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东京的第一天

2007.09.05

昨天是来到东京的第一天，机场下来的时候我们在东京观光旅游了一番，看了东京铁塔和东京的海。上海虽然有海，但是从来没看过，第一次看海，感觉真得很棒，可惜停留了一会
就走了，照片也没拍几张。 晚上我们在彩虹桥旁的饭店里用餐。那里的夜景真的很美，哎呀，我就想不通了，为什么这样的地方居然不好拍照，真是奇了怪了。 晚上我们住在一个
宿舍，一人一间房间，虽然不能和同伴们一起睡觉，但是自己一个人真的学会了很多事情，晚上睡觉的时候想想，嗯，这真的是愉快的一天。希望在以后的生活里，也能天天这样开
心，一天比一天开心。 2007 09 05

呉 湖帆影的日记



关于文化节

2007.09.27

文化节的时间在9.22号和9.23号。 据说文化节是学校里最大的节日了，因此，全学校的学生都因此而忘记了时间，那所有精力全部投入了进去。因为我们班级的一些同学在休学旅
行的时候去过了中国，所以老师决定坐一次中国说明会，恰巧我又是这里唯一一个中国留学生，理所当然这个工作我要参加了。说明会当天，有很多校外校内的客人来到了展示厅，
询问了我很多关于中国的问题，我尽力把自己知道了告诉给所有客人，能把自己国家的事情介绍给日本，我感到很高兴也很自豪。 我们班级还表演了跳舞和舞台剧，我参加了跳
舞，一开始我不是很想参加，因为再国内的时候，不是经常跳舞，但是看到大家跳得很开心的样子，我也忍不住想加入他们，同学们也很热情的邀请我，于是，我就参加了跳舞，果
然和想象中一样开心，这个班级的男生和中国的不同，很放得开，我中国班级的同学叫他们跳舞是绝对不会跳的，而这里的同学那种开心的神情感染了我，让我感觉到和大家在一起
努力的感觉是很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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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班级

2007.10.02

经过了3个星期的生活，从一开始同学只是因为我是留学生或者是新同学而照顾我，到现在和他们已经可以像朋友一样互相开玩笑，我觉得和他们的距离又进一步拉近了。 现在的班
级我非常喜欢，可能是这班级比较好吧，不管男生女生都很会关心人，大家也都很团结，文化节我们班级拿的是“優秀”，一开始，我以为“優秀”与中文里优秀的意思一样，是
“还不错”的意思，但是后来看见他们兴奋的表情，我才知道是第一名，大家一起开了庆功宴，去打了保龄球，很开心。 今天中午，我和班级一个女生在凹手劲，我赢了，然后一
个男生想要挑战我，然后我看看那个男生保龄球蛮厉害的，估计凹手劲也差不到哪里去，我硬着头皮和他凹，没想到我居然赢了。然后所有同学都围过来看，别的班级也来了，居然
连老师也来了。 下午的现代文课，老师让我们一个一个读课文。我就读了一段，然后全班都为我鼓掌，突然觉得自己的日语原来没有白学。老师说大家都是人，你们的英语怎么学
了那么久还这么烂，大家都笑了。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去学校了，越来越喜欢和同学们在一起了，可恶的就是这学校怎么考试这么多，几乎天天考试，每天都要背单词，我估计一天
有48个小时也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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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星期一 2007.10.08

2007.10.11

本周星期一是大家都知道的体育日。我住的地方2007年正好是3年一次的体育节，据说那天早上要8点钟所有该地区的居民集合，然后就是每个人都要参加各种比赛项目，但是我寄
宿的人家的妈妈好像对体育节不是很感兴趣，说觉得很累而且早上又不好睡懒觉，祈祷明天快点下雨才好。 本来我对体育节挺期待的，但是一听不好睡懒觉，我就和这家人一起祈
祷下雨，结果第二天我睡得很香，我醒的时候妈妈告诉我，从早上开始下雨，然后正当体育节宣布今年取消，把礼物什么都分到各个家庭的时候，雨停了。而且天气一下子好起来
了。大家都感叹，真是太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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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期中考试

2007.10.11

最近因为期中考试的关系，所有进不去职员工作室，所以我就不好用电脑，现在是难得的电脑课，我噼里啪啦地打着字，把最近漏掉的日记都补好。 下个礼拜就要考试了，好像要
考9门，古文，现代文，物理化学，数学2数学B，英语2英语B，还有门地理。 因为考试范围都分得很细，所以如果多背背看看的话我想分数不会很糟糕，可是这个地理我实在是头
疼，因为通常的地理课一向是我用来补眠的，我看着那书就想睡觉，完了。 另外还有数学和物理，在小测验的时候我意外的考得还不错，也不知道同学是怎么知道的，那个班长非
要和我在期中考试的时候一决高下，比数学和物理，输的人请客去超市，本来我想保持低调，但是同学都很支持我，叫我一定要赢他，我不忍心辜负他们对我的期待，就决定和那个
班长比，现在正在努力中~~~要是输掉了就太坍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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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果

2007.10.20

这一个星期终于结束了。考试也结束了。今天是星期六，因为只有半天课 所以只知道一些科目的成绩。不过没有关系，重点就是物理成绩出来了。 我77分，那个班长76分，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那个激动啊，他大概输的胸闷了，最关键的就是我大概除了物理，其他都他低，不过没有关系，重点就是我物理比他高就可以了。不过这次物理居然差了第一名一分，
太可惜了。 数学 58分，虽然只有58分 只比平均分高2分，但老师还是夸我很厉害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老师说要帮我补以前没学过的东西 因为我从一半开始学的，前面有点掉队 我会
努力的，下次帮那个班长比数学，看他再在我面前那么嚣张。 从好说到坏，接下来就是英语了 52分。我真的不知道原来考的都是书上的题目，而且除了选项的顺序换了一下之外，
题目都是一模一样的！！拿到考卷的时候我华丽的晕倒，后悔自己没有好好看书。 不过，吃一堑长一智，下次我知道了，对着书狂看就可以拿好成绩。 今天就这些了。星期一我最
头疼的地理就会有结果了。大家和我一起祈祷我能拿2位数八。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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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中家的一天

2007.10.25

最近真的是太忙了没什么时间，很多愉快的事情来不及发上来只能写在自己的日记本里，不能和大家一起分享实在是有点遗憾。 上个星期五我住的家的国原妈妈有事出差了，所以
我就在同学田中家住了一天。 星期五正好考试结束，中午先去吃了意大利面，第一次拿叉子吃面很不熟练，田中妈妈就耐心的较我，边吃边聊，并且等我吃完。下午和田中还有田
中妈妈一起去神边的超市买了东西，很可爱的商店，买了很多东西。然后去了田中妈妈开的蛋糕店，好大的蛋糕店啊，还看见了做蛋糕的仓库，田中妈妈给我买了我最喜欢的巧克力
蛋糕当作第二天的早饭，最兴奋的是田中妈妈答应我教我做日本的甜点！！作法简单而且材料在中国也有买，太好了啊，回去以后就可以给中国的朋友作日本的蛋糕了。忽忽期待着
~~~。 晚上和我们一起去吃了韩国烧烤，上海虽然也有，但我从来没吃过，那天是第一次吃，虽然那火有点危险，但是，我的天那简直是天堂美味。我当机立断的作了一个决定就
是回国以后绝对和朋友去吃韩国烧烤。 虽然第二天是星期六，但我们这个学校星期六也要上课，所以在田中家的生活就告一段落，田中妈妈说，想做蛋糕的时候随时call她，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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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

2007.11.01

这几天我闷掉了，我们班同学居然知道这个网址了，真有点间谍天分，我的日记都被他们偷窥到了啊，不过还好，没写他们什么坏话，否则我就完蛋了。 最近放学的时候，数学老
师都在帮我补以前的课，每天估计8点左右到家，然后我参加了那个志愿者俱乐部，这两个星期六都有部活，先是去了一个小学校和小朋友一起画画，然后玩游戏，追着打，小朋友
都很可爱，哈哈，我小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啊啊啊。 然后再是去超市的门口募金，站了1个多钟头确实蛮累的，虽然有很多人选择无视我们，但是每当有人把钱投进来的时候就会
很开心。还认识了一起募金的老师和朋友，大家都问我中文里面“我爱你”“我讨厌你”“你去死吧”应该怎么说，我较了他们以后他们见人就说“我讨厌你”，人家问他们什么意
思，他说，是“你好帅”的意思。 部活真得蛮有意思，拍了很多照片，可是我居然把照相机的数据线忘在家里了，要等爸爸寄过来的时候才能把照片发上来了，真是遗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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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

2007.11.01

2007.10.29 在日本广岛 天气 晴 早上刚进教室，城户同学继续发病，梦呓般的不停的呼唤着我的名字，我对这家伙无言以对，上星期的现代文课上教我把（孤）读成“きつね”搞
得全班俱倒，不知道今天又在打什么坏主意。说到上星期的现代文课，就会让人联想起三浦同学的演讲，主题是传说中的“跳帮帮”，这看似小儿科的游戏居然被他像变魔术一样的
变出了东京塔和富士山还有。。。领带，实在是蛮叫人佩服的。 我还在回忆当中，城户同学开口了，他说 从现在开始谁都不可以说日语，一定要说英语，谁先说了日语，谁就去便
利店请客。我的天，怎么又是便利店？？不过便利店就便利店吧，我可不怕你。 然后班主任进来了。作为班长的他不得不说“stanp up”班主任对于这突然的英语一头雾水，但也
说起了英语，可惜班主任不是英语老师，说一句就不知道后面怎么讲了，不过班主任的表情让我笑了将近1分钟。 然后数学课登场了。前田老师开始发数学练习了，我一看，我的
天，怎么这上面全市中文？后来我才想知道原来是老师看了我带过来的中国教科书以后，正好学的东西是同一部分，拿过去复印的。据说老师把整本书都复印了，我很激动，后悔没
多带几本过来。 然后又到了英语课，笠原老师对我们突然用英语对话感到又惊奇又兴奋，不过也是一头雾水，在课后当他得知我们的白痴行为时，居然。。。（广告后更精彩） 终
于到了放学的时候了。我们一如既往地大扫除。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的homeroom是笠原老师主持的。于是就迎来了今天的压轴戏，老师居然从头到尾都用英语讲话，这下我们
一头雾水了，不过这不是重点，因为最后一句我们都听懂了，今天到此结束，大家可以回家啦~~~ 最后大家都惊叹老师かっこういい，自己心里也蛮佩服的，如果我英语也有那么
好，那就帅了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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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周末

2007.11.08

上个周末是难得的双休日，星期六早上，狠狠地睡了一觉，晚上，我和寄宿的妈妈还有她女儿（现在和我在一个学校读书，是个很厉害的人）一起去吃了什么熏肉（具体名字忘记
了），那个肉的味道一个字，棒，2个字，好棒，3个字，棒极了！可是，大家都被熏了一身，回来的时候正好在放排球比赛，这次好像是hay say jump!代言的，其实本来我是看明
星的，但是看了排球以后停不下来了。本来对排球没什么兴趣的，现在我开始喜欢看排球了，我几乎天天看啊，我最喜欢2号，叫大山加纳，不知道大家最近都有收看排球吗。 排球
结束以后就去洗澡了，把一身的臭气都洗掉了。出来以后和那个小女孩一起玩music game，妈妈说很累所以先去睡觉了，我们继续玩，玩得忘我了，一看钟，哇12点了，这时妈妈
冲下来了，从冰箱里拿出了南瓜蛋糕，3个人抢着吃，极大欢喜。 星期天妈妈带我去买了衣服，因为天气渐渐冷了，本来担心日本的衣服很贵，没想到妈妈也是买便宜货的高手，衣
服毛衣裙子3件很可爱的一共2100块。本来以为我蛮会淘宝了，没想到人外有人阿。 晚上继续看排球，日本又赢了，哈哈哈哈哈哈 替他们加油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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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把以前的数学补完了

2007.11.10

这3个星期，几乎每天放学都要留下来，然后一直要奋斗到6点半，就是为了把我前面漏掉的数学都补完。这样的生活终于在这个星期的星期四结束了。 很奇怪，突然有一点舍不
得，老师很认真，虽然只有我一个学生，但还是用黑板，和正式上课一样，很多时候，它担心我看不懂假名，于是就把写好的假名擦掉改成汉字，然后再翻译成英语。我一有问题老
师就很详细地回答我，不仅是过程，连原理也一起教我。 还有老师好像很喜欢中国的数学教科书，总是看了放不下来，然后说要拿去复印，我说送给老师吧复印太麻烦，他说我想
你会用到他。于是就把整本书都复印了。 老师年纪很大了，眼睛看不清很小的字，但还是一步一步看我写的东西，过程里有没有出问题，从微分到数列，这3个星期有太多感动了，
似乎有很多话想说，但又不知道从哪句开始说，千言万语融会成一句感谢。 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数学了，虽然现在学的数学比以前难，东西开始渐渐抽象起来了，但是我相信我会
努力的。否则的话对不起那么辛苦的老师更对不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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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接到交流中心老师的电话了

2007.11.15

在一个寂静的星期一，响起了一阵悦耳的电话铃声，原来是交流基金的老师打过来的。太不够意思了，2个月才给我一个电话。不过老师告诉我我2个可爱的同学在横滨和千叶过得
很开心，其他的伙伴也各自都有很好的发展，真得很替你们高兴。 时间是快啊，我们分开已经2个月了，这2个月很开心，但我想困难和麻烦也会有一点的。以下是我总结的一点经
验，仅供大家参考。 1.如果觉得自己日语不是很好，宁愿说错也不要不说。 2.吃到自己不喜欢的固体食品，涂点自己喜欢的酱料吃（我使用的是番茄酱） 3.吃到自己不喜欢的液体
食品，和茶水一起往下喝。 4.晚上睡不者的时候，就把枕头翻过来换一面睡。 5.如果觉得无聊，就看电视。 6.如果还是无聊，就去买棒棒糖。 7.如果你想家，那还不如想我。 8.如
果你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对自己说 出门在外身不由己 9.如果你还是觉得不开心，请登陆www.chinacenter.jp 最后期待一下明年2月，我们相约在大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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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周末你happy了吗

2007.11.18

受英语老师的邀请这个星期六将在老师家度过，老师是个很可爱的老师，所以很期待。 星期六一放学，我和老师先去吃了比萨，边吃边聊，先是问我有没有吃不习惯的东西，我说
我讨厌日本的汤和芥末，老师居然说她也讨厌。然后老师说了她喜欢吃的东西，我惊讶了，老师喜欢的我也喜欢，看来真的是口味很近呢。突然，老师问我班级里有喜欢的人吗，我
一听下巴掉下来，太直接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班级里的同学，谁做过哪些好玩的事情，谁比较关心人，哪个人话太多，哪个人幽默，当然具体内容我不敢写
出来，否则我估计我走不出学校的大门。 吃完以后我们就去购物，我再次惊讶，当我正在认真仔细地挑选小孩子吃的零食的时候，老师也在一旁很想吃的样子，结果就是我们买了
很多小孩子的零食和巧克力。 后来就去了老师家，早有耳闻老师有个很喜欢中国的哥哥，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马上和我用中文聊天，然后拿出了一箱子中国的CD，我激动
啊，一下子扑了过去，都是我喜欢的歌，然后就一起听，听了很多，最终老师迷上了周杰伦，说要介绍给班级里的同学听，并且在为应该先介绍哪首而苦恼着。 然后我们就去做了
巧克力蛋糕。第一次作蛋糕，感觉很棒，都是巧克力看得我都馋了。 晚餐的时候，一家人都聊着关于中国的事情，因为哥哥的关系，这里的全家人都去过中国，看见他们如此喜欢
中国喜欢上海，我听着很开心，他们说以后还会来的，我说一定要光临我家啊，大家说，嗯，一定来的。 晚上，在房间里看《龙樱》，虽然以前看过一点，但没全看完，关键是主
演有山P，这下完蛋了，我一看停不下来，看到第二天早上5点半，眼看就要大结局了，实在不行了，我壮丽地倒下了。 第二天一睁开眼，11点40分，哎，有进步，比预想早了点。
然后12点半，老师的爸爸妈妈哥哥和老师还有我一起向寿司店出发。路上的时候老师还不忘记带张周杰伦吃的CD放在车子里听。可遗憾的是，只带了外壳，CD本身被忘在家里了。
然后只好向哥哥求救，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他拿出了一张SHE的CD《play》。SHE，——我最大的音乐偶像。我疯狂地向老师介绍我喜欢的歌，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喜欢的歌老
师几乎都喜欢。Nice! 到了寿司店以后，哥哥说希望我做他中文老师，这下乐坏我了，你是我老师的哥哥，我又是哥哥的老师，哎，什么和什么嘛！结果就是我一口答应了，哥哥很
高兴，说下次一定要来教他。 之后哥哥不知道去哪里了，我们剩下的4个人一起去看了海。很美。接着去一家店里做了一个不知道名字的点心。老师的爸爸拍了很多照片，顺便说一
下老师的爸爸和妈妈都是很和蔼可亲的好人，热情朴素到让人感动。 回家以后比较晚了，老师和老师的妈妈做饭，我迫不及待的把电视剧的结局看完，还是逃不出日剧的魔爪，眼
睛湿掉了。 现在呢，我正在电脑前噼里啪啦的写着这篇日记，而老师呢，正在听着SHE的《五月天》，《说你爱我》。明天，就要离开老师家里，开始舍不得了。舍不得这个把所
有拍得照片都送给我当纪念的爸爸了。舍不得这个总是说自己家怎么怎么简陋，总觉得对我不住的妈妈了，也舍不得这个居然把中国的自行车带回日本的哥哥了，也舍不得这个像个
学生那么可爱的老师了。 美丽的回忆，会用一辈子，去记得。

呉 湖帆影的日记



武道大会

2007.11.22

今天在我们学校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武道大会。武道大会有3个项目，分别是剑道，柔道，还有一个什么刀（因为没有我们班级同学参赛，所以就不多做介绍了）。因为我刚学习剑道
不久，才刚学会怎么把那东西举起来，所以老师让我见学。 比赛在上午9点半准时开始。因为剑道比赛在体育馆楼上，柔道比赛在体育馆楼下，所以我就拿着个相机到处跑。 可以
看出大家对比赛都很认真，虽然去年有人因为比赛而受伤，但是大家也都拼命努力着，这样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这次比赛还不单纯是比赛，在比赛中也会遇到自己认识的人或者
很好很好的朋友，想必这个时候的选择一定也是非常痛苦的。 下面说说我们班级的表现吧。我们班级女生剑道获得了团体第一，很开心，带点小意外，没想到他们这么强的。今后
的剑道课要有压力了，我和第一名的选手一起上课，不得了。 另外通过这次的比赛，发觉我们班的男生太绅士了，输的非常完美。平时看上去在体育方面有点特长的人，居然都不
敢上场，真实让我太失望了，白期待了，哎。不过输赢并不重要，让我感动的是我们班的某同学虽然手受伤了，大家都以为他不参加了，但让人意外的是他居然胜利了。难道这就是
坚持的力量吗。 压轴戏是女子剑道个人赛，我homestay的家庭的小女孩得到了第一。prefect!在比赛前她就说过一定要拿第一，真的拿到了，很替她高兴，她的自信也让我很佩
服。还有哦~她明年要去美国留学一年，已经顺利通过了考试，叶恭喜一下，但愿她在以后的人生旅途中都能拥有这种自信，活出自己的精彩！ 武道大会，结束了。这是我和我们班
级同学最后一次武道大会了。只要努力过了，就不会再有遗憾。只要努力过了，就会被岁月记得。有点向往这种拼搏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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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岛之旅

2007.11.24

这个星期五是休息日，我们学校国际交流部的老师和他的家族带我去宫岛旅行。 早上8点我们准时出发，10点左右把车子停好，然后坐船前往宫岛，船很大，可以坐好多人，能看见
海，濑户内海。 到了宫岛以后，看见了很多鹿，很可爱，但是有的在吃垃圾，看来是无人管理，有点可惜。然后看了很多日本的古老的建筑，都是1000年前左右的了，但保存的还
是很好，外面看上去也很壮观。 后来据说是要坐缆车去狮子岩，虽然缆车很贵，但老师的家人说我好不容易来了次日本，一定要让我去狮子岩看一下，特意为我买了票，很开心，
很感动。 坐缆车之前要走一段山路，山路上面纷飞着红叶，以前只是在照片上看见过红叶，今天看见了实物，果然是名不虚传啊，难怪日本人在秋天都忙着去赏花。 等待缆车需要
花点时间，我和老师的家人边等边聊天，老师家里有个和我差不多年级的女孩子，还有一个小学生很可爱的小弟弟。老师的夫人出乎我意料地开朗，因此大家聊得很开心，时间很快
就过去了。我们坐上缆车前往狮子岩。 到达之后，可以把海看得更清楚了。海上面还有很多岛，岛上上面还有住宿的人家。因为濑户内海的海水很温柔，所以不怕有海啸。第一次
看见有这么多岛的海，也是第一次看见这么美的海，真是有点舍不得离开啊。 从狮子林回来以后，我们又去了寺庙，是个很古老的寺庙，应该是世界文化遗产吧。这天碰巧是祭拜
的节日，所以人很多，到处都是人，有点上海的感觉。然后去寺庙里面抽了签，说我一开始有点困难，后来会越来越开心。我感觉好像和我蛮像的，哈哈。蛮准的。 然后就去了海
水冲刷沙滩的地方，一个不小心，一脚踩进水塘里，鞋子袜子都湿了。算是宫岛给我的特产吧。第一次看见海水冲刷着沙滩，静静地，柔柔地。看着这包容一切的海，心情突然感到
无比放松，无比开朗。 回来的时候买了栗子，日本似乎没怎么见到过栗子，车上和老师的家人一起吃着栗子，然后后面坐着的3个孩子静静地睡着了。 老师的家人很亲切，老师和
老师夫人总是很为我考虑，很热情，很热心也很有趣。老师的女儿借了很多我喜欢的书给我看，因为年龄相近，我们已经成了很好的朋友了哦~ 今天早上离开了老师家，一家人都送
我，老师的夫人说下次请再来，还要带我去原子弹爆炸的地方。还是很感动，能遇见这么好的人，但是我很不好意思，担心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人家了。 看着在宫岛拍得那一张张照
片，有4个字出现在我的脑海，人间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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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蛋糕

2007.11.29

这个星期的家庭课上，我们做了蛋糕。人家都6个人一组，我因为学号排在后面，所以2个人一组。后来发觉2个人一组的好处实在太多了，因为我可以自由发挥了，然后我就按照自
己的想象再蛋糕上乱搞。另外一个人在旁边使劲摇头，不过还是拦不住我，就由我去了。 做完以后，我看了看感觉还不错，还拍了照片，妈妈你看见了一定不会相信这是你女儿做
的蛋糕，因为太漂亮了，就像蛋糕店里的一样，哈哈 哦，对了，今天正好还是奶奶的80岁生日，看见这个蛋糕就像是特意为奶奶做的一样，可惜啊，我咋日本啊，没法给你过生
日，打了个电话给你，希望你生日快乐吧。你要等着我啊，明年回去给你做蛋糕啊，保证你一吃忘不了。 没想到来日本一次蛋糕也会做了。真是太开心了。

呉 湖帆影的日记



考试

2007.12.14

又要考试了。不对，又考试完了。大家考得怎么样？我数学和现代文进步蛮大的。但是我的化学不想说什么了，没有语言了，期中考试的时候我还77分的，怎么一下子变成22分
了？？ 我们现在在学什么异型体，非常的怪胎，长得很变态，所以我完全搞不懂。 不过有一点我非常开心的一点就是，这次我赢那个班长了。哈哈哈，他太嚣张了。老是笑我数学
58分，这次你不行了吧？嗯哼。看你以后还敢笑我。 后天有个圣诞party,今天布置教室布置了很开心，又想起以前班级圣诞party的事情了，嘿嘿，期待，大家的学校都有圣诞party
吗？是什么样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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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业式的那天

2007.12.20

今天早上是结业式，估计11点左右就结束了，交流中心的老师1点半要来，所以我要等2个半小时，本来会觉得这2个半小时会很漫长，但是因为某个同学特地回来取钱包，然后我们
就聊了很长时间，然后6年级的前辈也来了，然后就3个人一起聊，所以时间过的很快，一下子就1点半了。 见到交流中心的老师一开始有点紧张，但后来说了几句以后马上就不紧张
了。校长和班主任还有外事部的老师一起聊天。当着校长的面说班主任老师功课太多了；交流基金的老师也提醒我不要忘了来的目的；又说我们37个人太会写日记了，翻译的人员
忙不过来了；还开设了一个电台可以介绍日本的明星。因为大家都很亲切，所以交谈的很愉快，很开心。 晚上和原来homestay还有现在homestay的家庭（因为我前几天搬家了）
还有校长和老师一起吃饭。因为2家homestay的女孩和我都是一个学校的，恰好我们3个人坐的位子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然后我旁边是山崎老师和一个关系好得像我姐姐的老师，
然后我们就交流啊，说这个那个，时间过得很快啊，一会就到了晚上9点半，最后合了影。 好不容易老师来一次，又要分开了，老师你以后一定要多多来看我，在广岛住一个月算
了，我一定会好好背地图的。最后老师和我飞吻表示晚安，哈哈。然后和以前homestay的妈妈聊了一会，说姐姐成人式的时候一定要来。最后依依不舍地分开了。 总之，今天非常
开心。期待下次老师再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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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旅行

2008.01.03

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早上吃了日本的新年料理。料理很好吃。然后又吃了年糕，和一种不知道名字但是很好吃的东西拌在一起吃。 下午3点左右，全家准备向温泉宾馆进发。出发
前，爸爸给孩子们发了压岁钱。发的我的时候我很惊讶，很不好意思收下，但是爸爸说你也是我女儿。我听了很感动。没想到在日本还能拿到压岁钱，哈哈。 4点半的时候我们到达
了温泉酒店。我和这家人的妹妹一间房间。（这家妹妹是我同班同学，其实家里我最小。） 然后6点的时候我们一起在酒店的饭店里吃了晚餐。菜一道一道上，上的都是日本料理。
先来的是生鱼片，家人知道我吃不惯，但还是点了我的一份，说是对身体很好，但也不要勉强，如果吃不惯的话，大家都会帮你吃的。结果就是我有一点吃得惯但又有一点吃不惯/
然后又来了鱼，不过这次是熟的。所以很好吃。再然后什么牛排，天麩羅，拉面什么的全都来了，就在我感觉肚子快要不行的时候，来了一大碗米饭。天啊，最要命的是这家人的姐
姐不让我吃东西剩下，我该怎么办啊。幸好妹妹在晚饭前10分钟前吃了12块巧克力饼干，程度比我更严重点，我找到个垫背，稍微放心一点。于是我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我估计
这是我这辈子吃的最淑女的一顿饭了。） 突然，姐姐去了洗手间，我和妹妹一下子激动了起来。妹妹把她动也没动的一碗饭放在了姐姐的桌子前。我把剩下的一点饭全部倒在了汤
里，把盖子盖好。然后姐姐回来了，看我都吃完了表现地很满意，表扬了我一下。结果我和妹妹笑得不行了，妹妹终于忍不住最终把我出卖了。姐姐知道了真相，但表现出了仁慈的
一面，放过了我们的肚子。 晚上泡了温泉，人很少，很舒服。然后和妹妹一起在房间里看很好笑的电视。笑翻了妈妈在隔壁房间都听见了我们的声音，一直到12点，2008的第一天
都这样开心地度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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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 开学了

2008.01.09

1月8号 这美丽的一天 开学了。 在家里休息室很舒服阿 但毕竟出门在外，不知道有什么好做的阿。所以有一点点不知所措的感觉，不过现在，开学了阿，生活又充实起来了 忽忽。
另外 你们放假的时候都做了什么啊？给我点好的建议好伐？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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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松大赛提前准备

2008.01.11

2月就要马拉松大赛了。所以体育课的时候要跑3公里，绕着操场4圈。想当年我跑800米就要就要叫爸爸叫妈妈了。一下子要我跑3公里不是要了我的命嘛。不过幸好老师是善良的，
对我说不要太硬撑，坚持到自己觉得不行的时候。然后我就跑了2圈走了1圈，最后1圈连走的气力都没了啊。所以就休息了。老师还是鼓励我说我努力过了，但是离比赛的5公里还
差得很远啊。 不过听说如果感冒了就可以不用比了。要是感冒就好了啊。但如果他硬是不感冒的话，我也只有硬着头皮上了阿 还有同学们啊，你们都参加马拉松伐？有不参加的
吗？有的话一定要告诉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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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成人式

2008.01.15

星期一去了原来homestay的家庭，因为那边的姐姐要参加成人仪式。 出门以前，现在的妈妈告诉我那天大家都会穿的很正式，所以妈妈拿出了很多漂亮的礼服给我试穿，经过半个
小时的努力，终于让妈妈满意了。 然后乘电车到了府中。住了3个月的家啊，一个月之后再一次看见熟悉的地方果然是很怀念啊。 这是原来的妈妈已经在车站等我了。到原来的家
之后，妈妈看见我的衣服吃惊了一下。哈哈果然还是很不习惯啊。但是后来妈妈又说希望看我穿和服的样子，所以我又一次很辛苦地换衣服。好不容易穿好了，因为衣服的关系，我
的关系疼得不得了，呼吸有点困难。日本以前的女孩子是不是一直穿着这东西？如果是的话那真是太伟大了。但妈妈说我穿得很合适，还好有了点安慰。 休息一会以后来到了成人
式会场。5分钟以后，看见了姐姐和姐姐的男朋友。第一次看见姐姐的男朋友和想象中不太一样啊。很斯文很可爱的。据说姐姐的男朋友还作为代表用英语发了言。很厉害的啊。明
天的府中市报纸应该会登载。很期待。 然后和姐姐还有姐姐的朋友一起拍了照片。大家都穿着很漂亮的和服，打扮得很艳丽。毕竟这是人生只有一次的体验啊。另外大家都见到了
久违的朋友，显得非常高兴。即使是在一旁看着的我，也有幸福的感觉。 中饭的时候，看见了爸爸的妈妈，第一次见面。很亲切啊。大家都很亲切。看见了久违了的家族，有一种
说不出的喜悦。 回家后和姐姐妹妹一起玩了游戏。因为姐姐的大学是制作游戏的大学，所以游戏很好玩，高尔夫和保龄球还有棒球的游戏。拿着那个遥控器作打球的动作，和真的
在打得时候感觉一样！ 晚饭后和家里的人一起看了心连心的dvd，很感动。超级感动啊。不知道自己回去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的。不过光想想就有点难过的情绪了，还是不要想的
好，等那天来了再说吧。 8点半左右，以前homestay的爸爸妈妈把我送回了家。离别的时候，挥手说再见，带着欢笑的声音。

呉 湖帆影的日记



中学生的欢迎会

2008.01.21

今天我们学校中学二年级的同学为我开了欢迎会。本来欢迎会是定在早上第一节课的，但是早上来的时候车子不小心掉到雪里面去了，所以迟到了。今天是我起得最早的一次反而迟
到了，很莫名的。世界真是奇妙啊。 于是欢迎会就改在了下午最后一节课举行。走到中学二年级教室门口的时候大家似乎还在作最后的准备，走进去的时候我呆掉了，黑板上挂了
很多我喜欢的明星的照片，中间有个很大的爱心，旁边的窗户，教室的每个角落都贴上了很可爱的彩带。据说光是教室布置就花了4个半钟头。 然后就是更令人惊讶的。突然跑上来
了2个主持人。之后好像是学生代表致词吧。然后还有人为我做介绍，第一次享受这种待遇啊。然后好像是各小组开始介绍自己的研究报告。这里面包括中国和日本的世界遗产，两
国的演员明星，动画片，食物还有一些不同的习惯。里面提到了很多都是我喜欢的明星和食物，大家做的东西一看就知道很用心，调查得很详细。 之后好像还有学生的武术表演，
然后吃了同学做的点心，好像是个男同学做的啊，很好吃的，怎么男同学的手艺都这么好呢？然后有同学送给我日本的礼物，最后还有模仿ささえちゃん的演出。笑倒一大片。 最
后我还读了汉文，背了唐诗。说了中文的4个声调。 今天很开心啊，能看见这么可爱的同学，大家也都对我很友善，一直都围着我说话，哎呀开心得不得了。另外整个欢迎会老师为
我们全程录像，老师也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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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2008.01.31

最近体育课一直在训练马拉松。跑得我是腰酸背痛腿抽筋。但是每当我快要不行的时候，同学们都会叫我加油。甚至有关系好的同学会对我用开玩笑时候的命令语气。不过这不是重
点，重点是我听了以后就开心得不得了，本来跑不动了，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变得跑得很快。 但不幸的是最近我居然得了该死的感冒。其实也只是一点小小的感冒，但是让爸爸妈妈
和老师同学都替我担心了。妈妈买了很多药给我吃。班主任老师也一直建议我去医院。给大家添麻烦了不好意思，我保证以后不生病了。 还有，今天模拟测试结束了。同时，物理
的分数也出来了（考完老师就偷偷得把我们的答卷都复印了）。我不得不承认我考试的时候在发疯。搞什么乱七八糟的阿，那是我最有信心的物理哎。在日本第二次模拟考试居然就
这么结束了。很不开心的啊。偏差值70以上有证书拿的。我还想拿张做个纪念的。这次看来是没希望了。欲言又止，欲哭无泪了。

呉 湖帆影的日记



加菲猫给大家拜年了（内附新年特别惊喜）

2008.02.06

大家好，我是加菲猫，因为最近我的好朋友大熊猫在做奥林匹克代言人，所以委托我给大家拜年。时间过的好快，又到了新的一年，我又胖了点懒了点。但还是祝大家新年快乐，万
事如意，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好了，废话不多说了，下面推出2008年度新年大礼。 Money is not everything. There’s Mastercard & Visa. 　　钞票不是万能的,有时还需要信
用卡。 　　One should love animals. They are so tasty. 　　每个人都应该热爱动物,因为它们很好吃。 　　Save water. Shower with your girlfriend. 　　要节约用水,尽量和
女友一起洗澡。 　　Love the neighbor. But don’t get caught. 　　要用心去爱你的邻居,不过不要让她的老公知道.。 　　Behind every successful man, there is a man. And
behind every unsuccessful man, there are two. 　　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女人。每个不成功男人的背后, 都有两个。 　　Every man should marry. After all,
happiness is not the only thing in life. 　　再快乐的单身汉迟早也会结婚,幸福不是永久的嘛。 　　The wise never marry, And when they marry they become otherwise. 　　
聪明人都是未婚的,结婚的人很难再聪明起来.。 　　Success is a relative term. It brings so many relatives. 　　成功是一个相关名词,他会给你带来很多不相关的亲戚(联系)。 　　
Never put off the work till tomorrow what you can put off today. 　　不要等明天交不上差再找借口, 今天就要找好。 　　“Your future depends on your dreams.” So go
to sleep. 　　“现在的梦想决定着你的将来”，所以还是再睡一会吧。 　　There should be a better way to start a day than waking up every morning. 　　应该有更好的方
式开始新一天,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在每个上午都醒来。 　　“Hard work never killed anybody.“ But why take the risk? 　　努力工作不会导致死亡!不过我不会用自己去证明。 　　
“Work fascinates me.“ I can look at it for hours! 　　工作好有意思耶!尤其是看着别人工作。 　　When two’s company, three’s the result! 　　两个人的状态是不稳定
的,三个人才是! 　　A dress is like a barbed fence. It protects the premises without restricting the view. 　　服饰就象铁丝网,它阻止你冒然行动但并不妨碍你尽情的观看。 　　
The more you learn, the more you know, The more you know, the more you forget. 　　The more you forget, the less you know. So why bother to learn. 　　学的越
多,知道的越多, 知道的越多,忘记的越多, 忘记的越多,知道的越少, 为什么学来着。 谢谢观赏。

呉 湖帆影的日记



马拉松大赛当日

2008.02.11

上个星期五举行了一年一度的马拉松大会。持续了2个月的准备终于迎来了这一天。因为训练的时候只跑大约3公里就要了我的命，而这次来真的了，要跑5公里。我在比赛前已经把
这视为不可能的任务，但是爸爸却对我说，加油跑，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我听了很震撼，这可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马拉松，当然不能给自己留下遗憾。所以呢 我就想好 就算跑死
掉了 也不好给自己留下遗憾。 于是，比赛开始了。好像是绕着2座桥跑一圈。我的同班同学因为是最后一次马拉松了，大家好像都在为了不留下遗憾而努力的炮。我自然也不好放
松。跑到桥上的时候，有海风吹过，我开始注意到周围的景色，海鸟在飞，青山绿水，漂亮的不得了。途中还会有兼职交通协管员的老师为你指路和加油，都是自己喜欢的老师，哈
哈。结果就是不知不觉到了终点，哈哈，66名，不错不错，因为我预计我大概是倒数第一的。 然后又有马拉松接力赛，最后是闭幕式，我拿到了我的马拉松证书，号称完走证。很
激动，这是一次对自己的挑战。我和我们都成功了。我和我们都没有留下遗憾，在也许的我的第一次，我们的最后一次马拉松比赛。

呉 湖帆影的日记



猫山滑雪

2008.02.19

　2月13号 我和2年级的同学一起去了为期三天的滑雪旅行。 临行前，班主任，榛澤老师、野口老师，还有很多老师都来送我，另外，大家都叫我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摔跤，不要
受伤，看见大家都这么关心我，开心得不得了。 吃过午饭后，大约1点左右，我们穿上了滑雪的鞋子，奔向了滑雪场。 由于早上气温下降，滑雪场的雪就像奶油蛋糕一样，软软
的，很想吃。 然后我们就开始滑雪了。我选的是滑板，注意不是2根柱子2根棍子的那种，是一块板，很帅的板。一个老师教我们17个人。我一开始不是很会滑，到处摔。老师拿我
没办法，只好在结束的时候一对一的教我，于是我就会滑了。 第二天的任务是在会滑的基础上，滑得更加漂亮。目标是ターン（旋转）。难点在于要倒着滑。我欲哭无泪，又要摔
了。果然不出所料，还没滑过3厘米，我就摔了。然后老师继续无奈地教我，经过努力，我终于会滑了。可是，问题又发生了，那就是我不知道倒过来滑应该怎么停下来。那该死的
滑板越来越快。把我甩出了千里之外。 因为这一天是情人节，在晚饭的时候，我给可爱的2年级同学吃了中国的巧克力，因为上面写的都是中国的文字，所以大家都很好奇读音，可
我一读他们就要笑，也不知道在笑什么。回宿舍以后，很多同学都来我和老师的房间里玩，还开了卡拉OK大赛。一起聊天，最后还偷吃署片，开心得不得了。 第三天是自由滑行，
可能知道这是最后一天，所以大家都在拼命的珍惜。可惜时间的长短是不会因为心情而改变的。为期3天的滑雪旅行就要和我们说再见。在整理行李的时候，恍然觉悟原来3天就这
么的结束了。 现在虽然已经回到了家，没有了滑雪板，也没有雪。可我的脚似乎仍是意尤未尽，还在不停地做着ターン的练习。 结束了。为期3天的滑雪旅行。 再见了。拼命教我
滑雪的老师。 再回首。想必一定还是很快乐，很美好的回忆。

呉 湖帆影的日记



我们一辈子朋友啊！！

2008.04.01

离开大阪已经一个星期了。 带着身体的疲惫，开心过后的失落。 最近，学校里一个一直照顾我，和我很要好的老师突然要转到别的学校去，从大阪回来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很难
过，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我们做了传说中的提拉米苏，好吃的不得了，但总有一点苦涩的味道。老师走的那一天，神话般的电车站奇遇，那场面真是激动得不得了。 还有一个人很
好的同班同学也跑掉了，跑到别的学校去了。 看着大家的日记，评论很多的都是我们的中间研修活动。 突然想起了最好的朋友对我说过的一句话。 “我们一辈子朋友啊。” 很早
就想对大家说了。 我们，37个人。 我们，还有4个月时间的同班同学。 我们，已经分开的和即将分开的老师和朋友。 我们，一只照顾我的homestay的家庭。 不管距离有多少远，
心还是连在一起的，因为 我们，一辈子朋友啊。

呉 湖帆影的日记



樱花

2008.04.07

樱花开了又要谢了。 但是留下了很美的瞬间。

呉 湖帆影的日记



新学期

2008.04.12

新学期了啊。 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居然变成高3学生了。 我在广岛县福山市的英数学馆读书啊。这是一个很美丽的高中。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 4月8日我们开学典
礼。那天樱花很努力地绽放着。一开始，老师换得不成样子，也走掉很多老师。几乎没有几个是认识的。坐在教室里都感觉不像是自己的班级了。 不过，现在好了啊，我总算习惯
过来了。总算明白过来了。现在学校很开心的啊，老师很好同学很好大家都好，因为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学校，你们一定要来参观的啊。

呉 湖帆影的日记



突然发现很长时间没写日记了。

2008.05.10

如题。。。。。 在这里和可爱的大家问个好。。。 下次见。

呉 湖帆影的日记



现在为全国人民为四川大地震遇难者的默哀时间

2008.05.19

为了悼念因为地震而遗失梦想的人们。 5月19日-5月21日 这3天为默哀时间。 最近一直在看有关四川大地震的报道，感觉很心痛，一场从天而降的灾难，很多很多人都失去了家
庭，高考的前一个月，很多很多五彩缤纷的梦想，都被完完整整地埋葬在废墟里面。但是，同时，我们看见了很多很多援助的手，比起一些国家台风来了政府管都不管，就让受难的
人活活饿死，我更加觉得生在自己的祖国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 另外希望那些还在困难中的人，不要丧失希望，一定要坚持一下，中国13亿的人都在帮助你们，一直相信，只要
大家在一起，再苦再苦的事情，也会变得很温暖。所以，加油把！

呉 湖帆影的日记



玫瑰节

2008.05.22

上个星期双休日是我们福山市一年一度的玫瑰节。 玫瑰节在玫瑰公园和绿町公园里主办，我先在和玫瑰有关的礼品店乱逛，突然看见一个很好看的玫瑰胸针，很想买。但是店里的
人告诉我这个可以自己做，于是我就试着自己做了一下。其实做法很简单，只要把花都粘在底板上就可以了，但是花的挑选却出乎意料的难，最后，在店里的人好心的帮助下，我花
了一个小时终于做出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像徽章一样的胸针。 然后我又去了用纸折玫瑰的地方。纸还可以作出玫瑰，很不敢相信。教我的正好是一个附近学校的高二学生。虽然做法
很困难，但他还是很仔细的一步一步的教我，不过由于我智商不是很高啊，所以最后的8分之1没有记住。虽然有点遗憾，不过我至少会了8分之7。

呉 湖帆影的日记



钓鱼岛（豊島）之旅（一）ロータリークラブ的聚会

2008.05.25

今天和家里人一起去了钓鱼岛。 因为这次活动是爸爸的俱乐部主办的，所以认识了很多和爸爸一个俱乐部（ロータリークラブ）的朋友。 　　早上8点50分左右，我们来到了乘船
的地方，第一次乘游艇啊，（以前都乘观光油轮，速度很慢的那种）感觉很舒服的。 然后船开了1个半小时，看起来很漫长，但是爸爸俱乐部的朋友都很会聊天，所以在不知不觉中
我们就到达了目的地。 休息了1个小时之后，走了2分钟的山路，我们来到了豊島得小酒店。令我吃惊的是居然开始了俱乐部的议会，会长发言之后，大家一起干杯。不知道为什
么，就是觉得这个场面有种心灵震撼的感觉。 吃完饭后，我们开始自由活动，3点半左右，又坐船前往回家的路。这次我坐在了船头，从未有过的体验，，海风凉凉的，两岸青山绿
水，风景很好。最后，俱乐部的朋友还说，在我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去他们俱乐部，他们会给我开一个欢送派对，我听了很开心很开心的啊，很开心可是认识这么亲切的新朋友们。
你们，我不会忘记。

呉 湖帆影的日记



钓鱼岛（豊島）之旅（二）第一次钓鱼

2008.05.25

今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钓鱼。首先，在船上的时候，我们的船靠近了另外一条船，那条船是专门用网抓鱼的船，我就看见很大很大的网抓到了很多很多条鱼，最关键的是，这全部都
是我们的午饭和礼物！之后还进行了鲷和其他剩下的鱼的拍卖会，非常好玩。 自由活动的时候，和爸爸还有姐姐一起去钓鱼。由于爸爸是和姐姐都是钓鱼高手，所以教了我很方便
的钓鱼方法，怎样调节鱼竿，怎么挂诱饵，大概过了50分钟，我就钓到了我这一生中第一条鱼。我很激动的，多亏了爸爸和姐姐的福。 晚上，爸爸特地带我们去日本料理店把今天
钓到的鱼和得到的鱼一起让厨师加工。果然吃自己钓的鱼味道就是不一样。鲜美无比，还吃到了鲷的生鱼片，果然是名不虚传。 朋友们，下次，我们再去钓鱼阿！！

呉 湖帆影的日记



一个很巧合的电话

2008.05.30

昨天学校里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我的手机被over掉了，所以考虑再三，还是想打电话给国际交流基金的老师问问看要怎么办好。电话那头是一个很熟悉的声音，是富坚老师。 然
后聊着聊着，老师突然说今天是他在国际交流基金工作的最后一天了。我一开始以为老师在开玩笑，没想到居然是真的。我突然觉得我打电话的时机实在是奇妙，但是总感觉富坚老
师不在了总归好像少了一个支持我们的人。我知道听到这个消息某某同学要哭的，但是，你不要难过啊，老师说还会来网站和我们一起交流的，东京的时候他也回来的。老师说很遗
憾没有时间一个一个通知我们，好像马上就要全球旅行，在这里祝老师旅途愉快，并且期待着下一次的见面。 另外对话中听说小岛老师生病了，老师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啊，身体好
了来广岛啊，我们去钓鱼啊，明天我们有烧烤晚会，老师你来就完美了。我已经背好地图了，背得很辛苦的，游戏中心 卡拉ok 保龄球馆 棒球俱乐部我都认识了啊 所以老师你一定
要来看我的。

呉 湖帆影的日记



我现在在报名日本语能力考试

2008.06.10

我现在在报名一级阿 因为报名的人太多了 我报的很辛苦的阿 我每年都要等很多个小时才报好啊 大家现在都在报名吗？是不是和我一样的情况啊？ 好像日本语能力测试是国际交流
基金主办的啊，老师你直接给我证书好不好啊

呉 湖帆影的日记



军旗大战

2008.06.23

好像很长时间没写日记了不好意思啊，我今天要在全校演讲所以一直在准备，我很紧张的啊，大家帮我加油啊。 好了，下面说军旗 因为最近我们班级同学在教我下将棋，所以我就
叫爸爸帮我把军旗寄过来。于是，我就和同学开始下军旗。 因为我以前有蛮厉害的军旗同学教过我，所以我到现在还是全胜纪录，小小的激动一下。 照片请大家慢慢欣赏

呉 湖帆影的日记



完了阿，这样下去我要出名了啊。

2008.07.04

6月23号是一个很激动的日子啊。 我发现我的名字居然出现在报纸上了。 事情是这样的，22号的时候我和同学一起去举行四川大地震捐款。虽然有点晚，但还是募捐到了很多。然
后就有记者来采访我，我本来以为是采访玩玩的，没想到真的登在报纸上了。而且还2份。一份是日本的读卖新闻。一份也是日本的，但是名字叫中国新闻。（中国地区的新闻） 紧
接着，23号的全校集会上我演讲了20分钟，关于我对日本的印象和心连心活动。大家都在听。很开心的啊。 然后这个星期三，又有杂志的主编来采访我。采访我一年的生活。采访
了我40多分钟，我第一次接受这种采访所以很激动的阿。 最近开心的事情一件接一件，真怕这样下去不知道要带着怎样的一种心情离开这里。虽然现在电话和网络还是很普及的，
但是总是和天天在一起感觉有点不一样。哎。

呉 湖帆影的日记



我和homestay的小姐姐一起穿和服的样子

2008.07.15

7月9号 我们2个一起去了夜市。 由于我一手拿着薯条 一手拿着香肠，所以在夜市拍不了照片。将就一下了。拿照片做做留念了

呉 湖帆影的日记



美国人学生欢迎会

2008.07.15

7月11号我们学校有美国的学生来参观做客。为他们举办了一个欢迎会。 在欢迎会上有很多我认识的人，好久不见的茶道老师也看了，开心。还有一些人知道我是中国人，很沉重地
和我道歉，说我们国家以前做了不好的事情，请原谅。我很感动。对她摇摇头，请不要介意。 然后老师又要我演讲。由于我是临时被通知的，所以我只好放弃去挑食物的时间，在
餐桌上准备我的演讲。可是接待homestay的小姐姐一直去拿东西给我吃。还有学校的老师也是。真得很喜欢他们的。 然后终于到了我演讲的时候了。很意外的是我没有以前那么紧
张了。虽然声音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地颤抖。正如被老师要求的一样，我先用英语，然后再用日语做了演讲，就在我刚要想结束演讲想退场的时候，老师突然叫我再用中文演讲一遍。
没办法，我只好看着英语的稿子，把他翻译成中文。可我惊奇地发现我的中文水平下降了，有些单词不知道怎么翻，有些句子听起来很奇怪。- -` 在我结束演讲的时候，我听到了很
多掌声敲击着心灵。 这是我第一次在外国人面前用3国语言做的演讲。如果说我从前理解的只是日本人，而在那天我理解了国际。 之后有一个美国老师，说我演讲得很棒，一定要
去和她的学生交流交流，介绍一下中国。听了之后，很开心，不知道为什么，是一种感觉。说不清楚的震撼。 虽然欢迎会在短短的150分钟之内结束了。但是却给我带来了很多。我
们每一分每一秒的努力，可能就在下一秒变成我们的骄傲。

呉 湖帆影的日记



终于到了这一天

2008.07.18

明天就是去学校的最后一天。虽然22号是终业式，但我想我应该没有胆子去，害怕看见那离别惆怅的气氛。 一直到昨天为止我都还没有做好回国的准备，但是突然生物老师和我说
星期五和星期六要回九州，所以昨天就是见老师的最后一天了，虽然老师走了，但是他还是托同学把他最心爱的机器人留给了我，我很感动很开心，但是我知道那是老师比生命的东
西，所以没有拿。然后我就突然发现这一天越来越近了。 今天早上，我们学校中学部为我举行了欢送会。老师全程为我们录像。欢迎会的时候仿佛还在眼前，一样的人，一样的笑
脸，但确是不一样的心情。突然发现他们对我太好太好了，好到我很感动却不知道怎么表达了。 下午，是我学校的小学部一起度过的。和小学生们一起剪纸，下飞行棋，介绍北京
奥运会，教他们中国话。他们最后一起拥抱了我，我们围了一个很大的圆圈抱在一起，他们的班主任是一个美国老师给我们拍下了这永恒的一刻。有的小学生还送我番茄当作纪念。
这或许会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番茄，我相信。 虽然我一直提醒自己，我要回家了，但是到现在我还以为我下个星期再下个星期都会去学校，都会见到他们亲切的笑脸。然后我们
一起打乒乓球一起下军旗一起在体育课上乱闹一起上黑板做题目一起去唱卡拉ok，烤肉派对还有很多很多。 为了不让自己哭，不让自己难过，我告诉自己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时间
又重新翻开了记忆 微笑夹杂着层叠的思念 亲爱的你们千万别哭泣 因为心永远地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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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学校所有的老师，谢谢你们给我的爱

2008.07.21

2008年7月19号，是我去学校的最后一天。早上要去职员室和老师寒暄。但是当我刚想说承蒙你们很多照顾的时候，鼻子一下子就酸了。所以哽咽着把话说完了。飞奔着冲出了职员
室。 因为20号有班级的聚会。然后就和很多老师告别了，一个一个告别。 我很喜欢学校里的所有老师。他们说，一年真的很快。居然真的就到这一天了。因为我是学校里的第一个
中国来的留学生，所以老师在我来的时候一直都很担心我，怕我在学校里被欺负，然后经不住打击事先回国了怎么办。但是，他们又对我说，你带着你的微笑地坚持到了最后，我们
感到很开心。但是看到老师依旧慈祥的笑脸和亲切的声音，我一下子就哭出来了。这该死的，你不要流出来啊我还有很多话要和老师说的，你别妨碍我啊。 然后和很多老师合影，
看到了很多老师很可爱的一面，大家都尽力摆出了最帅气最漂亮的pose，给我的相机和回忆增添了很多色彩。在职员室里小学校里校长室里一个一个说再见，老师说你一定要来日
本的大学，要完成你未来的目标。只要想起他们和蔼的笑脸，就有说不出的感动。 老师，真的很谢谢你们，我知道我是有一点任性的，可我任性的时候我却不知道，在不经意间可
能给你们添了很多很多麻烦。 我考试考得好的时候，你们马上就会表扬我。 我好像从来没有被老师骂过，就算我上地理课好像不怎么听过，老师也是很包容我。我要募金地理老师
也是很支持我，一直笑着对待我，被杂志社采访的时候老师也是一直鼓励我支持我肯定我。 有一次，我和好朋友闹不开心。老师好像召开了全体会议讨论我们的事情。 还有很多很
多。 你们总是那样，那样温柔，不管我做什么，你们总是很维护我，很理解我。尽可能不让我孤单，尽可能满足我的要求。即使是再严厉的老师，也用最慈祥的态度对待我。 真的
是想一直微笑地走到最后的，前天还写不要哭的，昨天就在教员室泪流满面，要走了还擦油了老师的餐巾纸。哪怕是昨天晚上用笔写的今天用键盘写的日记，也是包涵了从生下来为
止所有的眼泪。 几乎所有教过我的老师都为了留言了。你们给我的的寄语，给我的关心，给我的温柔，我会永远记在心里。 那本本子，一定会放在我内心最重要的地方。那是你们
给我最珍贵的爱。 谢谢你们，我亲爱亲爱的老师们。 校长先生，最后郑重地感谢你，一年，承蒙您和您的学校的照顾了。 在这里所有所有的一切，我不会忘记。

呉 湖帆影的日记



要开学了

2008.08.31

要开学了。我觉得好辛苦。 开学的前一天我居然感冒。好讨厌阿。 我们一天要上9节课。还有早自习。果然好辛苦。 有点怀念日本的学校。蛮开心蛮轻松。 明天要有模拟考试。高
一的东西不知道我还记得不记得。凑合下吧。生病了也没办法复习呀。 - - 最近去听了一个留学演讲会。 高二一定要好好读好数学理科和英语。 我一定要考进日本的大学，某某同
学，不要忘记我们的约定呀。 大家，手拉手一起加油吧

呉 湖帆影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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