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京

2007.09.05

我于昨天到达东京。在东京都政府的展望台看了东京全景。东京很热闹，人非常多。夜里还匆忙地去了东京近郊的崎玉县。如果有时间的话，很想在东京悠闲地溜达一下...如果再有
机会，一定要去涩谷看一看^^

鉄　頴的日记



第几天了呀~

2007.09.13

这两天是文化祭,所以很期待啊~ 我这儿刚好是一学期的结束,所以很悠闲^^ 下学期我既上高二又上高一,哈哈 大家觉得日本的学习简单吗 我这儿可是很难啊~~~~居然学完了微积
分,还要我自学= = 英语简单^^化学也不简单的~ 昨天买了相机,很快可以传照片拉哈哈~

鉄　頴的日记



浴池

2007.09.26

今天我去了浴池。 有各种的洗浴设施，心情很舒畅。 京都方言对我来说稍微有点难。 我曾经想马上就会习惯的, 但到现在还有很多不懂。。。好难啊== 学校马上就要休息了。一
直休息到16日。后期，我还是决定进二年级。我想一年级的古文都这么难了，二年级的会更难吧。　　　　　　 不管怎么说，我会努力的～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鉄　頴的日记



会议

2007.09.29

　今天参加了学校的活动。西京包括我在内的10名高中生，迎接了从世界各地来的32人的企业家团体。使用的语言是英语。 　我虽然对英语没有什么自信,但是由于我想见一下企业
家们，所以还是参加了会议。我用英语进行了自我介绍，回答了很多问题。这次来的企业家都是在45岁前成功的了不起的人物，我稍微有些紧张。但是，还是尽力了。 　很多人给
我鼓掌，我很高兴。我想这样的机会一定不多。我想把中国介绍给日本和全世界的人民。 　我会更加努力的！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鉄　頴的日记



很快要开学了

2007.10.20

很快后半学期就开始了。 比大家晚了一个月，我有些着急。不过仔细想一下，这一个月我去了很多地方。从现在开始努力就行了。 读了大家的日记，既有考试没考好的人，也有考
得非常好的人。我昨天知道了在日本第一次考试的分数。虽然考试的时间比大家晚,但我还是考得不好==||| 学校的朋友们都很亲切,不过，我常常想起上海的朋友。大家还好么？ 现
在我努力学着京都方言。在京都，「です」是「や」，「そうですね」是「そうやなあ」，「いない」是「いいひん」，「する」是「しはる」，「言ってはいけない」是「いった
らあかん」？。。。。。好难啊。。。 　　这儿的人觉得关东话很硬。京都人说话都软软的。因此，有听我的话不太习惯的人。但是这没有办法。只是有些担心。 我去了清水寺。
清水寺非常大，到处都是绿色。去清水寺的路上有很多店。是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来京都之前我就想看大文字。不过，8月15日我应该已经回中国了。但据说7月中旬有祗园节,我想
去。但那个时候能不能还不知道。想去捞金鱼！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鉄　頴的日记



学习

2007.10.22

今天上了古典... 之前看大家说难... 今天自己上了...读得晕头转向...绕口令一样= = 我加入的社团最近开始募集善款,是一个社会实践+国际交流+环境保护+...的很广泛的社团,而且不用
很多体力,不用像你们拼死拼活^^ 但是这里学习很累...理科说难也不难,但是这里的平均分总是 不及格,让我看的有点怕怕~~~考的很多没学过的= = 每天7小时的课还有补习,礼拜六
是考试日TOT 知道你们幸福了吧~

鉄　頴的日记



学校生活+考试

2007.10.26

体育课因为下雨所以我们改在室内排球比赛,男女生一共9组分成3大组,分别比赛,男生对女生居然还输了哈~ 女生有排球部的所以很强,但是我们组没有,所以没经验,输得不甘心...但是
真的很好玩^^ 明天又是周六,本来在中国的时候很期待周六的,但是现在周六是考试日TOT,什么?还考3门?我的天~~~救我~~~~这里的学生好勤奋,每天部活回家做作业到半夜的,日
本学生压力也很大啊... 明天要参加募捐的志援活动,所以考完试立刻奔到车站去~

鉄　頴的日记



募捐

2007.10.28

　今天我作为志愿者参加了京都西院车站前的学生募捐活动。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 　这次募捐是为了失去父母，或者由于父母残疾不能工作而不能升学的学生们举
行的。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从下午的1点到5点，我和大家一起呼吁，发传单，非常努力。由于日本有很多善良的人，所以这次活动相当成功。 　今天还有一个生平的第一次。我看
到了七色彩虹。好极了。太漂亮了。 　帮助别人是象看到彩虹一样高兴的事。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鉄　頴的日记



珠算

2007.11.06

我的住家是算盘世家,爷爷是珠算界的名人,爸爸带领社团拿过全国第一,妈妈是最高十段,儿子也经常获奖。所以，第一次见识到他们心算的本领时我大吃了一惊。十几个4位数飞快地
闪过屏幕，眨眼间消失，但答案已经从口中报出。 听说，珠算是从中国传过来的，现在日本却大大领先，发展地很厉害。我也亲眼看了珠算大赛，很小的孩子都很厉害。真是很了
不起。

鉄　頴的日记



有梦的孩子

2007.11.15

有梦的孩子才会看到最美妙的生活 有梦的孩子才会踏上最梦幻的路程 有梦的孩子会在梦境破灭时伤心难过 却在追梦的旅途中执着 我们,在路上

鉄　頴的日记



福井之行

2007.11.27

参加了短期交流般两天一夜的交流活动,到福井玩了^^ 在那里认识不同地方的朋友,大家很热情很开朗,晚上大家一起聊天,过得很开心。还泡了温泉。 之后,去了永平寺,很美的地方。
有枫树,可惜还未完全变红.环绕四周的流水,日本的寺风景真的很好。 还去了恐龙展览馆,在来之前没多久到上海科技馆和张倩云一起看了恐龙展,但是这里的规模真的更大,种类更多。
时间关系,没有细看,其实很想仔细看的。

鉄　頴的日记



考试

2007.12.19

不得不写一下考试... 我考得并不好,但总觉得应该有个交代. 英语,数学,现代文,物理,化学,政经,写作,口语,我就靠了这几门,比起那些还要考生物,地理的同学们幸福一点... 片假名很讨厌,,,
怎么也记不住... 虽然分数我不满意,但是身边好多人都来夸我,应该是鼓励吧... 但是在这个学校里,同学们竟一点也不为分数计较.考的好的人一点不骄傲,大家关系也很好,大家一点也不
排挤成绩优秀的人,同样也不嘲笑成绩不好的人.我很喜欢这一点.

鉄　頴的日记



二条城

2007.12.24

今天去了二条城。二条城很大，走了好久。日本庭园的感觉和中国的不一样，很规整，井井有条，树木修剪得很整齐，还有瀑布，有池塘，看到了鲤鱼和天鹅，日本庭园真的风景特
别好。 今天有新加坡的朋友来京都，所以做了一天的翻译，把日语说明翻成中文将给她们听。感到讲中文真是很自在，哈哈~ 听说大家的日语都进步了不少，可是我觉得自己没有
什么进步耶~所以还是有很多听不懂和讲不出。饿，，，我有点失望，，，算了~大家加油哦~ 圣诞节快乐！

鉄　頴的日记



去金泽了～

2007.12.31

29日开始，我与家人一起去了金泽旅行。现在刚刚回来。 我觉得在一年最后的时刻能去金泽旅行，真是很好。因为金泽靠近海，所以海产品很新鲜，很好吃。我吃了很多。市场上
有很多螃蟹，现在真是螃蟹的季节呀。 这次旅行中，我开始能吃生东西了～在日本吃的生虾和贝类很新鲜甘甜。所以，我吃了很多。 金泽下了大雪。归途中，高速公路积了很多
雪，两侧的山也变得白了。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雪。在上海不太下雪，下了也很小，积不起来。风景真是非常好。 我在一年最后的时刻去旅行，迎来了新的一年。 大家也过个
好年～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鉄　頴的日记



好久不见

2008.02.14

今天我们放假，所以爬上来写日记。 好久没有写日记了，最近搬了家，搬到了山上。京都和上海一样，今年奇怪地下了好几次大雪，于是我下了公车后就踩着山上十几厘米厚的积
雪往家走。真的下得很大。好不容易融化了，昨天又下了一天雪。 我的相机真的拍不出2M以下的照片，偏偏我又不会压缩，不发照片不是故意的TOT 还有今天是情人节，祝大家情
人节快乐！虽然不是我们的节日，但是日本的女生MS都做TOMO CHOCO，就是女生之间的巧克力，于是我光荣地加入了这个行列，做了平生第一分巧克力。做了两个晚上，加上
包装，送了18分。当然也收到了不少。 遗憾地是我忘记把做好的巧克力拍下来了。 大家有做巧克力吗？ 很快就要见面咯~

鉄　頴的日记



我有点伤感

2008.04.12

本来还安慰小李来着，现在变成我失落了。 换了班级，和原来的好朋友都分开了。 虽然很快就有新的朋友对我亲切友好，但是在走廊里偶遇，她微笑着说，好久不见啊，我突然失
落得差点落下泪来。 以前一起开玩笑，一起聊八卦，一起吃午饭，一起看韩剧，一起走到车站回家。想起这一切，突然很辛酸。 哎，最近变脆弱了。 可是，我希望能交到新的朋
友。 下次，约老朋友一起出去玩吧~

鉄　頴的日记



我爱的人们

2008.05.18

现在已经很晚了，但是爬起来写这篇日记。 我一共就搬过两次家，今天完成了第二次。 我说实话，我两次都哭了。 不是那种很激烈的难过，可是都在挥手说再见的最后一刻，眼泪
夺眶。告诉自己不要哭的，可是不知道是留恋不舍还是寂寞孤单，离别永远都让我的眼泪无比简单地落下。 一个人在不知道的时候就已经将某些地方，某些事情，某些人，某些时
光，放在心里。 我越来越相信人的记性并没有那么好，人的记忆那么单薄，单一的色彩。当时间风干岁月，记忆里剩下的只有干燥的快乐，或是干燥的悲伤。没有潮湿生动的细
节，没有委屈的眼泪，没有恋恋不舍，没有喜极而泣，没有心潮澎湃。 而这一段日本之行。会变成什么样的光景？ 我的眼泪是否会风干成温暖的痕迹？ 那一段短暂的时间里，我有
我的弟弟，我的朋友，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我是另一个我。 我的另一段生活。 一段珍贵的日子。

鉄　頴的日记



生日

2008.06.29

收到了交流中心的老师寄来的照片,好高兴哦 谢谢老师~ 同学们好多都送给了我生日祝福,还收到了礼物 周末朋友们还帮我庆祝生日,真是很高兴 在日本过的17岁,觉得被很多人关怀着
很幸福 谢谢大家的祝福 之前的两个住家的妈妈一起给我送来了生日蛋糕,真是很感动 看着上面的可爱的蜡烛,真是感觉自己太幸福了 谢谢大家给我的快乐的回忆 我会把美好的时光记
在心里的

鉄　頴的日记



谢谢你们的爱

2008.07.13

就要回去了,我的心情真的是喜忧参半 朋友,家人,伙伴,我爱的人 他们是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努力在日本生活 获得的礼物 可是我就要这样离开他们了 真的不舍得 听她们给我唱 看到他们
给我开的送别会 一声声 一定会寂寞的 我们一定会想你的 看到她眼中的泪水 听到她们的鼓励 友谊是什么 真的是超越国界的 不是因为你是日本人而我是中国人所以就有隔阂 真心的
笑 真心的哭 亲切的话语只为了你 不是因为你是留学生 只是因为 你就是你 谢谢你们又笑容告诉我你们的友好 我真的很难想象离开你们我会有多寂寞 多思念 但是至少回忆会陪伴着
我们吧 哪怕我们长大成人 哪怕我们各散天涯 哪怕我们这一生再也见不到第二次---想到这个字眼我就悲伤得不能自已 但是请记住 我爱你们 谢谢你们 一开始的彷徨 现在的留恋 一切
就像一场梦一般不真实 原谅我可能会忘记你的脸 但是我不会忘记我的16岁 洒在日本的花季 那么用尽全力地盛开过 被你们守护过 真的 谢谢你 想起BUMP的一句歌词 就算忘记了一
起看过的天空,不会忘记我们曾经在一起 MY FRIENDS

鉄　頴的日记



结束也是开始

2008.07.26

报到~~~偶平安到家了~ 大家都到家了吗? 看到上海的高楼大厦,感到熟悉又陌生。时间真的已经走了好久，不知不觉之间我们的日本之行就这样结束了。 回到自己的房间，整理着
自己的行李，回忆着11个月的点点滴滴，努力构想着自己的明天。 今天以后，我们都会在全国各地努力着，但是我们都会同样怀着对帮助过我们的人们的感激，怀着对美好的回忆
的珍惜，为了更好的明天而努力。我相信只要我们一直一直记着这分伴随我们11个月，也会伴随更久的坚定和勇气，无论怎样的困难都难不倒我们的。 加油！！！

鉄　頴的日记



无题

2008.08.01

在家里都不讲日语，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在开学之前就会把京都方言给忘了，身边没有人会方言，只能一个人用来自言自语。。。呵呵，有点傻= = 回中国已经一周了，大家都过得
怎么样呢？应该不太会不习惯吧。决定读高三的人一定有很多学习任务，加油！！！

鉄　頴的日记



无题

2008.08.17

昨天收到了最后寄的四箱行李，看到了同学们做的照片集。于是一下思绪如潮水般回到那些日子。 最近和日本的朋友们经常用E-MAIL联系，好象她们用手机就能发到我的电脑邮箱
里。我也就一直很幸福地一封封回复着。 回来之后你们一定都在补课，一定很忙吧。可是我却意外到找不到地方补课。。。所以每天在家里。饿。。。大家加油哦~

鉄　頴的日记



努力吧

2008.11.02

好长时间没有来写日记了。 其实因为学习很忙，几乎不能上网。 回到国内的学习真的是一种新的挑战，我还从来没有尝试过类似的情况，所以走每一步其实都小心翼翼的。 周围很
多的人都在鼓励我，但是其实最终做什么都是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我虽然知道这个道理，有时候还是会想要依赖别人或是放松自己。离高考越来越近，我应该抓紧努力了。 大家
也要加油啊。

鉄　頴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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