了。。。。。。 PS老师们的留言我都看了，谢谢你们给我的鼓励，我会想你们的~有空常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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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真失败！

2007.09.12

大家都到了各自的学校，过上了快乐的生活，可我去的第二天就参加了期末考试，真挑战呀！ 可上我什么都不会，先是考生理卫生，我就只把判断题做了，其他的什么都没做． 之
后是考数学，本来很害怕数学的我，还乱做做出来了，哦ＮＯ！可能国内的学生来做这里的数学题，准能拿满分． 今天的最后一科考的是英语，只能读懂一点点，能得分就不错
了．．．．．． 明天还有啊，崩溃！～～～～～ 我最怕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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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泄之后........

2007.09.12

离开了土生土长的中国,来到了举目无亲的日本,确实有点不习惯,特别是心理调节方面. 在本人极度无聊的情况下,翻开电话本乱打. 然后,aya老师听了我的话,对我倍加关心,让我心存感
动.不过电话费也象流水一样,流得很快.......orz 就在我极度伤心的时候,我收到了东京寄来的包裹(shiseido),心里顿时一阵暖流滋润了我幼小的心灵....... 世界真奇妙.......... 在我正高兴的
时候,就听到了管理老师在喇叭里面喉:"305的王琢,你电话!"我就象疯了的兔子一样向下跑去,原来是mori老师...... 她打电话来问了问我在学校的情况,我和她说还好,不要担心,会慢慢适
应的.....更何况这里的老师同学都对我很好,今天还有个女同学带我去逛街了呢.*-* 我稚嫩的心灵再一次受到了爱的冲刷,倍感激动~! 我在这里真的很好，大家不要担心！！！ PS 我在
昨天洗澡的时候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洗澡的时候，把脱鞋穿进了浴室，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还没发现，不过现在知道了，真的不好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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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琐事

2007.09.13

1 昨天我为了等同宿舍的同学一起到学校，迟到了5分钟，被班主任老师严厉的批评。 2 我办的银行卡到现在还没有着落，据说是要在卡上把我的名字写上，所以要等很久。 3 我在
校长那里定了相机，到现在还没有音讯，已经期待了很久了。。。希望快点拿到，这样就能拍照了。。。 4 考试失败的一塌糊涂，连日语都很差。心完全不在状态，脑子里空空
的。 5 我感到难受，希望成绩能比我实际的要好很多。 6 我的电脑电源还没着落。不过今天已经有老师来看了。应该还要等。 7 日本的教育太轻松了，轻松的我一天都没有事情
做，发呆中。。。 8 想家了。 9 让我高兴的是今天国际部的吉井老师给我拿来了我梦寐以求的辣椒。让我终于在日本吃到了对口的东西。我把它拿给了一个日本同学吃，他就吃了
一小口，结果辣的够呛，足足折腾了半个小时。 10 想念在东京的老师们，你们一定要经常给我留言，给我发邮件，给我打电话哟！ 11 。。。。。。。。。。。。 总之，还是很快
乐。 我每天打开电脑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我的日记，和大家给我的留言，看到了心里就很舒服。 就像桥本老师说的那样，在日本的日子里，有高兴的，也有不高兴的，都要自己慢慢
体会，习惯了，也是对人生的一种历练。 图片说明：我现在最想吃的水煮牛肉，非常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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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happy！

2007.09.14

终于有相机啦！！！！！！！ 我爱死了！！！！！！！！！！！ 我的生活真美好····················· 我又重新走上了人生的大道！！！！！！！！！！ 哦！也！ 我爱死老师和同学们
了！！！！！ 还有校长，还有明天要带我去看棒球的教头！！！！ 唯一的遗憾就是这网站的图片不能多发，只有3张，哦！！！遗憾！！！ 我还有很多照片要传给大家看
呢！！！！！ 图片： 1我和亲爱的校长先生！ 2我的一个中国同学，本人觉得他长的像刘德华。 3我的校服定装照！！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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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辣面的代价

2007.09.14

今天，晚饭过后肚子饿，向老师请假，我和一个朝鲜同学去附近的拉面馆吃拉面。 重庆人，爱吃辣的，所以我们找了家名叫地狱拉面的饭店，进去吃辣面。 我要了店里最辣的，50
的辣的程度，然后就开始狂吃。 吃到了我的最高境界。 店里的服务员看我这么能吃辣的，都感叹不已，然后就送了我一个奖状，突破了拉面店的最高纪录。 那拉面我足足吃了有45
分钟，结果忘记了时间，被老师打电话到拉面店把我们叫了回来。 因为两水喝得太多，我的肚子受不了，还吐了。 回来的后果更不堪设想。 老师说我们回来太晚，罚我们两个扫厕
所。 从2楼到4楼的厕所统统冲洗一遍。 老师说这是第一次让留学生冲厕所。哦NO 我强忍着肚子疼，把厕所扫完了。 再也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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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激战！

2007.09.15

今天早上，教头先生领我和一个台湾的学姐去看了我们学校和胜山高校的棒球比赛。 很早就起来了，没睡懒觉。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棒球，也是第一次认真的看棒球比赛。 早
就听说我们学校的棒球非常厉害，今天亲眼看到，真是名不虚传！ 教头对我真好，用重庆华说就是：耿直。一路上嘘寒问暖。 经过了1个小时左右的跋涉，我们就到了tsuyama棒
球场。 这辈子第一次看见棒球场，第一次坐在棒球场的看台上（其实还是挺危险的，有好几次棒球从场地里飞出来，差点儿砸到人）。 看到大家都好猛啊！ 掌声一片接一片的，虽
然我不懂规则，但是还是情不自禁的跟着观众一起鼓掌。 之后，耿直的教头带我去吃我想吃的中国料理，他说离开中国那么久，应该吃点中国的菜了吧，虽然日本的中国料理不是
那么正宗，但是还是想让你吃家乡的味道。 o got！把我感动的不得了！~~~ 真的很谢谢教头，让我吃到了家乡菜。 还有，棒球队加油哦，明天我还要去给你们加油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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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去茶道了~

2007.09.20

晚上睡不着，因为明天我的ipod就要到了，心里十分激动，好期待呀~~~ 今天，老师们让我领略了日本的文化，上了节茶道课。 怀着好奇的心情，走进了教室，学生只有3个，我
和两个美国来的同学，大家都很想学习一下。 以前就只有在电视剧里看待茶道的情景，没想到这次能亲自体验一把，虽然没有和服和榻榻米，但是有一颗茶道一期一会的心就行。
我们跟着老师摆弄了半天那张手绢，有搞了半天那个抹布，最后于把碗和杯子洗洗涮涮，啊，累死了。。。 由于是规矩的要求，胳膊要一直抬着，抬了一节课后，就累的不成样子
了。。。。 不过我们还是兴趣正浓。 不过我通过看电视剧了解到，第一次和茶的人都苦不堪言，可是我第一次喝怎么什么味道都没感觉到，就是一般的抹茶味，没有苦的很夸
张。。。。 可能我已经领悟了茶道的真谛了吧~~~ ps我已经好久没看到大家的留言了，想大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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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真忙！

2007.09.25

这几天参加了很多活动，多的我都没时间来写日记了~ 1 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运动会，我报名跑步和拔河~！ 接力跑，我们的成绩很棒！拔河和跑步都赢了~这里的运动会很奇怪，
还有吃面包比赛，喝水比赛。。。。 2 运动会后学校放假，我被安排在平冈老师家，平冈老师的家是典型的日本式住房，还有一只叫“移步"的大狗，很温柔，对我很好。。。 3 放
假的第二天我和西田老师，柴原老师一起去了冈山，还有新见的许多旅游景点。还吃了冈山有名的tako烧。 4 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参加吃面条大赛~我吃了32碗，最厉害的是一个女
的，吃了170多碗。西田老师也吃了，身材胖胖的，一看食量就不错~！ 5 从此以后我开始讨厌吃面条！现在我看见soba这两个字都害怕~~~~ 6 放假的第三天，平冈老师带我去泡
温泉，舒服呀~之后就回学校了。 7 今天下午，我参加了排球部的训练，排球部全是女同学，我是唯一的男将，好在今天有个男同学陪我练习，但是，由于是第一次，胳膊好疼~不
过我们学校的女同学确实彪悍，个个都有奥运会的气质~还有就是打球的时候礼貌也很重要。我虽然想参与，但是不会，在一旁站着，球来了不敢接，太猛了`~~ 8 打完排球，就被
市长先生接见了，很好，还送了我礼物，明天还要上报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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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んなの関係ね！HE！哦波比！

2007.09.27

今天无意中看了以前前辈们的视频，就有两个字：感动。 想想这一年是这么短暂，时间过的真快，来日本快一个月了。想想刚来的时候有那么多的不适应，现在已经慢慢习惯。刚
来的第一个星期是那么的漫长，现在已经跟上了日本生活的节奏。刚来的时候觉得时间很漫长，现在看看，还有几个月就要离开了。看了前辈们在成田机场那依依不舍的情景，想想
当初来的时候父母送我上大巴的情景，心里很矛盾。 当看到前辈们相拥而泣，哭不成声,看到桥本老师一遍一遍的说着一路走好，我就不敢想一年以后我是什么样子了。。。 看到了
台场的西餐厅，想到刚来时的疲惫和交流中心老师的关怀，我能说的只有谢谢。 在日本也看到不少中国人，他们的生活有的过的辛苦，有时过的充实，有时过的富裕，有时过的安
逸，相信他们能感受到日本人民的友好。 看到了前辈写的日记：回到中国后给在日本的爸爸妈妈打电话，还在梦里梦到了他。虽然我没有住在家庭而是在学校，但学校的生活更丰
富多彩，可能没有日本的爸爸妈妈在睡觉的时候梦见我，但是，我想梦见我的不止爸爸妈妈两个人，而是所有关心过我和爱护我的每个人！ 在视频里也看到了我的好朋友，他参加
的是短期访问，回来的时候他和我说日本的人们很友好等等，当时我还不信，可现在我已经深深的体会到了，相信一年过后我的感受会比他更深！ そんなの関係ね！HE！哦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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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んなに近く、あんなに遠い

2007.09.27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开开，我要进来，不开不开就不开，妈妈没回来，不能把
门开~ 刚才看了心连心的电影，想起了自己的小时候，也许我还没有呜呜出色，但是我现在的处境也和他一样。 小时候我也照过那样的相片，小时候也会在奶奶的怀抱里撒娇，出
国前外婆也没少担心我，也一直挂念这我。 我想家人，但在日本也很快乐，谢谢心连心给了我这次用心交流的机会。 建议大家都去看看那部电影，就在这个网站上，你也会找到和
自己相同的地方，用心去感受，你的家人。 虽然远隔彼岸，但是心总是联系在一起的。 heart to heart~ 不近，也不远 photo：1我的外婆 2我的父母 3故乡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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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想法

2007.09.30

来日本都一个月了，经历了很多很快乐的事。 我觉得日记就是记录自己心情的，也想写下不开心的事 纯属一时的想法，但在我看来很真实，如有得罪，见谅 1 我来的目的是和日本
人交流，是强化自己在外国的生存能力，是接触日本先进的文化，加强交流。并不是整天和中国人还有韩国人在一起。 2 我十分怀念在东京的日子，还有跟老师们一起出去玩的日
子，这才让我真正的体会到了日本，真正的用日语交流，虽然我的日语不好，但是和日本人在一起的日子里我很开心，日语也有提高。 3 我在学校和宿舍生活，学习，听的韩国语
比日语多，说的中国话也比日语多。 4 以前被的滚瓜烂熟的语法，单词现在也不常用，一不用都忘了。 5 我在日本看到了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素质差异。人要互相尊重，我希望
在日本的少数中国留学生能注意到这点！别人不喜欢的动作请你不要做，别让别人觉得很烦！ 6 我感觉自己的日语在一步步倒退。 7 我希望有个纯日语交流的环境，少说中国话，
少听韩国语。 8 如果以上条件都达不到，我来日本的目的也就达不到了。我不想回去后双手空空，一事无成。 9 我希望在日本和日本人交流的机会多。并不是我不适应这的生活，
而是我不想过多的用中文交流，荒废日语。 10 我希望能圆满完成这次交流任务！ 以上就是我现在的真实想法，可能由于客观条件限制，不能一一解决，也不能事事将就，就像表露
下心情而已。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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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到了

2007.10.04

哦，冷了 哦，我把冬天的校服穿上了 哦，我把衣服洗了 哦，我没有衣服穿了 哦，我只有穿毛衣了 哦，我盖厚的被子了 哦，我早上不想起床了 哦，我想冬眠了 哦，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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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滥啦~~~~

2007.10.10

不行了。 又开始自恋了，怎么办？ 这几天在msn开了个blog 详情点击http://wangzhuochina.spaces.li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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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国际料理

2007.10.10

今天，是留学生们的料理日 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同学们都掺乎进来 我也在那搅和 具体任务就是做出自己的家乡菜 我们和台湾的同学一起包饺子 韩国的同学就是做像《大长今》那
样的料理 其实韩国人民也喜欢吃辣椒， 和中国不同的是他们爱吃的是甜辣椒 当时就有中国女生在感叹，要是嫁给一个韩国男人，这辈子就幸福了~~ 我最拿手的就是包饺子 在这里
强调一下，日本的饺子皮和中国的不一样 中国人民吃饺子就自己擀 日本是到超市里买，像面包的包装一样 还有 那饺子皮硬的呀~~ 跟xx皮一样 有点像中国超市里买的混沌皮 佐料
也完全不一样 总之非常美味。在中国是吃不到这样的饺子的 图片： 1 我们可爱的韩国同学做的韩国料理，大烩菜 2 可爱的日本饺子皮 3 我包的。立起来的是我包的，躺下的是可爱
的台湾同学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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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的对待身边的每个人

2007.10.12

一个人，身上有缺点也有优点 这个在高中的课本上已经学过 但真的把它应用到实际生活中的人却少之又少 现在想说，其实每个人都有你意想不到的优点 我来日本的第一个室友 当
时大家对他的好感很少 他喜欢闹，过火了就会让人烦 我也烦过 但他的心也好，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他是我来日本的第一个向导 他一直把我当自己的弟弟看 他做什么事总想着我 怕
我被欺负 他有报答之心 他有上进之心 他有感恩之心 心是好的，但要想想表达的方法对不对 还有就是别人的喜好 他经常逗我，不是摸我脸就是翻来覆去的 但是我并不喜欢这样的方
法 但他以为这样会让我高兴，没想到我会烦 但是我也误解了他的想法，所以才会产生矛盾 当然，这样的矛盾是很容易消除的 只要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 人都是相互的 可他遇到的事
情还不是很少 比如说今天，他拿了放在料理室冰箱里的韩国辣椒 日本人有规矩，就是不能随便翻人家的冰箱 但是，他拿出来了 不过也并没有自己独享 而是分给了大家 想想看，我
们都是外国人 都想吃自己家乡的东西 谁都想家，想家乡的饭菜 当然吃到辣椒是很高兴的事情了 这种做法你不能评价他的对错 只能从客观的角度看 人无完人 所以，要真心的对待身
边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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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

2007.10.20

哦 又茶道了 不过就是这次感觉怪怪的 在教室的课桌上。。。 哈哈 这几天还真开心呢 就是想出去玩玩 大家都不陪我。。。 哈哈 那就好好享受生活吧 茶道，这次的味道很像上次和
shbahara先生他们一起吃的抹茶冰淇淋 中国的朋友们看了茶的图片还以为是绿豆糊糊 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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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登陆成功了

2007.11.12

哦 不知道是我电脑的问题还是网站的问题，我的ID每次登录的时候都说该页无法显示。。。。好晕 不过今天试试看，终于登上了，谢天谢地！ 大家都很努力的写着日记呢，我都看
了 11月开始，进入了日本的秋天，在秋天，我也做了很多事 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 自己跑到冈山逛街 和柬埔寨的同学去了高粱 还有。。。。 很多很多 前两个月，心态不是很
好，但是，现在我已经完全的融入了这的生活 突然才发现，晚上在我们宿舍的阳台上看星星是件很浪漫的事，不过就是有点冷。 还有，深秋的日本比初秋更好看 今天我还在和同学
谈论 看了日本的秋天，真的无法想像我在中国过的什么日子 日本的秋天总是像画一样 让人觉得干净，和色彩的恐怖（找不到形容词了） 色彩搭配的简直。。。用重庆话说就是太
吧适了 我好期待老师们来看我呀 从上个星期打电话来，现在还在期待中。。。 天天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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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

2007.12.06

ID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还有，这要多些昨日TOKA老师的热情帮忙 我前几天过生日 过的之幸福，之难受 幸福的是我收到了无数礼品和祝福 第一次在外国过生日，缘了我很多愿望 难
受的是我的生日是在医院过的 我发烧了 不过，发烧烧不住我对生活的热情 照样比没发烧的时候还跑的欢 整天超happy 台湾的同学回家过年了 吉林的同学也回家了 韩国的同学也回
家了 整个教室就剩了2个人——我和另一位同学 哈哈，还怪可怜的 我又长大了一岁 不知不觉的就用新的眼光观察到了生活的地方 我看见了以前没有见到过的和没有感受过的 充实
了自己的内心 现在我似乎对这个地方注入了一种我无法割舍的感情 就是这个小小的山村 我爱它 感冒已经好了，又能到处乱跑了 哦哈哈哈 谢谢各位的关心 要不不会好的那么快

王 琢的日记



森藤老师 真舍不得呀

2008.01.30

从北京的面试到现在，森藤老师都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 刚才接到了老师的电话，把我带回了刚刚去北京第一次见到她的那个夏天。 当天我们的飞机很晚才到北京，来不急吃饭，
我就要准备面试了，当时我还是第一轮。心里乱乱的，不过还好不紧张，就是不知道要说什么，做在那里就看见老师们友善的笑容。虽然心里不紧张，但是嘴巴不知道说什么才麻
烦，就随口说了句“我好紧张呀”，结果森藤老师以她必杀的微笑，说了句“别紧张”，当时真的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了。 等我们那组面试完了后，准备上电梯，不知道为什么大
家都急着去挤电梯，而我不慌不忙的。这时刚好看到森藤老师从会议室里出来，向我鞠了个躬，初次接触日本礼仪的我还真有点手足无措，然后道了别，笑着坐电梯去了。 她给我
的第一印象就是那种典型的日本女性，很贤惠的，很知性的感觉，又有点小白领的气质。当时我对她真的印象很深。 面试成功来到日本，从刚刚来日本的那天，她便辅导起了我
们。在浦和的宿舍，我们做游戏，交流。在交流会上，要通知什么重要的时间集合之类的事情，她总是捡重点的用中文说，怕我们延误，呵呵o(∩_∩)o...，真好。 到了自己的学校，
森藤老师还经常打电话来问寒问暖，真的很感谢，其实还添了不少麻烦，她都帮我耐心的解决，还和富坚老师一起来学校看望了我，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刚刚我在洗澡的时
候接到了她打来的电话，照样还是那样问寒问暖，说到后面她突然说要停止了这份工作，我真的觉得当时是幻听，要不就是和我开玩笑的，结果不是，我还反复问了她好几遍。她说
她要到中国去了，下个月，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在大阪有可能但不确定能见到。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不知道该说什么，之后就直接用中文了，用日语真的不能表达我的心
情，不过真的要说的话，留在心里的就好了，不一定要表达出来 ，在电话里只能祝她以后在中国顺顺利利的，每天开开心心的，等以后有机会一定会见面的。 其实见不见面不要
紧，重要的是我们都曾经“心连心”！ GOOD LUCK TO Y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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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所有帮助我的人们！

2008.02.22

今天，为了帮我更好的完成中间研修的作业，在学校的联系和老师的带领下，我去了附近的养老院和垃圾处理场，在那里看到了许多关于日本人口和环境的现状，受到了不少教育。
首先去的是养老院，本市最大的一家，工作人员和随同的老师热心详细的为我介绍这的情况，我也找到了关于老人问题满意的答案。就在路途中，老师都在滔滔不绝的为我耐心讲
解，我有的疑问也一一为我耐心的解答，帮了我不少忙！ 中午吃过饭，教导主任就在帮忙联络附近的一家垃圾处理场，在另一位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又马不停蹄的向处理厂赶去。
这可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去垃圾处理场呀，怀揣着很多疑问和不解，还有一大堆关于环保的问题，开始了专门为我一个人开设的参观学习活动。工作人员耐心的为我讲解垃圾是如何处
理，如何利用，如何净化环境……虽然在琦玉的时候已经接触过环保的教育，但是这次是在真正的处理工厂，真正的看着机器在作业，完全和想的不一样。作文终于有了鲜活的材
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想想自己做过的一些傻事，再看看大家对我的宽容和帮助，还有创造那么好的条件，我真的难以启齿。 对于大家所为我做的那么多，我除了抱歉就是感
谢，生活其实没有对不起每一个人，只是看你在其中收获了多少，我收获的不仅是这些社会只是那么简单，还知道有那么多关爱我，给予我帮助的人们！谢谢！我只能通过我的实际
行动来报答大家了，这也是真心的，虽然没有大家给我创造的那么好的条件，但是我相信大家是很期待我努力后的成果的！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对我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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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手做的和服

2008.02.27

我每周都有一个做针线活的活动，那就是做和服，一个多月前开始的吧，今天为止，我的手工活终于在老师的细心和耐心帮助下，完成了80%，即将走向历史性的突破，那就是，我
这辈子第一次做针线活，第一次在日本穿和服，第一次……诸多的第一次证明，我们男生做的衣服也能穿！ 想想自己第一次被针扎的时候，那才疼呀，不是说怕疼，而是没被这个东
西扎过，真的还挺疼。第一次用缝纫机的时候，可以用手足无措来形容，细心的学着老师的样子，开动缝纫机，但由于自的好奇，和想一口吃个胖子的心情，把缝纫机的速度掰到了
最快，那时看到那机器疯狂的转动，然后就慌了，不知道怎么办，先问老师怎么办，老师说自己的事自己解决。我没办法，就看着那个机器疯狂的运作，眼看袖口都要被缝到一起
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连关开关都没反应过来。大叫：“啊，你快停下来！”，机器不是人，我就无助的看着布条在机器的带动下往前跑，直到把袖口缝成麻袋一样……
哦，失败，老师好耐心呀，没说我什么，先把机器关了，拿着剪子来，一针一线的把缝错的部分调整好，又慢慢的说：做事要专心，不能像这样，遇到这种事情要知道怎么应对，现
在老师在你面前，能帮你解决一部分，那万一老师不在呢，你又要怎么办？ 说实话当时那么紧张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居然对着缝纫机大叫，啊呀，真的惭愧…… 不过在老师的帮
助和自己的努力下，这总算完成大部分了，等完全完成的时候，我会给大家看的,敬请期待~ 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什么，就算做的不好，也要虚心改正，在
错误中慢慢的完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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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2008.05.18

5.12地震发生，让我倍感心痛。 我们家离震源地很近，但幸好没有什么大的损失。 每一天，我都能收到大家对中国的问候和对灾区人民的关心，在这里，我深表感谢。 我们学校组
织了对灾区的募捐，筹集的善款交给了红十字会，这是我们一分一毛的零花钱，虽然很微薄，但是也希望给灾区增添自己的一份力量，让大家都知道我们众志成城。 我现在最想说
的就是谢谢，代表灾区的人们向日本人民说声"谢谢"! 感谢大家对灾区的关心和帮助，感谢大家为灾区所做的一切，谢谢大家，也希望灾区人民能尽早重建家园！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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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看日历

2008.07.18

日子，快么？ 快 最后的几个月，我没有经常上网。我想留下更多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关于这座小城。 太阳依旧热烈，脑海里充斥这刚来的时候。独自漫步在这城里，听着潺潺水
声，抬头仰望天空，白鹭啼叫…… 常常运气好，庆幸自己在楼下自贩机买水的时候会多掉几个铜板下来。 小川公园的长椅上，总有一个慈祥的老奶奶，喂鸽子吃下面包，而我喂的
时候，鸽子怎么都不理。 周末，几个男同学围坐在河边，拉着鱼竿。总有几个同学抱怨自己钓到的是虾米而不是大鱼。 PLAZA的照相机里，还定格着我们的笑脸。 现在想起这些，
总觉为时过早 忘了看日历，明天我就要进行送别演讲了。 行李折腾了半天也没怎么收拾， 真怕那一天的到来 害怕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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