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情的岁月

2007.09.05

哎，我刚才那么激情地打了那么多字，不知道咋的，全没了。。。 总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大娘娘小娘娘大姑父小姑父大爸爸大姨妈姨爹还有4位哥哥，大家不要担心
啦！！ 我会好好的哈，大家也要保重身体哈！！ 目前都是顺顺利利的，周围有很多大方的好朋友，还有很亲切的老师们，活动也多多，每天都挺开心的，也很很充实。 再过几天就
要各奔东西了，大家都加油吧！！ 激情点哦大家//

林 琳的日记



学校生活的第二天

2007.09.19

恩。。。 今天是我的学校生活的第二天 ！！我进的是一年级二班，感觉有点怪怪的哈，因为都是比我小那么一岁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一开始就在想会不会有代沟交不了朋友
哈。。。 果然，我的顾虑是多余的！ 大家都好亲切好热情的，才两天而已我已经交了不少朋友了呢，一年级的二年级的或是三年级的，交换了手机号什么的，刚才还在发短信的
说，我能交到这么多朋友真的要多谢那位中文说的很标准的谢唐泽刚老师！！当然还有很多的耐心教导我的老师们！很抱歉，我还没有记住大家的名字。。。 我还记得当我第一天
上学在大家面前作自我介绍时的情景，当我自我介绍完毕后，那个掌声如雷啊~~~真的有种幸福的陶醉呢~~大家表扬我的日语说的很好，我当然了解自己的水平还很有限，还有很
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大家真诚的赞扬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动力。。。恩。。。我会好好学习日语的。。一定！！ 现在的课程还是存在问题的。。。学校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科
目，但是老师们的语速好快的说，我有点反应不过来，不过没关系，凡事都有个过程的嘛，everything will be ok~~ 还有哦，这里的学校很轻松，没有作业，上了半天课就可以回
家了，因为文化节即将开始了，大家利用下午准备着自己的节目， 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不过没关系，我可以做一个合格的观众，真的好期待日本的学校文化节是什么样子的~~
对了，我们班有5个帮助我的女同学，有一个是从小生活在中国的日本籍女生，所以万一有什么不能和同学沟通的都有她的帮助。她的名字叫星野悦子，在这里也要说声谢谢~~ 这
里常常有人会问我 寂寞吗？？ 当然不啦，交到这么多的朋友怎么还会寂寞呢，身边还有亲切的老师们和homestay的亲人们，真的一点不寂寞~~~很开心，这是真心话。。。 更何
况在日本的各地还有和我并肩作战的中国朋友们啊~~ 夏静，吴湖帆影，张帆，裴东梅~~我好想你们哪~~你们也要加油~~！！

林 琳的日记



文化节

2007.09.21

今天想用日语写。请多关照。 这期间，大家一直做着文化节的准备。我的班级演短剧 最开始我什么都帮不上。有点失望。 但是，今天我为这个剧画了画儿。大家都说「 画得好！
画得好！」。能帮上忙，我很高兴～～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林 琳的日记



文化节顺利结束

2007.10.01

文化节进行了2天，我们班是演话剧———史瑞克。 我演了一个没有台词的天使。。。 演剧很成功，有很多观众，交流中心的老师们也来看我了，好开心！！ 日本学校的文化节实
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是由学生自己完成作品的，吃了一惊呢。。。 印象最深的是鬼屋，太强了说。。。 今天是中国的生日，我和朋友去中华街看了舞狮表演，还吃了久违的中国料
理。。。

林 琳的日记



我的第一个蓝眼睛朋友

2007.11.30

今天是我的澳大利亚朋友最后一天的在校日，他的日语名字叫做安田，是个高个蓝眼睛金头发的标准澳洲男孩，他是留学3个月的短期留学生，今天是最后一次和他说话了，离别的
时候，真的很伤感，有的女孩子都哭了，我觉得很遗憾，遗憾没有和安田留下更多的回忆。。。 至今我还记得和安田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和他说的第一句话是：good morning!和
他第一次去的地方是：横滨中华街；和他第一次吃饭的地方是：麦当劳……我们一起上日语课，我们一起去动物园，去水族馆，我们兴奋地在电车上讨论恐怖电影，我们放学后一起
去拍搞怪的粘纸照，太多太多的回忆，他和我一样是留学生，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外国人，经过互相的鼓励和自身的努力，我们现在都有了各自的朋友。现在的
安田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我真的为他高兴。 留学，让我知道了这世上有一种东西最能够感动人，那就是友谊。 3个月的友谊或许并不长，但我真的很感谢 留学 这样东西，它让
我的体验了太多太多。。。you are my first blue-eye friend!!see you again!!Andle~~

林 琳的日记



圣诞老人！！

2007.12.04

今天放学回家时，遇见了两个圣诞老人！还一起合了照，太幸运了！

林 琳的日记



滑雪归来~~

2007.12.29

3天2夜的Winter　Ｃａｍｐ结束了～～我们学校去了长野，我是第一次看见那么漂亮的雪，真的好开心啊～～ 我选的是滑雪，我想我会溜冰应该滑雪对我不难，可是没想到滑雪这
么难，我３天下来摔了不止４０次了，不过摔的瞬间是一点儿都不痛的，但是第二天早晨肌肉痛得不得了，现在还是很痛……不过真的很开心，交到了新朋友，玩得也很开心～

林 琳的日记



迟到的留言

2008.04.12

这次的大阪旅行实在是太开心了~~看到大家都变得好多哦~~突然发现，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变了~ 真的好怀念在北京西西友谊宾馆的那段日子哦，怎么也没想过会来日本的我已经
在这里生活的近7个月了~~看到大家都过得不错我也就又有了动力，原来你们也有过很多烦恼，可是我们都同样挺过来了，为这样的我们自豪~~~ 命运共同体，说的大概就是我们
37个人吧~~ 经历过，所以懂了，伤心过，所以又笑了，现在的我换了HOMESTAY，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加油咯~~~！接下来的3个月，记得自己的使命，不后悔自己的
选择~~加油~~~！

林 琳的日记



友谊万岁~~

2008.04.25

今天アニキ的老师们来我学校摄影了。 紧张啊…… 不过很顺利，我也就心安了…… 今天中午吃午饭的时候，朋友们都为我来了，真的好感动，友谊万岁~~接下来就只剩下3个月
了，虽然不知道到时候要怎么和大家分别，但我会从现在起好好珍惜的~~ 对了，今天富樫老师和清水老师也来了，我还没来得及和老师们问好老师们就回去了，有点遗憾，不过我
想老师们还会来的吧，总之，想说声谢谢。 接下来的3个月……一起努力~~~！！

林 琳的日记



期中考试中！

2008.06.12

好久没写日记了！ 唉~真累。 刚考完化学，打算现在在图书室玩一会儿电脑，下午准备物理的考试。 大家也都在考试吧。这次考试对我来说是在这个学校的最后一次考试了。所
以，想着要好好学来着的。但是，刚刚结束的化学还是砸了。>0<真的好难，都不会。 但是，下午的物理一定不能砸！加油！ 顺便提一下，想去看日本的夏季活动！听说7月20号
在山下公园会举行大型烟花大会！太好了，刚好来得及哦！>< 我要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大家也要好好享受剩下的时光啊！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林 琳的日记



亚兰回来了！

2008.06.18

昨天亚兰从美国回来啦！ 亚兰是港高中的学生，是她接受了我的homestay。但是，昨天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其实，我刚到日本的时候，亚兰正好去美国留学了。所以，一直到昨天
为止我们都没能见面。但是，我一直都很想见到她。从亚兰的母亲以及她的朋友那里听说了亚兰的很多事情。亚兰是一个伶俐活泼的孩子，似乎在学校很受欢迎。 曾和亚兰用mixi
聊天，总觉得我们的兴趣很相似，很想和她成为朋友。 一直都很期待能够和她见面。 昨天真的见到了，她真是个好人。又漂亮又温柔。我感觉自己能和她聊很多很多。今后，我想
和亚兰成为好朋友！想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0< 说到留学，好像从下周开始我们学校又要来新的留学生啦。听说这次是3名美国人。他们是怎样的人呢。很期待~~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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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料理课上做的菜

2008.06.21

这两道菜都是在学校的料理课上做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学校上料理课呢？ 如果让我自己一个人做的话可能还不会，但是和朋友们那种合作是最开心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料理水
平，我回家后包了水饺给homestay家庭吃，连皮也是手工做的，大家都说很好吃，呵呵，好开心~~ 等我回国后，也要做给父母尝尝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料理给homestay
的家人吃呢？我想他们一定会很开心的~！ 照片太大了，发不上去，不好意思哦~

林 琳的日记



新的留学生～

2008.06.25

昨天和新来的留学生见面了。 是两个来自美国的女孩。 昨天第五节课的时候，和她们一起上了日语课。因为她们还不怎么能说日语，所以我努力用日语跟她们说话。 刚来日本的时
候我和她们也是一样的，日语完全不会。和老师的对话几乎都是用英语。那时我想，能说日语真好啊。 但是，最近没怎么说英语，所以已经不会说了。有点悔恨啊~今后日语和英语
都要努力去学了。 第六节课大家一起去了中华街。她们两个人好像都很喜欢中华街。然后，又去了山下公园。昨天可是个好天气啊~~也看见了大海！ 回来的路上，大家一起拍了大
头贴！昨天真的是很快乐啊~~ 美好的一天。(*^0^*)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林 琳的日记



最近的我

2008.07.04

最近很忙，每天要做的事很多。 这次上传的的照片是以前拍的。 看了就有特怀念的感觉。 大家也和我一样吧。。。 现在，大家的心情怎么样。 一定很复杂吧！>< 我呢 昨天没睡
着。。。。。。 一想起下下个星期我就不在综合高中了 觉得有点难过～～ 5555>< 我要哭了！ 对了。 今天早上四点左右好像有一场地震。 我感觉到了。 不过， 也可能是我的
梦。。。 ^0^ 不想回去呀。。。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林 琳的日记



感动

2008.07.10

昨天，和朋友像平常一样约好了放学后去玩。 我也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然后，下课后朋友们说“我有点事，你在教室里等我！马上就回来！”，所以我就一个人一直在教室里等。
朋友真够慢的。 我觉得有点奇怪。 然后朋友回来了。 “林林，快点走啊！快点！”朋友们对我这么说道。 然后， 我被带到了1年2班的教室前。 怎么可能！ 我现在是2年4班，但
是一年级的时候，也就是刚来这个学校的时候是1年2班。 的确。 教室里，是1年2班为我准备的送别会！ 大家一边微笑着，一边为我鼓掌，呼唤着我的名字。 太感动了！
suprise！^0^ 也收到了gift。 拍了很多照片！ 同学们，谢谢！ 1年2班，我爱你！~~ 大家都那么亲切。。。不管怎样都要和大家分别吗。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林 琳的日记



夏天来了!!大家去游泳了吗？

2008.07.14

最近好热啊！>< 大家去游泳池或海边了吗？ 我上星期六去了根岸的游泳池哟！ 是和当时的host family一起去的呀！ 很晒，但是好开心啊！！^0^~~ 我本想着一天就学会游的，
但是失败了！！>< 果然不是小孩子的话，游泳很难学的啊！>< 而且， 上星期日是buddyparty。 嗯~ 那也是欢送会。。 ><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吃日本点心~ 我穿了浴衣哟！ 这
是在日本的第一次吧~ 高兴！ 结束了之后， 就和朋友一起去唐人街了。 因为好象在横滨大世界有不错的画儿， 就邀了朋友四个人一起去了！ 太棒了， 第一次看到那样的画儿！ 立
体感特强！！>< 哎呀~ 没多少时间了。。。 要好好玩！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林 琳的日记



完了完了！><没时间了~

2008.07.16

今天放学后还有我的送别会。 好像校长也来。 这次是2年级4班的送别会。>< 55555~~ 寂寞！ what should I do??>0< 这次传的照片是之前的budduparty的照片~* 浴衣~~虽
说是夏天的和服，但相当热！>< 还有，昨天是最后的日语课！ 大家也一定有日语课吧！~ 啊~~ 一年真的好快啊=0= 日语课上和留学生和老师五个人去了大栈桥^0^ 好开心。 最
后的回忆呀~ 老师！ 谢谢您！><))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林 琳的日记



图书室！谢谢！

2008.07.22

这是在这个图书室的最后一篇日记！ >< 现在是在这的第四个小时。 下午就要去东京了>< 说什么“微笑着告别吧！”，这是做不到的！！ 只能是哭呀。 已不能说话了。。。 今早
睡了懒觉，就没能与老师们打声招呼。>< 好后悔！>< 但是今后我一定不会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了！ 这既是我的道歉，也是道声再见！ 焰火，舞蹈部，BBQ，和大家所做过的一
切。。。 这一生不会忘记！！！ 我一方面不想回去，一方面又想早点见到大家！！<> 大家今天都哭了吗！？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林 琳的日记



我回家了！

2008.07.26

大家到家了没啊？ 快和我联系一下！·！

林 琳的日记



明天开始上课拉

2008.08.11

明天开始高2提前补课！ 和夏静！ 要好好努力咯！

林 琳的日记



家里又添新宝贝啦

2008.11.01

暑假里的事 买了一只新的小狗 从现在开始我家就有2只小狗了~ 热热闹闹很开心~ 学习开始繁忙起来 都没有什么时间碰电脑 而且电脑好象又被我弄坏了。。。。。 哎，，， 难得
可以上个网还老不怎么顺利 真的是很郁闷 下个礼拜开始就要期中考试了 希望可以考好~ 要开始努力复习了~~ 不知道现在的留学生们过得还好不 不管怎么样大家都一起加油吧~~
对了 上次参加了个日语演讲比赛 有幸拿到了奖 寒假里就可以去日本玩了呢~！ 很期待 很想再见见大家。。。。

林 琳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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