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来乍到——朋友

2007.09.05

今天是我来到日本的第二天了。真得很高兴能来到这里。虽然和其他团员之生活了2天，但我们的交情已经很深，大家都十分热情，各有各的特色。8号那天就是分别的日子，真得
很舍不得啊！希望大家都过得开心！ 祝福大家！

夏 静的日记



球技大会

2007.09.21

　刚来到东叶高中，最初参加的活动是球技大会。 　在这与上海学校的感觉完全不同。在球技大会上，大家团结一体，非常努力。打篮球的朋友挥汗如雨，打排球的朋友一直练习
着，打垒球的朋友在太阳下不断拼搏。我看到这些，十分感动。那是青春的力量。球技大会的成绩也很喜人。垒球第2。这是2年4组所有成员努力的结果。 　我这高兴来到这里。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 静的日记



神保家的印象

2007.09.25

　我觉得神保家与普通的人家不同。怎么呢？首先，神保家有11个人。其中有4只狗和2只猫。不可思议吧。我第一次知道时，大吃了一惊。第二，神保妈妈是个特有趣的人。「没-
关系」，知道吗？这是现在最流行的话。是妈妈告诉我的。 　我每天快乐地生活着。感觉真得很好。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 静的日记



最初的文化节，最后的文化节

2007.10.01

　9月29日在东叶高中举行了筱悬木文化节。 　对我来说，这是最初的文化节，也是最后的文化节。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回忆。 　我们班(2-4)的题目是「投火」。有悠悠，投
环和射击等。我是投环。大家都竭尽全力制作工具，拼命努力着。我在中国没有看过，有点感动。 　文化节真的很快乐。我非常喜欢。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 静的日记



婚礼

2007.10.10

　10月8日，我与神保一家一起参加了堂姐的婚礼。 　婚礼在东京举行，所以我们全家早上4点就起来了。婚礼从10点开始。家里所有人都穿戴整齐，女性穿礼服，男性穿套装，非
常认真。真是很有日本的感觉（认真）. 与上海的婚礼不同，日本的婚礼上有家庭成员的介绍。果然是家族观念很强的国家。然后，新郎和新娘在牧师面前发誓，与欧美的婚礼一
样。最后，在宾馆进餐。 　第一次看到日本的婚礼，我稍微有点吃惊。因为它与上海的很不一样。从婚礼上能感到日本的文化。我觉得很快乐。 　神保一家，谢谢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 静的日记



东京大学公开讲座

2007.10.20

　10月13日，我参加了第4天的东京大学公开讲座。 　因为是第一次，那之前，我一直担心讲座太难。但参加后，我觉得这个讲座真是很好。 　第4天的内容是「力量的统一」，
「核力100年」。虽然对中国人来说，有很多不明白的东西，但老师很有趣，非常容易懂。在讲座中我学到了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觉得非常有意义。并且，对物理的兴趣也有所
增加。我想真是很难得的事。 　10月13日，真的很快乐。我想对东京大学公开讲座说「谢谢」。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 静的日记



海！

2007.10.31

　 上周日，我和家人一起去了海边。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在海里玩。水稍微有点凉,不过感觉很好。脚踩着沙滩，看着漂亮的海水，有点像看过的电视剧中的场景。与狗一起跑也很
快乐。 　 回来的时候，我还看到了富士山。lucky！富士山在阴天看不太清,不过，那样才显得格外美丽。 　 美好的一天！ 上星期的考试结束了。数2是95分，数b86分，物理42
分，英语78分，日本史22分，现代文是30分。 　日本史和现代文...... 　但是我真的努力了。没有什么遗憾的。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 静的日记



生日的温泉

2007.11.04

　11月3日，为了庆祝我的生日，全家人一起去了山梨县大月市的叫做「桥仓矿泉」的温泉。真是非常快乐。 　这个温泉在山里面。以前只是在电视看过,自己还是第一次去。去之
前，我就非常期待。当然那里非常漂亮。因为是秋天，红叶和绿色参杂在一起，并且，空气也很好。 　温泉分为浴室和露天温泉。露天温泉的时间是从8:00-8:40。本来想看星星，
但由于阴天看不到。稍微有点遗憾。但是，露天温泉令人心情非常舒畅，好得没话说。 　温泉的饭菜也非常好!!!摆得满满地，味道和香味儿都很好。山中的饭菜真好吃。并且，对
身体也好。我觉得是非常可口的饭菜。 　神保一家，谢谢！ 　我，17岁的生日非常快乐。我觉得是最特别的生日。 　17岁，很完美!!! 　我想今后，在日本也会留下很多美好的回
忆。 ps:同学们，谢谢你们的邮件！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 静的日记



我的作文在杂志上发表了

2007.11.14

知道「中文日报」杂志么？ 　 第12期杂志上发表了我写的作文。只是100字左右，特别短，但我非常高兴。作文的旁边有我的照片。读了自己的作文好几遍了，大概都能背诵了。
真是一件很难得的事。 　今后我要继续努力。大家也要一起努力呀！

夏 静的日记



圣诞礼物

2007.12.14

前些日子收到了邮件包裹，看着包裹上除了写有神保家族的名字外，还有我的名字时，我不禁纳闷，到底是谁呢？在日本有没有亲朋好友。 打开包裹一看，装满了各种漂亮可爱的
圣诞礼物。其中，还有一封信。原来是在婚礼上认识的神保家的亲戚呀！他们还惦记着我，真是让我还意外了。看着和家里两个姐姐一样的圣诞礼物，心里甜甜的，我已经融入了这
个日本家庭，已经是家里的一员了！想到这，突然又流泪的冲动。 真得很荣幸自己来到这里，今后我会更加努力的！

夏 静的日记



年糕大会

2007.12.20

　最近，我参加了在饭山满公园举行的年糕大会。 　因为所谓的“年糕大会”在中国是没有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只在日本的历史剧中看过。 　我认为年糕大会真的很
有趣。附近的居民大家一起准备，还邀请了邻居。通过这个大会人际关系变得更好了。我想这是年糕大会最有魅力的地方。很多附近居民都和我搭话。大家都非常和善。并且，年糕
大会上有很多食物。不仅仅是年糕，还有烤鱼，BBQ和香肠。大家边吃边聊，悠闲地度过了大会时间。 　我也打了年糕，我想这是很快乐的体验。非常喜欢年糕大会！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 静的日记



新年大餐

2008.01.01

　12月30日,我和寄宿家庭一起去了市场。人真是太多了，我想比迪斯尼乐园还要多。大家开始在这样的市场买东西，购物的目标是既便宜又好的东西。妈妈好厉害，很快就和做买
卖的人熟了起来,买了很多中意的东西。 　然后，我们在市场吃了中饭。吃的是好久没吃过的中华料理和面条(尽管是日本式的),我非常满足。 　新年的菜肴非常的漂亮和好吃。谢谢!
新年快乐！今年也请多多关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 静的日记



浅草的新年参拜

2008.01.15

　1月4日,我与家人一起去浅草进行了新年的首次参拜。 　人非常多，我觉得大概比disney都多。我抽了签,是「大吉」！我特高兴，大概今年也能平安地度过了。真好。 　浅草有
很多好吃的。我吃了人形饼，糖稀，烤章鱼等。真的非常满足。 　在新年参拜是日本的习俗,能体会到传统的东西，我很幸福。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 静的日记



节分

2008.02.09

　2月3日是节分，一个像庆祝活动的日子,大家怎么过的？ 　我很快乐。 　与家人一起播豆还做了惠方卷。白天,面向东南[今年的吉方]祈愿，吃了自己作的寿司卷。吃的时候,不能说
话,有些难过。那么好吃...... 　播豆也很有趣。用很大的声音喊「鬼外,福内」,扔豆子。然后,吃与自己年龄数一样多的豆。 　我想中国也有节分。能感到不同的文化,我感到有趣又幸
福。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 静的日记



冲绳的修学旅行

2008.02.16

　2月12日到15日,我与同学们一起去了冲绳修学旅行。非常愉快! 　我们去了姬百合，伊江岛，美丽海水族馆和国际大道等地。当然也吃了很多campur,菠萝和金楚糕等冲绳的特
产。冲绳有很多修学旅行生，也有一样从千叶县来的学生。有点想念。 　到底是冲绳,海又大又蓝。看到这的海,非常感动,烦恼什么的好象都没有了。我真是太喜欢海了！ 　情人节
在修学旅行中度过。我第一次做了手制巧克力给朋友们。大家都说好吃,高兴。 　时间太短了。虽然还想在冲绳呆一段时间。可是这4天的快乐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冲绳,再见！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 静的日记



前辈的毕业式

2008.03.01

　今天(3月1日)，我参加了homestay家的姐姐的毕业典礼。 　我第一次参加了日本式的毕业典礼。毕业生，在校生，监护人，老师都聚集在体育馆，唱校歌，听校长和理事长的
话，颁发毕业奖，我觉得既传统又精彩。最后，在コブクロ 的「蕾」这首曲子中，毕业生们拍着手退席了。在非常令人感动的气氛中，我的眼泪出来了。 　冴花前辈从最初开始一
直照顾着我。多亏了她，我与3年级的前辈很快就搞好了关系。我觉得能遇到她，真是太好了。现在她毕业了，我真是有点寂寞。不过，想衷心地说一句恭喜毕业。 　我想与成为大
学生的冴花一起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 静的日记



致大家

2008.03.26

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好快，一转眼，大家一起聚在了大阪，但一转眼，大家又都从大阪离开了...... 首先，我要和7点20出发的朋友们说抱歉，都没有去送送你们，连保重都没说，对不
起......然后，我要谢谢你们！！！因为你们，让我度过了最美妙的5天，想到和你们一起在卡拉ok唱歌，打牌的情景，现在都要哭出来了，但这是幸福的泪！最后，我嘱咐大家，各
自能很好的生活学习，享受在日本的剩下的4个月。 大家一起加油！！！我会想你们的！！！

夏 静的日记



重逢的喜悦

2008.04.01

3月29至31日，我又见到了亲爱的中国朋友，虽然只有一个人，但还是超级超级开心的！埼玉的李佩到我家住宿了2天3夜。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更何况是在异国他乡...... 这几
天，我们出去玩了很多，体验了各种。水族馆，摩天轮，大头贴，卡拉ok......现在又浮现起来了。 其实，能在一起就已经很满足了，就是看着对方傻笑，也是好幸福好幸福的。希望
大家也能和我一样，早日见到朋友们，到家相聚一起！ 可以的话，邀请相离近的伙伴去你家做客吧，或者你也可以起被人家转转。尝试和不同的日本家庭接触，也是很宝贵的经
验！！！

夏 静的日记



日本舞蹈

2008.04.13

　12日，我去了国立剧场看日本舞蹈。是第一次，去之前稍微有些紧张。 　演出预定从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半,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不过，最初觉得无聊。开场是3个男人的四季三叶
草。由于不知道意思，老实说有点发困。但是，舞蹈渐渐有趣了。 　美人服装，漂亮的背景，认真的表演，让我深深地感动了。只是感到“美”。不仅是跳的人，一旁唱的，弹的
都在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看了日本舞蹈觉得很好。感受到了日本的文化，谢谢。 　很高兴。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 静的日记



部活发表会

2008.04.18

17号是我校的新生欢迎会。1年级的孩子们也在新环境里度过了2周，为了更好的在学校生活，特意准备了这次欢迎会。其中，又一项是部活发表。 身为篮球部的前辈,虽然打得不太
好，但还是很想为后辈们做点贡献的，所以我们篮球部的表演就是--和篮球共舞！挑战呀......上场时真的很紧张，要是有个什么万一的话......但出乎意料的事，到了舞台上表演的异常
出色！简直就是完美！有机会的话，表演给大家看！ 穿上对服，在《low》的音乐下，和篮球一起舞动着，感觉超级棒！！！而且特别帅！！！同学们也给了我最大的掌声。突然间
有一种感动，说不出，却久久留在心中。 篮球部每天训练，虽然很辛苦，但是能和大家一起努力的感觉胜过一切。而且，现在有了可爱的后辈的加入，部活变得更有趣！ 加
油！！！

夏 静的日记



奥赛罗，加油!!

2008.04.24

　在我生活的城市里，有很多野猫。奥赛罗是其中的一只。 　野猫，本是有些怕人，但奥赛罗时常来我家讨顿饭吃。所以就算是交情不错吧。其实我有一个小秘密，那就是捉住奥
赛罗，到动物医院做手术把它的卵巣做掉。因为如果不这样，野猫就会越来越多的繁殖。 　终于奥赛罗被我的诱饵所欺骗，它被捉到了。听到奥赛罗叫的声音，心里真不是滋味。
我这样做是不是真的正确，一瞬之间自己也搞不明白了。奥赛罗说不定再也不来了,说不定再也不相信人类了,可我仍希望奥赛罗努力。 　奥赛罗，加油!!!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 静的日记



致在天堂的祖母

2008.05.03

致在天堂的祖母 祖母,您好吗?!吃得好吗？还看得见我吗？ 　祖母的去世真是太令人感到意外了。实在无法相信。也不愿意相信。现在，脑海里又浮现出祖母的许多回忆。握着我的
手的祖母，做着菜的祖母，对着我笑的祖母······ 很是悲伤，但是这都可以忍受。因为我是祖母的孙女。 祖母也一定在看护着我吧。 人生真是变化多样啊。所以，我要坚强地成长。
我要微笑着怀念祖母,为了祖母努力。不管在哪里······ 和您约定了啊! 祖母，再会了。您走好! 孙女 夏静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 静的日记



东叶，最棒！不哭！

2008.05.05

　今天举行了春季女子篮球比赛。 第一场是和学馆船桥比得，我们赢了。看到大家努力的身姿，即使自己不能出场，还是由衷地感到高兴。 第二场比赛的对手是船桥北。船桥北的
体力很强，速度投篮都很快，所以我们输了。但我们不哭！因为只要我们和我们的队伍在一起，没什么值得害怕的。诸位，我们虽然和对方的水平有差距，但是我们直到最后一秒都
没有放弃，我们一直都保持笑容，这些不都值得尊敬吗？成为这个队伍的一员真好！！我很自豪！所以，也请大家不要哭，永远保持笑容！ 东叶，最棒！！！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 静的日记



支援四川省大地震

2008.05.13

昨天四川省发生了6.5级大地震，听说死伤很多人，不知道大家的家属都好不好？！ 希望大家都能平安无事！政府也能赶快支援四川省，救出更多人！！！

夏 静的日记



体育节

2008.05.13

　5月12日，东叶高中召开了体育节。 　只是对于我来说稍稍感觉悲哀的是，这是我在这里的最后参加的活动了。即使是这种心情，今天也过得好精彩。 我参加了班级对抗接力、
四人五腿、跳长绳、障碍跑等比赛。因为没有什么练习的时间，一开始有些担心，等真正上场的时候大家都很集中精力很努力。 我们班的合计总分获得了冠军!!!是2届连续优胜!!! 　
这是班里同学们努力的结果，对我来说是最棒的体育节。不管跑得快还是跑得慢，看到大家拼命努力的样子，我真的很感动。我们努力了，所以从心里感到高兴。作为班级里的一员
我好幸福。多谢大家！大家辛苦了！ 交流中心的老师们还有ANIKI公司的工作人员（摄像）也来了，谢谢。 我觉得体育节绝对会成为我一生中的美好回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 静的日记



终于寄出去了~~

2008.05.29

作为中国人，看到四川发生如此大的事，总想做点事么，所以，发动全校举办了物资捐赠的活动。看到收集到的好几大包学习用品，心里真得很感动很感动。虽然都是些小东西，但
是也很希望能帮助到灾民，哪怕只有一个也好......因为这份心意，是无价之宝！ 捐赠比想象的要复杂很多。与大使馆，红十字会，经过3天的联系，终于打包好的两个箱子寄出去
了！！！希望能快点帮助到大家！！！ 加油阿

夏 静的日记



・・・・・・

2008.06.12

我真是无话可说。那是什么日语能力考试呀？！报名太难了。这两天一直在努力却......可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考试我才会来到日本，所以还不能生气。虽然觉得有点倒霉，但我不会
放弃（这星期） 大家都报上名了吗？！加油！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 静的日记



歌舞剧狮子王

2008.06.14

今天是我们学校的艺术鉴赏会日，特的去了东京四季剧团--春，看歌舞剧狮子王。 非常怀念这部迪士尼的动画片，辛巴这仍然记得。 但是，歌舞剧可是第一次！非常的震撼，恰到
好处的音乐，绚丽的灯光，精彩的舞蹈，以及嘹亮的歌声，把整部狮子王演绎得打动人心！很感动，很亲切。 之后去了新桥站。不愧是东京，炒几番话，还看到了朝日电视台，可
惜没见到艺人啊...... 很开心的一天，也很充足的一天！又是我的宝物之一了！！！

夏 静的日记



谢谢

2008.06.27

昨天，LHR的时候班里的同学们跟我说要举行送别会。不知道很快就到要走的时候了。 今年的“文化节”我无法参加，考试以后同学们要为我做一次安排了。 真高兴极了，不过也
很寂寞。不想离开大家了…… 同学们，真的，真的谢谢你们。你们为我做很多事。我爱你们！！！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 静的日记



不可能吧！碰见了中国的老师

2008.07.08

没想到，星期天居然碰见了中国的老师！！！完全是偶然的，真让我大吃一惊。我想这个世界真小啊。 那位老师可能我的印象不深，我还是觉得很开心呢。

夏 静的日记



惊喜

2008.07.14

昨天是和寄宿家庭的姐姐外出吃饭的日子，到了会场才发现，不直姐姐一个人，还有好多好多的前辈在场！！！原来，这是大家为祝福我而办的惊喜。 和前辈们好久不见了，看到
他们真的是太高兴了。以前在学校就收了许多照顾，现在还为我办派对，有这样的前贲门是我的荣幸！！我们一起吃烤肉，还受到很多礼物。其中在喜欢的是大家给我的留言。｢静
ちゃん､一年間お疲れさまでした！ありがとう」每句话，都感到了大家的爱，因该是我要说谢谢才队。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们的！！！因为是你们，让我拥有了则么多的宝贵的
回忆，我爱你们！！！

夏 静的日记



篮球部的欢送会

2008.07.18

　今天,篮球部的下班生给我办了欢送会。 吃烤肉呀,唱卡拉ＯＫ呀,拍大头贴呀,大家都用心计划举办,好热闹,好开心。大家给我很多message。「静先辈,非常喜欢!」「永生不会忘记
你!」等的致辞使我感动得差点儿哭起来。 篮球部的练习好累,可是因为我喜欢我们的校队,希望能够一直跟大家一起活动。 我也非常喜欢大家!!! 真的,谢谢你们。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 静的日记



告别晚会

2008.07.21

　昨天，神保先生特意为我举办了烤肉和焰火晚会。来了很多附近的人，真的很开心。 　干杯之后，有好多好吃的菜。 　饭后是焰火大会。手拿着各种各样的焰火，好漂亮。有些
怀念。和小朋友们玩了捉迷藏。尽情地跑着。很开心。 　真的非常谢谢大家。 　多谢你们的关照。 　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些的。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 静的日记



大家还好吗

2008.07.29

也回家一阵子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睡饱啊?!很想大家,有空的话,多上网聊聊. 一起努力吧!!!

夏 静的日记



北京奥运

2008.08.08

今天是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真的好开心好开啊！我想今天也是举国人们盼了好久的日子吧。我要祝福北京，祝福中国。也希望奥运会能圆满成功！为全世界奉献一场高质量的体
育大餐。 加油！！！

夏 静的日记



心情日记

2008.08.08

不知不觉已经回归有一段时间了 见到了久违的父母 朋友的重逢 我开心过 但是 时间久了渐渐发现 1年的时间真的可以改变一些 在这一年好像发生了许多 同学口中的那些名字我一个
也不明白 是我落伍了吧 心里会有一种浅浅的不安 昨天与一个朋友联系 他竟然不认识我了 好受打击啊 也被其他朋友说自己变了 是好还是坏呢 在日本会想念汉语 而在这里又时常想
念日语 想得更多的是在那里遇到的朋友们和发生过的高兴或不开心的事 时间真的很可怕 真的会改变那么多吗 如果是 我开始怀疑当初离开的那份坚信了 但是 我不会后悔 我相信朋
友、37个人、神保一家、东叶的同学 就让我稍微耍耍小脾气吧 因为人一直是矛盾的呀

夏 静的日记



开学了

2008.09.06

　 已经开学了。大家还好吗?! 开学到现在，已经过了1周。我从2年级开始学习。我想对新班级适应需要时间。班里的同学都很和善，所以我已经没问题了。而且，林同学和吴同学
也与我同班。 　 从星期一到星期三进行了考试。结果让我相当受打击。可是，应该不要紧吧？现在开始努力就可以了。学习就是这么回事儿吧。因为有失败才能成功。我也一直能
听到来自日本的声援。 　 来自中国的第三届的留学生已经到了日本吧。我觉得这一年会是很有意义的一年，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留下遗憾，多多体验，留下美好的回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 静的日记



教师节

2008.09.09

明天就是教师节了，提前祝所有老师们节日快乐！ 借这个机会，我也想感谢交流基金的所有老师们，因为你们，令我度过了最难忘的一年，感谢你们！！！ 老师辛苦了！！！

夏 静的日记



老外

2008.09.20

昨天回家时，我和00被几个老外问路，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好笑。 事情是这样的，他们一开始是在问别人的。大概看到我们两个学生，就跑过来问我们了。他问的是“溜冰场在
哪？”我听懂了这句话，但什么单词也憋不出；而00说了句what，却没听懂溜冰场的意思……一时间，我们只能用肢体语言了。幸好那几个老外听懂了，不然我准得累死。最后，老
外向我们道谢，我却仍然愣在哪里，连回答thank you的单词我都记不得了，脑子里蹦出来的永远是日语单词。 真是太羞愧了，若在平时，不可能连这么简单的对话也不会的，但
是……看来学那么多，最重要的还是会活灵活用。

夏 静的日记



共立杯

2008.10.25

10月19日是参加共立杯的日子 从早晨起就遇见了久违的上外的同学（曾经一起赴日留学） 感觉今天是不错的开始 果然，经历上午的笔试 由于题目是许多有关日本过去一年的各种
事 我做得异常轻松 能通过上午的笔试也算意料中的事 但是，一到演讲时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变得那么紧张 明明我在很后面出场 明明练习过了许多次 这就是所谓的“资格伐老”吧
最终获得了一万日元的奖金 林琳则取得免费赴日的机会 他确实发挥得很出色 恭喜他 其实获得钱比较实际 但是，我想再去一次 我想看看我的同学，老师，及寄宿家庭 他们给与我得
实在太多了 我爱他们......

夏 静的日记



富樫老师

2008.11.19

昨天见到了久违的富樫老师 九个人（上外5人和甘泉3人）一起吃了火锅，还唱了卡拉OK 富樫老师唱了“忘情水”，真好听 一直玩到23点半 太开心了 一直在笑 老师是骑自行车从
长春到了上海 我觉得非常厉害 我觉得老师似乎拥有一直不可思议的力量 一般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吧 终于明白了 老师的力量是中日交流这个梦想吧 朝着梦想，不论有多辛苦都会承
受的。 我也要这种信念才可以 但是，要找到自己的梦想也不容易啊 总是不愿放弃灼灼生辉的梦 我想与老师的再次相遇和分别都给了我无名的力量 我又有了努力的自信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 静的日记



谢谢

2008.12.14

前几天给寄宿家庭和学校寄去了圣诞礼物 今天收到了日本朋友寄来的圣诞礼物 谢谢大家 很开心 但是有些难过 看着信，流泪了 一年一转眼就过去了，太快了 我不会忘记的 我最喜
欢大家了 全体3年级三班的同学，我喜欢你们 和寄宿家庭也取得联系了 好久不见的姐姐也在 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平时的神保 真的很感谢大家

夏 静的日记



谢谢

2008.12.14

最近向(以)homestay和学校把圣诞礼物移了的 今天，来自日本的朋友的圣诞礼物到达了的诸 位，非常感谢之类畅 销强迫，稍 微也寂寞的了读信，以是 在眼泪也出来了的 一年以后
说的期间快的不 能忘记的d aisukiyo3 年4组的全体人员，da i suki homestay一起联 络拍摄了的隔了好久姐 姐也说了的 没变的平时的神保先 生 说睡与 书谢谢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 静的日记



幸福

2009.02.05

好久没来这里了 不知道大家还好吗 先说一句晚来的新年祝福 新年快乐 大家多数好像在读高三吧 我听说有人已经被大学入取了 也有人准备去留学 恭喜恭喜 读高二的我也会加油的
突然很想念大家 很怀念在日本的时光 大家也一样吧 会不知不觉想起那段时光 感觉好幸福 对，幸福 大家都要幸福 无论身在哪里 我们抬头可以看到同一片天空哦

夏 静的日记



心连心

2009.02.20

今天我收到了来自日中交流中心的相册。看着大家的照片，我又想起了以前的很多回忆。那天，那时，我们在那里。仿佛很久以前的事，又仿佛就在昨天。在那11个月感受到的，
思考的，体验的事，都是我们一生的财富。 我相信，心连心37名工作人员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老师们，谢谢您们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 静的日记



再见山崎老师

2009.07.29

7月28日，回国后第一次与山崎老师碰面 心情无比激动 山崎老师还是那招牌的娃娃脸 胖嘟嘟的 只是架上了一副眼镜 多了一份秀气 和山崎老师边吃边聊 不知道上海的红烧肉、清蒸
鲥鱼、清炒虾仁、熏鱼是否开胃呢 总之气氛很融洽 也聊了很多 从山崎老师那里得知 有些同学已经考上了大学 有去日本的，又去美国的，也有留在中国的 大家都好厉害 一定也很努
力 恭喜恭喜 我也会在接下去的一年里加油的 2010上海市博会不知道大家会来吗？ 很期待与你们的相逢 希望能够在一次见面

夏 静的日记



为生命祈福

2011.03.12

110311对于日本来说可能是个噩梦吧，8.8级地震夺走了太多生命。。。不仅是日本，近期从新西兰到中国云南，再到日本宫崎县，大地震接连发生，无辜的生命一再离我们远去
昨天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了神保妈妈，还好他们一家都没事，只是打碎了一个玻璃杯。但是，还有许多联系不到的朋友们、老师们，你们还好吗？！在自然灾害面前我们如此脆弱，但
爱的力量又如此坚强。我只是希望灾难可以停止，只要活着就好。 为所有经历灾难的生命祈福，生命无国界，大家都要平安啊

夏 静的日记


	813
	948
	965
	1019
	1101
	1176
	1229
	1286
	1362
	1601
	1633
	1708
	1775
	1880
	1927
	1978
	2088
	2111
	2158
	2175
	2203
	2260
	2271
	2312
	2313
	2402
	2463
	2474
	2569
	2660
	2724
	2763
	2785
	2835
	2905
	2906
	3061
	3085
	3210
	3556
	3813
	4041
	4042
	4471
	4533
	5191
	84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