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京にいる

2007.09.05

突然发现，来到日本已经整整一天了呢。在旅馆的房间里听屋外知了的叫声，总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想了好久才想到原来跟EVA里的配音一模一样，三高一低很有节奏，以至
于随身听被我冷落了很久。 昨天晚上从东京的市区里穿过，虽然是闹市，但是大巴畅通无阻飞快的穿过，在北京生活了这么久的我，着实目瞪口呆了好一会。 东京的夜景很〈漂
亮〉。虽然同是国际化的大都市，与北京和上海的感觉完全不同，现代化的同时，也兼顾了 美 的需求。不愧是被称作 花都 的城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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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有谢日记了啊

2007.09.12

还真是够倒霉的,写了日记写到一半快结尾了,结果碰到死机...之前的几百字全部报销了……郁闷。 算啦，重新写吧。 9月7号晚上听说要开欢迎会，能见到自己的老师，大家都很兴
奋。结果有人如愿找到了，更多的人没有见到来接自己的老师。后来才知道是因为第9号台风登陆向东北方向移动的关系。东北地区的老师都被台风困住拉..^-^ 9月8号总算是见到
来接我和哈乔的老师了。一个个头不高的日本男人，稍微有点胖，但是很干练的样子。北海道的老师是个美国来的黑人，他的夫人是日本人，有趣的是，他们的孩子看起来像东南亚
人。与老师们共进午餐后，就往东京站赶。老师带我们2个打车去。日本的马路虽然不宽，但是开起来很顺畅，即使是市中心附近也通畅得像京通快速一样。 终于看到新干线拉，我
们坐的新干线叫YAMABIKO，就是“山神”的意思。哈哈，神仙送我们去仙台咯~仔细一看：票价10000日元，合人民币600多块，看来找神帮忙是果然不是白帮的，如果不是基金
会付了车费的话果然是坐不起的。来得太早了，要等半个小时，就去买了瓶可乐，一不小心被碰洒了，弄得一地都是。 ·_·！!这里可是东京站哎！！急急忙忙去找工作人员，解释了
半天（太紧张），结果她很干脆的回答：“就先这样放着不要紧。” -_-||| 等我从洗手间回来，就已经被清理掉了。 不愧是新干线，一直保持着飞机起飞的速度，只可惜没装翅膀
~2个小时时间就到仙台了。几乎跟爸爸上班用的时间差不多。 刚到仙台，就被装车送到郊区去了……就像我当年去北京的时候一样。不过这次我很开心，果然学校还是放在郊区比
较好。学校很大，还分成2个校区，宿舍离学校也有大约10分钟的路程，周围都是住家，一不小心就迷路了。附近有大、中、小 3家便利店，购物很方便（就是很贵罢了，因为是在
日本嘛）。 头一回住宿舍，多少有点紧张，不过同住的日本同学都很亲切啊，所以认识了很多朋友，比如瀧澤，岡野，高桥，还有其他人。因为是头次住宿舍嘛，所以也看不出跟
中国有什么不一样，不会有不习惯的问题。上学很轻松，早上9点上课，下午4点就放学了。只是午休的时间短，只有30分钟，所以必须非常非常快的把饭吃完才行。 虽然目前还要
继续补习日语,但是10月2日的时候会把我安排到类似重点班( ?)的地方。好开心~不过要学微积分…… =。=||| 嗯嗯……看来至少数学是不会落下课程了…… 日本最厉害的东西莫过于
虫子了。第一天晚上不知道状况，在室外站了半个小时……然后左手整个小臂基本都肿了……只是被小蚊子叮了区区3个包而已…… 总而言之还是很不错的，就是每天去上日语课有点
无聊，教的东西比较简单，不过进度很快，估计到9月20号左右就能听到有用的东西了，目前全当记单词。好处是其他同学都说英语，顺便复习英文了~ 都是些很琐碎的事情，就写
到这里吧。附上从我的宿舍的房间的窗户看出去的照片，早上起得太早，其他人还在跟闹钟做斗争的时候拍的。 天气很奇怪，今天上午一直下雨，下午就晴的天上连片云都难看见
了。下决心去参加剑道部的活动，不过有把嗓子喊哑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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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007.09.12

窗口看到的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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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看到的清晨2

2007.09.12

窗口看到的清晨，窗口是指我的宿舍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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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台的晚霞（原版）~~

2007.09.13

真的很漂亮啊，这些是原版的，不过有些图我修饰了一下 ^-^稍候放出~ 昨天发完日志，从图书馆出来就看到了。特地跑到楼上去拍的，对于这种东西我果然是无法抗拒。。。今
后我要天天带着相机走~~~ 不如果大家觉得照片里的电线杆会破坏风景的话，我在这里跟大家道歉拉~因为我看到电线杆就会有很安心的感觉，而且如果只有云彩和天空的话会很
单调，所以不由自主就一并照下来了，纯属个人喜好~不好意思拉~~（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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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台的晚霞（修改版）

2007.09.13

这些是我修改过的照片，因为原版的颜色太淡了，所以把它做得瑰丽一点，放大了看的话很有冲击力哦~~ 可惜原文件有3兆多，相信大家的网速也不快，所以就发了压缩的版本上
来。不过无论如何还是可以放大一点的。希望大家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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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香

2007.10.13

该来的总会来的，虽然稍显晚了一些。风住的时候，秋天的仙台终还是浸润在雨里了。 丝丝凉凉的风很熨帖地把雨的湿润味道带进屋里来，小心地没有带上夏日里尘土的气息。窗
外一切的颜色都渐渐变深了，说不出是因为雨还是因为被厚厚的云遮蔽的黄昏，就这样一直一直下着，然后夜就来了。 在床前出神地看窗外的橙黄色的路灯，映出明晃晃一片雨如
同映出夏夜的飞虫。地面上的潮湿有映出路灯和那一片明晃晃的雨的明晃晃的影子，而那些明晃晃的雨又不停落在那一片明晃晃的潮湿上砸出明晃晃的波纹来。于是我愈发陷入出神
的状态里了，不愧是秋雨。 知道雨停已是早晨了。欣欣然起床，打开窗呼吸新鲜的阳光和空气。望望天上支离的云，心想昨天那厚厚的，多半已经落到地上了吧，然后奇怪昨晚直
到关窗之前都没有听到雨声。收拾停当，与宿舍的嬷嬷打声招呼便出门去了。 刚走上街道就迎面飘来熟悉的香甜香味，立刻想起在小学校门口吃的5角一根的棒冰，想起校门口的小
摊，想起那些长着圆圆小叶的树，还有叶间开着的米粒一样的，小小不起眼，但是气味香甜的白色小花。对了，就是那个吧，是桂花，桂花开了！我已经有多少年没有闻过桂花的香
味了呢，大约是从小学毕业就不再闻过了吧，因为地域的关系，北京是鲜有桂花的，不想竟然在这里闻到。 就像小学时候我们用惯的结尾，秋风过了，秋雨落了，枫叶红了，桂花
开了，银杏黄了，秋天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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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四星期日

2007.10.17

今天是哈乔的生日，可惜起晚了。哈乔和ｗ一起去购物，把我一个人丢在宿舍。算了，反正若是购物我无意通行，若不是……。只可惜不能当面祝她生日快乐了，前些日子着实帮了
我不少忙。 虽然联系不到哈乔，“生日快乐”还是一定要说的。找到电话卡，挂通了陈的电话。这两个同月同日生的家伙。 肚子饿了，叽叽咕咕地叫，让我担心陈在北京是不是都
能听见，然后才记起原来还没有吃早餐，而且我打的是国际电话。然而听着陈熟悉的声音和熟悉的贱笑，就觉得去他的早餐话费吧。嘴巴不停说着，几乎想把这一个月的所有事情都
说一遍。可是就这样一直聊了半个小时，除了告知一下通信地址什么都没说。 挂掉电话，开心满满地去解决温饱问题。 吃饱喝足以后想起马克思说精神文明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
的，于是立刻决定出门旅行。都到日本了还要过两点一线的日子我可不甘心，套上外套换上旅游鞋： “我出门了~” 下意识向西南走，周围静得像冬天的清晨，能听见的只有鸟和
风，还有我自己的脚步声。只有间或经过的车辆在提醒我道路两旁的房屋里还有人居住。明明是秋日的午后，整个周末最温暖恬静的时候，大家都躲到哪里去了呢？ 就这样一直走
到没有路，一堵墙拦在我面前，头顶是高速高架桥，车子呼呼穿过的声音清晰地传到桥下来，然而并不吵人。环顾四周，发现竟然有一个缓缓的土坡通向“墙”头。没多想径直走上
去，视野瞬间开阔了。 一条河，刚刚拦住我去路的“墙”原来是河堤。站在河堤上，可以一直看到河对岸的人家和从房屋间穿出的道路，以及远远的农田，比农田更远的镇子，比
镇子更远的山，还有山外的山隐遁在被阳光照亮的薄薄的烟云里，缥缈得像久远的历史。 河是一条小河，浅浅的快要干涸的样子，露出河边的浅滩来。有的浅滩上生着芦苇，有的
生着树，还有的干干净净，被周围的芦苇和树围着，成了天鹅和野鸭的小公园。天鹅们正带着小宝宝，忙里忙外，难得休息；相比之下野鸭们要闲适不少，在水面上悠哉游哉浮着，
并不坐什么，有些干脆上了浅滩，卧在软软的细沙地上，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熟睡了，就连吵吵嚷嚷的天鹅幼儿园从身边经过也不曾醒过来。 还有鱼，离野鸭营地不远的水域里，
小鱼们一群群聚在一起，极有秩序地：较大的最靠左，愈往右愈小，也愈远离野鸭们。而那些几乎与野鸭一般大小的成鱼，就与这队伍稍隔些距离，三三两两的游着，说是游，也只
偶尔摆动一下尾，更像借风滑翔的鸟儿，极绅士，极斯文，又多多少少现出一些自恃的样子，所谓“成年人的骄傲”吧。而那最大的一尾，竟有两只野鸭的大小，在离开队伍更远的
地方独自巡弋，俨然王者风范。倘若不是鱼，而是草原狮，想必单凭这气势就足以稳坐狮王之位了。也难怪连野鸭也向它行礼退避。它最后划了一下尾鳍便钻进太阳倒影的金色光辉
里遁去身形了。 秋风从远山吹过来，暖暖的如同春天，吹动了不知名的花儿，金黄的金黄，橙红的橙红，在阳光下摇曳，灼灼如同燃烧着一般。两个青年驾着摩托，载着他们各自
的恋人，和秋风一同经过我的身侧，带起的气流吹乱了我的头发和他们一路的笑声。那些燃烧的花儿。 阳光渐浓，黄澄澄像银杏的叶，西边的山上也早早备好了云彩，晚霞就要亮
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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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霞更新~~完全原版哦

2007.10.17

终于遇到真正的火烧云了。所以完全没有修改照片，100%真实景色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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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照片~

2007.10.17

第一张 第一场秋雨 第二张 云，只是云而已 第三张 完全正版原创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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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下雪了

2007.11.21

国际交流中心的老师上周来看我和哈乔乐，还带我们去吃了一餐久违的中式料理。那天中午下了雨，晚上却晴了，气温降得相当的低，11月却像数九天了。我还开玩笑说再这样中
午下雨晚上晴，一个星期以后肯定下雪。 没想到3天后，雪就真的下下来了。 19号星期一，本来应该是上学的日子，可是因为校园祭调休放假了。不知为什么放假的日子反而起得
早，或许是因为有预定要去买入冬的衣服。刚从自己房间出来就发现走廊里亮得晃眼，仔细一看果然窗外的房屋车辆上都白白一层的雪。于是赶紧把邻屋的哥们叫起来，不知怎么得
大家就都醒了，只是望着外面白茫茫的景色就已经足以欢呼雀跃了。 虽然很快阳光就完成了除雪的工作，但是我们还是争分夺秒地打了一场雪仗，这才算是完成对今年初雪的庆
祝。 外面的休息室里有女生在欢呼，好像窗外又开始下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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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完啦

2007.12.12

考完试5天了，才想起来还有日志要写。 最近散漫得有些过分，虽然还是按时起按时睡，按时吃饭上课。但是不知为什么有一种茫茫然的感觉。好像总睡不醒，寒假HOME STAY 的
事情耶也一时没有着落。不过不要紧，很快就要去旅行了，京都和大阪，很早很早就想去的地方呢。（虽然第一还是秋叶原） 天气很奇怪，时阴时晴。穿衣服就比较无所适从了，
不是穿多了，就是穿少了，总也得不合适，着实郁闷。 试考得不太好，就不多提了。现在就等19号的时候去京都了，还有1月的滑雪，虽然等的时候很无聊，总也算是有个盼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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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难训练和地震

2007.12.12

到了仙台以后，1-2级的地震遇到了2次。第一次，也应该是我平生第一次遇到的地震是在自习室，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一会就觉得有人在晃我的桌子，开始还以为是谁恶作剧要把
我弄醒，后来大家都说是地震。大概只持续了几秒的样子。第二次是在自己房间里，快要睡觉的时候，这次感觉比较真切，突然旁边的柜子就晃开了，撞着桌子咣当咣当响。有种坐
在船上的感觉，怎么也不得稳当，听见旁边的屋子里也一样动静，就赶紧跑到过道里，大家也都出来了，又过了2秒地震就停了，还能看见宿舍门前的旗杆还在摇。 这次的考试结束
以后，学校就组织避难训练。开始的时候，广播里开始喊地震拉地震拉（当然是日语的）然后我们必须立刻躲到桌子底下，老师也钻到讲台下面（为此我们的男班主任费了不少功
夫），过了一会警报解除，我们就一起跑到外面的空旷场地去（其实就像中国上课间操一样），然后排好队，蹲下（很不舒服的姿势，所以大家基本都坐下了），然后听前面的老师
讲解发生火灾怎么办，怎么用灭火器。然后老师们还现场表演，就像话剧一样。可惜我的位置太靠后，基本只能听声音了。 回到宿舍还有宿舍专门的避难训练，也无非是听见广播
然后跑到屋外空旷场地去集合。因为有学校避难做铺垫，宿舍的演习很快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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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快乐！！！

2007.12.31

明天就是2008年了！！祝大家新年快乐！！ 最近把头发剪了，又回到像照片一样的古怪发型啦！ 休学旅行结束了,不过跟时间赛跑的旅游真是。还是先好好休息一下，有意思的事
情以后再慢慢说吧。 也给大家拜个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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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stay

2008.03.03

我的HOMESTAY是在我的班主任家。 班主任是一个个子很高的男老师，做什么事情都精干利索。有的时候他会很严厉，所以同学们都很怕他，我也有些怕他，虽然他有的时候也会
放松下来，跟同学开开玩笑。 班主任的家里有3个孩子，2个男孩一个女孩。 可是我初来的时候，以为老师的孩子是1个男孩和2个女孩。 那是我头一次进老师家的门，背后背着书
包，手里抱着装着衣服的箱子。老师的爱人很热情地出来迎接，她与我差不多高，或许稍矮一些，笑容温暖。突然一个东西箍住我的两条小腿，让我迈不开步子。低头一看原来是一
个留着略长西瓜头型的小女孩，看起来刚刚学会走路没多久，嘴里还叼着奶嘴，两条不长的胳膊紧紧环这我的腿，很开心的样子。老师和老师的妻子都很惊讶，说是本来还担心这个
最小的孩子会害怕生人，看来是不要紧了。 老师的大儿子也随后进了门，大儿子叫健太，7岁了，刚刚和老师一起去宿舍帮我搬行李，这时正抱着一个小纸箱正要放下来。健太几乎
完全就是老师的翻版，老师自己也曾说，不用看照片，只要看看老师的大儿子，就能知道老师小时候什么样子了。 有一个女孩子从屋里跑出来，咯咯的笑着，这大概就是老师的大
女儿了，老师告诉我她叫yuki。yuki的长头发分成2束左右扎起来，似乎还有些自然卷，随着yuki上蹦下跳而甩动。我总是觉得自己看见了小时候的堂妹，也是一样的爱闹爱笑。 直
到那天的晚餐上，我才知道最先抱住我的腿的“小女孩”其实是个男孩子，叫裕。 晚饭后，三个孩子就围着我玩。跟健太玩弹子棒球，跟yuki翻花绳，还被充作清洁能源，推着裕
的小三轮车满客厅跑。看着一点儿都不怕生的三个孩子，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妈妈总是跟我们说：“你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呀……”我现在对于这三个孩子，大概就好像是一个被爸爸
捡来的大哥哥吧。

周　澤陽的日记



1月记事补发 homestay

2008.03.03

新年那天我们来到老师的岳父母家里。那是一个公寓，老师的岳父在这个公寓里开着一个诊所。新年的年夜饭很丰盛，首先是寿司和生鱼，各式各样，其中最多的一种是看起来像是
生牛肉，鲜红的肉里夹着一条条白色的筋。我从来没见过用生牛肉的寿司，更是不敢吃，只好问老师。在座的大人们听见我的话都笑了，告诉我那些“生牛肉”其实是金枪鱼，还告
诉我日本人最喜欢金枪鱼寿司，因为肉质细腻口感极佳，被奉为最上品…… 然后还有日本火锅，同样是五花八门的食材挨挨挤挤地排列在锅里，围成一个有一个弧形，相当好看，味
道就更不必说了，唯一遗憾的就是日本似乎没有在吃火锅的时候放一些辛辣调味料的习惯，总觉得还是辛辣的火锅更好吃一些。 饭后的时间就是用来娱乐的。老师的岳父听说我是
中国人以后，特地翻出30多年前的老相册，对我说自己1971年作为日本医学青年去中国作交流的故事。看着那些相片，突然想起1971年的话，我的父亲那时只有5岁吧，不知怎么
忍不住笑出声来了。因为觉得有些失礼就急忙向老师的岳父解释。老人听完也笑起来，说是阿我现在也变成老头子了…… 年夜饭结束以后还是要回家的，老人们的房子太小。回去的
路上老师特地绕路带我们去看最后一天的仙台光之盛典。那是数以千计的黄色小灯被一条条缠在落光了叶子的树上，从主干直道只有小指粗的枝条。这些树站在道路的两边和道路中
央的绿化分隔带上，长长满满的一条街。当所有的灯都被点亮的夜里，那些被缠绕的枝干就都凭空消失了一半，只剩漫天的光点，像精灵一样悬浮在半空，隐隐显出树从下至上发散
的枝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大概一辈子都不能体会那种被光的精魂包围的震撼吧。然而当我把视线从车窗外拉回，发现三个孩子互相依靠着，都甜甜地睡着了。

周　澤陽的日记



冬雪 于2月3日

2008.03.04

正式一月末二月初的时候，国内想毕正忙着做春节的预备,雪愈发频繁地落在仙台。与11月的一落即融不同，此时的雪开始确实地积起来了。虽然有时夜里下的雪白天就化了，可是
在寒冷的贪睡的早晨，一片片映着淡淡阳光的雪白屋顶，也着实可算得上是一道能令人神清气爽的风景。 每到下雪的时候，我总想做一两个雪球，或许更好，打一场雪仗。可是大
家似乎对雪没有什么感觉，看起来倒是以为积雪是一件麻烦事了。这于我确实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因为南方的雪是那么的稀少，所以到现在为止的17年，我大约平均一年才能看见
一次大雪。每到寒假的时候,我总是眼巴巴地盼着下雪,然而真正能堆积起来的大雪是少之又少。常常往往到了寒假的结束，仍然一场雪都没下。每到这种时候，总会有一种不曾有过
这个寒假的错觉。而一旦下起大雪，对于南方的孩子们来说，那就是一场不输除夕夜的狂欢。那时我们总会忘记雪其实是会化成水的，肆无忌惮地在雪地里打滚，就像在海边的沙滩
上；互相投掷雪球，或者抛洒还没来得及捏成形的雪块雪霰，白白的裹上一身，回家的时候落个湿淋淋冷冰冰的下场，被大人们好一阵埋怨，仍然笑嘻嘻地发着抖计划明天的游戏。
然而没有了一同打闹的伙伴，雪再多再白也只是雪罢了，所以我也渐渐学会了无视。到最后雪就好像一场不湿衣服只湿鞋袜的冷雨，一些从天上飘下的冰凉的白色固体，而不在具有
某种激动人心的意义。 当我把我的麻木告诉哈乔的时候，她却说我果然是南方人，东北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对雪麻木了。 我突然很想问，她们小的时候不玩雪，冬天又有
什么意思呢。

周　澤陽的日记



春脖子 于2月14日

2008.03.04

雪时断时续地下了2个星期,空气一只很安静。在每个早上，可以看见远处烟囱里冒出的白色蒸汽扶摇直上，就像倒进清澈冰水里的炼乳，并不化开，却在一个高度簇成一团，最后变
成一朵真正的云。 然而从上星期日的晚上开始，强劲的风吹了起来，把天上的云也拉成轻薄飘渺的羽毛。虽然远比不上北京春冬的强风，也能吹透原本暖和的外衣，直接吹在裸露
的脸上手上更是冻得人生疼。 晚上又起了风，这次却没能吹散天上的云，极密极大的的雪花随着风飞舞，划着流畅而又有力的弧线，几乎是直直沿着地面向前冲锋，而先前落在地
上的雪又一次被风卷起。天上地下的雪混杂在一起飞扬，在桔色的灯光下如同扑火飞蛾的盛典，又像突然获得了极大生命的“光之盛典”，那些光的精魂不再甘于深夜的平静和寂
寞，而是怒吼着在黑暗里急急寻找自己的归宿…… 我又想起北京短短的春脖子，心想仙台的春天大概快要来了。

周　澤陽的日记



已经是春天了吧?

2008.03.04

呼啸的风离去得像来时一样突然，然后温暖的阳光接踵而至。气温骤升了好几度，开着暖气的教室立即变得睡意朦胧起来。 照不到阳光的角落里的冰雪静悄悄地消失了，金黄的草
窠里偶尔也能找到一两只懒洋洋晒太阳的猫咪。 然后是一场可爱的雨。 那时我正在教学楼外看着阴沉的天，突然希望来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改改口味，然后一堂课结束,我再次站在同
一个地方的时候，淅淅沥沥的雨已经把地面打湿了。 多么美妙的经历。 虽然依然举目可见植物的灰褐的秃枝，但是我相信很快，到处都会有大片大片最最娇嫩的绿色。而在那些绿
叶之前，我想我已经准备好欣赏一个姹紫嫣红的花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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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不着！！[照片]

2008.03.06

不知道怎么最近2天为什么睡不着觉……有天竟然一直到凌晨4点都…… 不过拍到很好的照片，跟大家分享咯！

周　澤陽的日记



家庭课

2008.03.11

考试结束以后就新添了一门家庭课。记得以前听说过家庭课就是学缝补和料理，有点跃跃欲试。结果学的是保育，就是如何照顾小BABY……稍微有些失望。还好教科书里有做料理
的章节，抓过来猛翻。 下午好像还有一门“情报”，不知道是学什么。不过听同学们说有点类似趣味数学。啊~啊……我还以为是计算机呢。（=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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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歌

2008.03.25

昨天下午睡着以后醒来已经是今天的中午了。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好难受，拖着身子去吃午饭，都觉得差点就死掉了（>_<) 不过就算这样还是很开心，说明我没有浪费太多和大
家在一起的时间！我会一直想着你们的，所以，大家一起努力到7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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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好么？

2008.03.25

大家都顺利回到居住地了吗？ 回来的时候飞得很平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梦里还一直和大家在一起！祝福大家在接下来的4个月里，一定要快乐！！！ 还有我会去练歌的！然后
就不怕唱卡拉OK了！到时候，大家一起来开party吧！！

周　澤陽的日记



那个黄昏［照片］

2008.03.25

这是3月24日的黄昏。中间研修的最后一个黄昏。 很美，也有些凄凉。 看着照片，就能想起中间研修的事情吧！

周　澤陽的日记



回来了。

2008.03.26

将近4月仙台还是很冷。在房间里打开暖气还是冻得手脚冰凉，电脑里播着音乐，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正在整理行李。房间里乱七八糟的。同学们大都放春假回家了，宿舍里冷冷
清清的，没什么生气。 有时候会产生幻觉，觉得一开门就能看到闫红豆叶晨伟龚旭东，觉得下楼就能在卡拉OK间里找到赵岩张强李沛爽铁颖张倩云，但是真的打开门，却只看到熟
悉而陌生的空荡荡的走廊和燃烧得眩目的落日。 7月的时候再见。还有不能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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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天不哭

2008.03.28

——有一句说滥了的话叫做：如果你为错过月亮而哭泣，那你也将错过繁星了。 我们最终还是分开，返身到各自的生活中。虽然笑着说再见，可是谁都知道彼此的不舍。 今天的仙
台天晴得真好，心情也好了很多。其实真的，只要前面还有哪怕一个晴天，也要走下去。不用悲伤，不用哭泣，就算是独自一个人，只要想到是和大家一起站在阳光里，也就不会寂
寞了吧。所以现在不要为了分离一直难过，不要错过在最后的难得的日子吧。为了７月再会的时候不留下遗憾，大家要一起加油。 晴天不哭，晴天不哭，我们都是你，乌云遮不住
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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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得最久的一趟电车

2008.04.01

今天算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预定去仙台转转的，没想到挂起好大好大的风，个人估计有６～７级了。 好在我一向喜欢风，所以还是照常出门。 到了车站才听说，风把途中一个车
站的“足場”给吹倒了，正在抢修。电车停运了。>_< 我一出宿舍，就只剩宿管老婆婆唱空城计了，回去也是一样无聊，所以就在车站等…… 很久很久以后，终于听到站长亢奋地
（－ｖ－）广播说，抢修完毕，２分钟以后发车…… 再看时间，已经１个半小时了……好，终于让我等到了，起身去买票，发现腿已经彻底麻掉了。（然后花了整整１分钟从刚刚坐
的地方走到售票口，直线距离５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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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本樱

2008.04.20

喜欢BLEACH的人一看到这3个字就会感到很亲切吧，帅哥兼好男人朽木白哉的斩魄刀的名字果然很有气质。 但是这次这个名字是真正的樱花名景的名字。在仙台附近的“大河
原”，就有这么一处“一目千本樱”。那是沿着一条河的岸边，绵延数公里栽种的樱花，历史最长的已经有80余年了。站在岸边，沿河望去，似乎真的可以一次看完一千树的樱花
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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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绘画

2008.04.20

最近找到一个很好用的软件叫 painter 是用来电脑绘画的。可以用来模仿很多很多种手绘效果，相当好用。最近一直在研究，每画一张都会有新的收获，“呀！原来这样用就可以出
现这样的效果呢！”^_^ 虽然上色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但是完成以后还是相当有成就感的呢。 向喜欢画画的朋友们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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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school

2008.04.20

这个星期学校的气氛有些不寻常，大家似乎都很认真地在忙碌，但是又好像不是在学习……问了下原来是要开一个OPEN SCHOOL，我竟然都不知道 （-o-） 应为和同学们一起去京
都研修，所以我只好参加另一组 お化け屋敷 的准备工作了。虽然自己也会觉得害怕（因为组长的故事编得太真实了 =_= )但是准备工作还是很有意思，有点想起小学春游之前的感
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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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终于不够用了.

2008.04.22

嗯嗯，我这个万年大闲人终于还是忙起来了。时间开始不够用了。 open school的时候虽然我是参加 鬼屋 的活动，还是应下帮展示京都研修的同学们画一张金阁寺… 抽空上来瞄一
眼，继续画画……加油加油！

周　澤陽的日记



咳,画完啦~

2008.04.23

本来打算花3天时间画的，结果今天就完成了。本来还想多多加细节和层次上去，但是发现就这样也非常好，虽然很粗糙，很像一张“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很温暖呢…… 也
可能是我太困了吧 =。= 哈欠~~ 发上来吧，见笑见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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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YEAH~终于忙完咯

2008.05.24

悠闲的GW结束以后,立刻涌出一大堆的事情。撇开各个科目的例行考试不说，为了5月17日的一个 スポーツ　チャレンジ，全校学生分成6个队伍，进行抢皮球 骑马战 障碍赛等等
竞技项目。每天早晚还要去练习　応援 的舞蹈。虽然跟大家一起蹦蹦跳跳很开心，不过说实话确实很累人。 舞蹈分成2个部分，第一段很酷，女生主打，曲子的名字好像是叫《lose
your mind》，但是不知道问什么大家都叫这部分“BOA”。第二段很无厘头，男生主打，动作非常夸张非常OTAKU，因此为了不怯场，无敌的队长带着我们在仙台附近一个很大
的公园里练习……结果引来幼儿园春游团的围观。 2个舞蹈的时间总和不能超过5分钟,包括上下场和2个部分之间变装的时间（从BOA的酷变成一个100%的OTAKU）,否则就会被扣
分……结果我们演练了很多次，就算不变装都要花上4分50秒以上。变装需要的时间是大约20秒，超时的危险很大。 但是团长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嘛……” 结果正式上场，果然拿
到応援的第一名，也多亏了这个第一，才帮我们这个不擅长体育项目的队伍在总分上名列第2。 后来才知道，我们的舞蹈用时整整4分59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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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画~

2008.06.19

上次的金阁寺受到大家的喜爱很开心 >_< 这次把另一张风景画放上来。 虽然名字叫　暁　但是好像不小心画成黄昏的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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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上吃纳豆～

2008.07.01

记得刚到日本的时候最看不得同学在米饭上盖生鸡蛋和纳豆吃。 直到有一天实在没有什么下饭的菜了。才试着吃了一次生鸡蛋。 感觉不难吃，但是也不怎么可口……果然还是只能
作为应急食品阿～ 后来在同学的忽悠下吃了一会纳豆。果然还是很勉强。第一口的时候还是很好吃的，但是吃到最后味道开始变苦，最后不得不放弃。自从那以后就几乎没有再碰
过纳豆了。 不过最近纳豆里除了原配的酱油，还附上了一小包的辣根。怀着试一试的心态尝了一次……出乎意料的美味！！从此每次晚饭都要吃一盒了。目前在考虑要不要带一点回
中国呢…… 纳豆的话，至少是可以托运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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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幸福的事

2008.07.07

昨天跟同学聊天，顺口说到自己还有两星期就要离开仙台然后回国。 关于我回国的日期他们曾经问过很多次，我每次也都会很认真地告诉他们我会在7月底回国。但是这回他们还是
大吃一惊说：“不会吧？太快了……” 不知道为什么反而很开心呢^_^能够被接纳进别人的生活，被人认为是“理所应当存在的人”，感觉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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まだ火曜日ね～

2008.07.21

星期五是学校的管弦乐队和纽约来的大师们同台表演的日子，早上只上了2节课就被一起带去市民会馆。结果来欣赏的家长的人数超过了预期，五年生主动把座位让出来去做门童。
我也跟着一起，足足站了4个小时。不过很开心，因为终于自己终于能帮上忙了。不当值的时候可以去最后排站着听一段。很美妙的曲子。 解散的时候同学们还是互相说着“まだ火
曜日ね～”挥手告别。我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想，周二的晨会应该还赶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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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去仙台

2008.07.21

星期日和朋友们一起去仙台。 逛一直想逛的青叶城，第一次俯瞰自己住了一年的仙台，然后拼命想找到被山和雾遮住的学校。 午饭是仙台名产的牛舌，想不到4个人里竟然有3个是
第一次吃。 从餐厅出来遇上仙台一番町祭，敲锣打鼓合着的竟然是横笛的旋律，后面紧跟着抬神轿的人群。于是心血来潮买了一件“甚平”。 然后去照大头帖，手忙脚乱，好几张
都只勉勉强强露出半张脸。 分别的气氛，忽浅忽深。 所以一直提醒自己，不能忘记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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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星期~大家还好么？

2008.08.03

到家一个星期才给大家报平安，不好意思；P 电脑送修了。手机也要买新的。猫咪还没有接回来。还有每天要补课……想必大家也都是一样的忙吧。 对了，吴湖帆影同学建立了一个
QQ群，想说日语的话，就加进来一起说吧~希望大家回国以后都开开心心的~

周　澤陽的日记



好久没来啦~

2008.09.19

抽空过来看一看~三期生的同学们都很有干劲儿嘛^_^ 回国以后上了高二，而且是文科~目前正在向着日语一级的目标努力~（虽然已经落在各位后面了：P） 9月28日学校要开运动
会了。现在各班的同学们为了能做出有个性的入场式都忙得焦头烂额，我作为宣传委员更是不能幸免啦~因为准备的同时也不能耽误学习，所以……好困（=·=） 大家都要加油哦
~^_^

周　澤陽的日记



祝哈乔生日快乐~

2008.10.14

生日快乐~祝贺成年~

周　澤陽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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