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来就来了

2008.09.03

说来就来了 没有什么应有的不舍得 也没有什么别离的悲伤 说来就来了 八月的秋初 在沈阳 是带着丝丝的悲凉的 在东京 还连着夏得阵阵暖风 说来就来了 瞪大好奇的双眼 看着这个
全新的世界 感受着差异 感受着不同 总之今后的路还很长 还有 很多的惊谔 很多的感动 很多的...... 反正我说来就来了

徐 佳凝的日记



秋初—东瀛随感

2008.09.04

这里是东京 听着蝉的欢鸣 看着光标在眨眼 抓着已经很乱的头发 坐在电脑前面 品着今天 想着明天 念着后天 时常这样对自己感叹： "这就是在日本了！" 再看着旁边的一切 陌生？迷
茫？ 也许这样的日子暂时还没有光临我的世界 好奇？ 摁......也许吧 "俄罗斯的相扑选手被怀疑吸食大麻" "福田首相辞职"..... 这些半懂半蒙的新闻在敲击着我的耳膜 有时有些奇怪地
问： "为什么日本的电视台很少报道一些令人高兴的事情呢？" 可能也会有一些的... 和一位和蔼的爷爷 一位亲切的奶奶 在东京的街道 就那样 走着..走着.. 两旁的街道、店铺 在我的
眼前 静静的站着 一句无声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在心里激起一股小小的暖流 一句句"ありがとう" 一声声"よろしく" 一个个"おねがい" 日本......

徐 佳凝的日记



到达了北海道

2008.09.07

终于到达了北海道，我的宿舍因为不能用因特网，所以现在在别的同学的房间里发贴。在日本大家都非常热情哟！明天我就去学校了，今后我会努力。 谢谢东田，非常感谢。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徐 佳凝的日记



第一日

2008.09.11

因为上网的机会不多，我就把这里的情况一口气都说了吧！呵呵。现在已经安全抵达北海道，而且已经上了一天学。我现在住在宿舍，一切都很好，就是不能上网，但是已经向寝室
老师申请了，估计最多一个月就可以了。宿舍里有一名叫东田英之(azumada hideyuki)的同学，这几天一直是他照顾我，很感激他啊!这里的一切都很贵，每天上学就要860日元(合
计近50元钱)但是老师说以后会免费给我办一个类似于月票的东西，这样的话就是免费的了。但是别的东西也是很贵的，一小瓶可乐要120日元(合计约7元钱)而且这里还没有饮水
机！5555555555~最近发现在超市里买大瓶的水很实惠！！但是从宿舍到超市的道还没有熟悉，还要东田同学带着我去，呵呵，总麻烦他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就把带着的福娃送给
他一个。 然后说一说学校的事吧。首先学校很好很好！周围是森林公园，空气很新鲜，校园很大，弄得我找不到方向。各种设施齐全，甚至有一个健身房，一个弓道馆，和一个专
用的柔道馆。可惜这些我都没机会用了，毕竟我不是体育型的。然后是课程，令我没想到的是，这里的老师都已经给我安排好了，我需要修数学2、数学B、日本史、物理、化学、
世界史、英语文法、英语会话、美术、日语作文、计算机，当然还有体育。还有一门是专门为留学生开设的日语，哈哈，这样我就不用去上“古典”(日语古文)和“现代文”(日语的
现代名著)。至于为什么要修日本史，可能是因为有兴趣吧！今天首先上的是英语会话，还是蛮简单的。之后的数学2让我很吃惊。竟然上来就讲不定积分！！而且他们微分已经学完
了！还好在国内自己学了一些微积分。之后吃完午饭后上了两个小时的日语课，还好，之后是化学课，讲的内容还是大体上懂得，但是用日语听课真的很头疼。但是最混乱的还是英
语会话，毕竟两种语种对我来说都是外国语，有时候说英语的时候不知不觉的日语就出来了！再换回到英语....总之有点乱。15：50就放学了，然后我去看了一下网球部的训练，发
现参加的人好多了，根本打不上球啊！之后就和东田君一起回“家”了(其实就是宿舍)。对了，北海道的街道很安静，一点点的声音都没有，甚至能听见自己的脚踩到树叶的声音。
而且在回家的路上小道上只有我和东田同学两个人！这在中国是几乎不可能的，尤其那个时候是下班的时间。好了，就先写这么多了，好希望屋子里网络畅通！(啊！突然发现在演
柯南！电视上) 祝大家平安，幸福！

徐 佳凝的日记



第三日

2008.09.11

说一说今天的事，今天早上尝试了一下自己去学校。因为怕走错路，所以提前了20分钟出发。发现如果早去的话，校车不会那么可怕的拥挤(平常的时候，上校车就是一场战争。呵
呵，大家可以想象)。因为一切顺利，所以比平常还要快就到了学校，而且到得太早了。在漫长的等待后，迎来了第一堂课——做饭课。虽然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做得东西的名字，但
是很好吃。之后是体育课，课程内容是——橄榄球！啊，完全不会啊！在简单了解了规则之后，就开始了练习。传球、二过一、二对二……练习了5分钟后就开始了小组对抗。呵
呵，这么激烈的运动倒是第一次，大家一起在全是土的场地上疯跑啊，摔啊……很遗憾我们队两战两败,好累啊。因为这个剧烈运动，中午没吃饭(本来是想尝试一下拉面的)。下午没
上课，去和大东老师去办各种证，先是把月票办了，太好了555555~之后去把日语能力考试的报名表寄出去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申请外国人登陆证，没有这个可是什么也弄不
了啊！要一个月后才能取的。回来之后好累啊，竟然倒在床上睡了2个小时。回想一下今天好像就上了体育一节课哦(料理是加课)！对了，还有一件事。今天竟然收到一封日本老奶
奶的信！呵呵，这是继昨天在超市被认出来之后又一件令我吃惊的事了。我看来要给她回信啊，要么不礼貌的。加油吧！ 这就是今天的事了，看来每天都有惊喜啊！

徐 佳凝的日记



地震日

2008.09.11

　　要说今天最大的事就是地震了！今天第一次体验了地震。在上化学课的时候，突然感觉到椅子轻轻的晃动，然后开始头晕(类似于晕车的感觉)。然后老师暂时停止了讲课，在黑
板上做题的同学也回到了座位上。大家开了几句玩笑后，晃动就停止了。说来也奇怪，可能是因为地震很小的原因，在整个地震的过程中，我竟然是一个很兴奋的心情，呵呵。毕竟
是第一次嘛，地震结束的时候甚至还有种没尽兴的感觉。当然了，这是很危险的，下次一定会认真地对待地震的。 晚上看新闻才知道，这是一次7.0级的地震哦！只不过震中在北海
道的东南部，我是在道中，所以感觉会比较小。总之，今天算是有了一个人生的第一次，虽然像地震这样的体验是越少越好，但是这也能使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 趁着这个地震之
后的时候，希望各地的朋友在国内、国外都能平平安安地度过每一天。 P.S：今天接到了网络公司的电话，估计距离由网络的日子就越来越近了。有网络的话QQ和ＭSN就可以用
了，也就不用总麻烦东田同学了。好了，今天就写到这里。 好想大家啊！

徐 佳凝的日记



日本的寂静

2008.09.17

　　来到日本之后，今天是第15天。每天都听到飞鸟的叫声，火车的汽笛，天空清澈得像玻璃。心情很舒畅。来日本之前，我以为那是像盛开着的樱花一样热闹的地方。不过，现
在从学校到宿舍一个人走路，听见自己的脚步声，觉得日本非常寂静。我说的寂静不是使人感到害怕的那种，而是使人感到亲切和善的安静。路上有几棵树，风一吹，叶子就飘飘摇
动。它们好像向我说着“欢迎你到日本来”。这种打动人心的安静，会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徐 佳凝的日记



两连胜

2008.09.19

今天好高兴的。 继上周的微分考试得了满分之后，今天的积分小测验又得了满分。光荣取得两连胜！还好自己在国内自学了一点微积分，才听得懂这里的课。现在已经能用日语表
达自己的解体思路了，也算是进步吧。化学课虽然能听懂，但是元素的日语读法到现在还是有些头疼的，还好现在讲的东西和元素的关系不大。物理在将多普勒效应，有些深奥，但
是还好基本可以理解它的含义。现在很期待考试啊！很想体验日本的考试氛围，总之在中国的学校临近考试的时候气氛好紧张的噻。10月初有一次定期测验，现在大家都在为这个
努力，我也不例外，虽然前半段的课根本没学到，但我也会尽力做到最好的！为自己加一个油！

徐 佳凝的日记



情报课

2008.09.19

今天的情报课上，老师布置了制作报纸的任务。在我想和别的同学一样参与的主动要求之下(这里留学生一般不参与正常的课内活动)，老师把我和其他的3名同学分到了一个制作小
组。我们的题目是有关食品的。我主要负责撰写外国人眼中的日本食品的那一部分，而且负责最后报纸的设计与排版(还是这个比较擅长，嘻嘻)。总之一定是一件很高兴的工作了！
估计最艰难的就是写一篇800字的日语的报告喽！不管怎么样，能融入同学当中，高兴的说！相信一定会成功的！

徐 佳凝的日记



上街

2008.09.20

因为带的衣服相当少，导致周末几乎没有衣服穿。(而且这里没有穿运动服出门的)所以今天带着自己那点”家产”，向札幌市中心进发！ <序曲：找路> 好大的火车站啊！我的目的
地JR塔 在哪呢？左三圈、右三圈整个火车站转了个遍终于发现自己就在其中啊！晕~~真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啊. <正文：买衣服> 找衣服，找衣服。唉，这里的衣服有点太”酷”
了，我都不好意思穿出去的。自己买衣服真的好寂寞啊！像一个幽灵一样飘忽在大楼里，(保安不会以为我是小偷吧…)。最终下定决心买了一个GAP的外套、一套未知日本品牌的衣
服。好多钱~呜呜 <外传：展望台> JR塔的展望台很有名的哟！那就顺便去看看喽！600日元，不管了，豁出去了，我还没看过完整的札幌呢！哇，好壮观的噻，一座座大楼从山里
冒出来，再穿进云彩了。看这个风景对心灵是一种洗礼啊！眼睛算是占了便宜了。 <尾声：腿疼的哦> 走了，一天回到了宿舍。啊，好累啊！坐在床上，处理照片。写写日记，冷不
丁的一站起来，啊啊啊，腿好疼啊！看着照片，腿疼就疼吧，眼睛再去安慰安慰腿吧，呵呵。 好了，这就是这一天了，明天干什么呢？

徐 佳凝的日记



我要学 ~小提琴~ Voilin

2008.09.21

今天突然有了想学小提琴的想法。说来也很遗憾的啊，喜欢听小提琴的，却一点都不会啊！(郁闷…) 在网上找到一个小提琴教室，确定了方位，出发喽！(再次特别鸣谢Google网站
提供出行路线) 到了大通公园后，有了意外发现！这里在举行食品节！！看到了我期盼已久的札幌味噌拉面，啊啊啊，好长的排啊！一定会很好吃的…. 5分钟 前进了一点点…. 喐悶
10分钟 又前进了一点点 抓誑 。。。。。。。。。。。 蕝朢 30分钟 终于到我了！！！ 噭憅 还好，没有让我失望。超好吃！！30分钟的等待没有白费啊！！值了！昨天是眼睛有福
气，今天是肚肚有福气！腿总是最遭殃的，改天一定要补偿一下，呵呵。以后谁要是来的话，我一定请你们吃拉面，嘻嘻！ 之后是坐的有轨电车去拜访了小提琴老师。老师姓武
田，据说是个蛮有名的小提琴家呢！(很遗憾，没看到老师，看到了管家，好亲切的老奶奶啊~~)现在已经决定要去学习小提琴，毕竟在国内没有时间，而且这样能接触更多、各种各
样的日本人，也算是我来这里的意义吧！ 回来之后，由于没有买晚饭，就尝试着用了一下宿舍里的电炉子，并且做了一道我最拿手的菜——方便面！嘻嘻，还是蛮好吃的哦！以后
看来要好好利用那个炉子了！！！ 今天最大的收获还是决定了要去学小提琴，这样能不荒废我的周末(这里的学生很好学，周末很少出门的)。当然，拉面也是一大收获！ ~哈哈，今
天心情超级好，哈哈~

徐 佳凝的日记



过得很充实！

2008.09.22

今天是我来到札幌的第16天，两个星期多了，好快的。假期很多，导致我现在还没有上过完整的一礼拜课！虽然每个礼拜都有假期，还有长达两天的双休日，但是过得的确很充
实。自己去了很多地方，“円山公園”、“時計台”、“テレビ塔”、“JRタワー”、“大通公園”、还有那位至今没见到面的小提琴老师的家。明天是秋分，又是一天的休息，打
算去“旭山動物園”看看，看宣传画上画的好漂亮的！拍些录像，回来做个视频。哈哈，又有事忙活了！说起来最近的事也是够多的了，有一个英语的演讲比赛，一个日语的演讲比
赛，情报课的800字的食品报告，以后还会有小提琴课，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12月份的一级考试(还是有些没底啊)，10月份还有定期考试，也要加油的哦！(虽然大部分内容我都没
学着)明天肯定又是好累的一天，我的腿哦~~还没有恢复元气，就又要长途跋涉了！先和自己的腿说声抱歉吧，ごめん。以后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好好补偿自己这两根任劳任怨的腿腿
的！ 今天回“家”的路上，第一次一边听歌一边安静地压着马路。和着风儿的呼呼，歌儿飘飘地飞进了耳朵里。有的时候走在路上，看见周遭安逸的屋子和学子，突然觉得那是一
幅唯美的画卷，有一种微笑的预感。就像在一间有很大落地窗的屋子，阳光大片大片的扑来，风儿吹着落地的窗帘，吹着玻璃杯里清水中的向日葵。 微笑的时候，世界是粉色的。
兴奋的时候，世界是红色的。 苦恼的时候，世界是灰色的。 生气的时候，世界是紫色的。 下雪的时候，世界是白色的.....

徐 佳凝的日记



过的很充实

2008.09.23

过得很充实！ 今天是我来到札幌的第16天，两个星期多了，好快的。假期很多，导致我现在还没有上过完整的一礼拜课！虽然每个礼拜都有假期，还有长达两天的双休日，但是过
得的确很充实。自己去了很多地方，“円山公園”、“時計台”、“テレビ塔”、“JRタワー”、“大通公園”、还有那位至今没见到面的小提琴老师的家。明天是秋分，又是一天
的休息，打算去“旭山動物園”看看，看宣传画上画的好漂亮的！拍些录像，回来做个视频。哈哈，又有事忙活了！说起来最近的事也是够多的了，有一个英语的演讲比赛，一个日
语的演讲比赛，情报课的800字的食品报告，以后还会有~尒提噖~课，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12月份的一级考试(还是有些没底啊)，10月份还有定期考试，也要加油的哦！(虽然大
部分内容我都没学着)明天肯定又是好累的一天，我的腿哦~~还没有恢复元气，就又要长途跋涉了！先和自己的腿说声抱歉吧，ごめん。以后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好好补偿自己这两根
任劳任怨的腿腿的！ 今天回“家”的路上，第一次一边听歌一边安静地压着马路。歌声和着风儿的呼呼，飘飘地飞进了耳朵里。看着周遭的静谧的房子和那要从房子的缝隙间溢出
来的夕阳，有种想在马路上蹦跳的渴望(但是条件不允许，书包沉得要命)。好想找到一个长着高高的大树的林子，一个人享受着属于自己的一线线阳光，享受风儿流过的快乐...

徐 佳凝的日记



札幌的天空

2008.09.23

今天是休息日，没有按照计划去动物园，自己坐在屋子里，傻呵呵地望天。听着小島(こじま)老师推荐的曲子，安静地、一个人，写写文字，做做作业，享受这久违的清静。 我喜欢
天空，白色、灰色、蓝色、黄色...不和谐地交织。总想找到一个地方，能看到天空最美的角落；能抓到天空的边际，能瞥见掌管世间万物的诸神。以为天空是寂寞的，那么巨大，以
至于没有人能听到他的倾诉，他就一直那么一言不发地站着，偶尔打打雷、下下雨、发发脾气。他的苍凉让我有些心痛，于是，我透过窗仰起头注视着天空，祈望穿过雨帘透过云
层，我可以读懂苍茫的天空。我多想渗过云层，找到那屈原所说得九层天盖，变成一只鸟儿，陪着天空听着他的唠叨，他的抱怨。但"我多想"距离现实是那么的遥远，只好在这里祈
祷，祈祷鸟儿为天空歌唱... 为什么天上有云彩，因为天要掩饰他寂寞的眼泪。 为什么下雨鸟儿会低飞，因为它们想让天空安静地哭泣... P.S：照片是我拍的札幌的天空

徐 佳凝的日记



强步会计划！！

2008.09.25

明天是 强步会 了，要走27公里。一定会很累的。 我打算针对这个活动，制作一期特别节目。以前做的视频都很短，很简单，这回有了很好的素材，打算认认真真地做一个视频。这
几天坐校车回去的时候已经将沿途几个比较重要的拍摄点确定了方位，和届时的拍摄光线(感谢google网站提供沿途的航拍图像)。几个拍摄的场景也在这几天回家的路上想好了。这
次的拍摄可是花了很大心思的哦！不过明天有可能会下雨，那就会很大程度地影响拍摄效果喽！但是我认为其中的内容，大家拼搏和坚持的精神才是最重要的。只要能把大家的这种
精神体现出来，我就很满足了。哈哈，现在越想明天的事就越兴奋。现在所有的设备都已经准备齐全了，摄像机，小话筒(采访用)，手电筒(怕下雨阴天影响光线)。一切就绪，希望
明天大家能好好表现喽！ 明天，充满期待...

徐 佳凝的日记



祝神州7号发射成功

2008.09.25

马上就要发射了，我正在网上看直播，心情很激动，就写了这篇日记，衷心地祝福神州7号一切顺利！祝3名航天员安全返航！

徐 佳凝的日记



强步会

2008.09.26

<开始> 很早就到了学校，就已经感受到了今天特殊的气氛。调试了摄像机之后，就开始和大家闲扯着唠不完的嗑。再之后就是体育老师说着一些我没听懂的东西，最后没有什么出
发的口令，就这样静悄悄地出发了！开始了我28公里的旅程！ <林间小路> 首先走的是在森林公园里的小道，风景美的没得说！和其他两名同学，嗅着森林里泥土的清香、沐浴着
被树叶过滤的阳光、开着不着边的玩笑(日语的)……就这样慢慢地溜达，转着自己圆圈，拿着摄像机傻呵呵地到处拍、到处照，像个神经病一样，呵呵。享受着自然给予的惬意与闲
适。 <超长小马路> 还带着呆呆的享受的表情，走出了那个神奇的森林。走上了一条超长的小马路，路的两旁开满了小花。继续和同学的闲扯，不时地抱怨着通过的卡车的噪音，冲
着卡车的尾巴玩笑地唠叨一句”うるさい”就这样一直说笑着，都忘了录像。走着走着，突然看到了一大片野生的薰衣草，好美啊！感觉超幸福！！！ <终点：希望来了> 虽然沿途
的风景很美，但是毕竟是20多公里了，自己的腿已经要罢工了。但是看着比自己晚20分钟出发的高三学生都到我前面去了，无语了…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开始了暴走，终于在最后的
500米听到了老师说终点就在前面。这时的我顿时感到老师这么亲切啊！在最后拼搏了500米以后，终于到了终点！累死了，但是超高兴的！ <后传> 回来之后，有些失望，因为是
一边走一边录像的，所以手不是很稳，画面很抖。照的照片也是很模糊。因为自己实在不能忍受自己照出来这样的照片，于是把照片全都删除了。因为照片都是风景，所以打算周末
的时候去补一下，然后给大家做一个视频看，很抱歉啊，看来还得麻烦大家等等了。最后又一个人傻呵呵地望天，照了一些照片。 今天很累，很复杂…

徐 佳凝的日记



神舟7号预告

2008.09.26

神舟7号中的宇航员中的一位将定于明日东京时间17：30左右出舱，进行太空行走，并进行两项科学实验。大家无论如何要关注一下哦！现在的神舟7号一切运转正常，已经进入了
绕地圆形轨道，让我们一起为神7祝福吧！

徐 佳凝的日记



神舟7号宇航员成功出舱

2008.09.27

今天看了整个出舱的全过程，非常的感动。再出舱之前，心里怦怦地跳很紧张。再看到宇航员从轨道舱里出来的时候心中是说不出的激动！听着宇航员在宇航服里向全国人民问好，
报告着神舟7号一切正常。过了一会之后，另一名宇航员在轨道舱里递给在舱外的宇航员一面五星红旗。看着在太空里的国旗，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在舱外活动了15分钟左右后，
宇航员回到了轨道舱，关上舱门，等待舱压恢复…整个过程都非常成功。直至现在，我的内心还是不能冷静。最后传两张历史性的图片。 可能有些语无伦次，请大家原谅。

徐 佳凝的日记



今天吃饺子

2008.09.28

由于周末宿舍里没有午饭，所以到超市里自己解决。今天到超市逛啊逛，一个不留神，发现了在冰柜角落里的一袋速冻饺子，是猪肉馅的。虽然不是自己最喜欢的馅，但是在国外能
看到饺子还是很幸福的。回到宿舍后，严格按照程序，完成了做饺子任务。吃着自己做的饺子，心里还是暖暖的。非常好吃的哦，推荐大家也去试试，而且速冻饺子很便宜。 最后
祝贺神舟7号全面成功

徐 佳凝的日记



My Test

2008.10.10

因为考试之前一直在忙着考试，所以好久没有来写东西了，昨天终于考完了，先说说考试的情况吧。 数学B <一身冷汗> “考试的内容还不是很简单，就是题太少了吧。”这是我在
交卷前18分之前的想法。但是当我不经意地把卷子翻过去的时候，我发现这张卷子是两面的。晴天霹雳….老师平时的考试和测验卷子都是一面的！没办法，抓紧时间吧！呼~踩着铃
声把卷子答完了，好险啊！ 英语 <比较迷茫> 迎来了我的英语考试，语法由于已经两年没有学了，基本上全都忘得精光。全都是靠着语感往上写。没有几道题是感肯定对的，弄得
我很迷茫。不过阅读、作文和听力还是非常简单的。所以总的来说，英语考得还可以啦！ 数学Ⅱ <信心十足> 这个数学主要考的是微积分的内容，虽然国内老师没有讲过，但还好
自己作为兴趣学了一点，所以这次的考试不是很难。所有的题目提前20分钟答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个也是我目前感觉靠的最好的一科了！ 物理 <只做尝试> 因为物理考试的
大部分内容我都没有学过，所以这次考试只能说是尝试罢了。虽然之前自己把没有学过的内容看过几遍，但是没有老师讲，效果还是差很多的。这次物理考试的小失败也给自己今后
的物理学习很大的动力，因为我发现物理很有意思，国内的课程可能比较枯燥，但是这里的物理课相当有趣，所以我打算今后好好学物理，”光的干涉”、”电磁诱导””粒子波动
性”我要把你们一一击破！ 化学 <无奈日语> 本来化学考试的内容本身不是很难的，但是最令我头疼的是日语。各种仪器的名称，各种元素的名称，各种药品的名称。都是专业术
语，而且没有汉字。最无奈的是第5题，三个问题里面都出现了”量筒”，但是我不知道那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不知道这个是”量筒”这道题是没得解的，最后没办法，我只
能很无奈地在答题区写着“ "メスシリンダー"は何ですか？”。现在想想写的这句很白痴的话都会发笑。 不管怎么样，这个不大不小的考试总算是考完了。当然也不能就此放松，
毕竟12月份还有一级、明天初还要在日本考一下Toefl。总之大家一起加油吧！

徐 佳凝的日记



剪刀石头布

2008.10.14

今天在学校做日语阅读的时候读到了关于剪刀石头布的文章，所以突然有了用电脑编辑一个这个游戏的程序。 在学校用了7分钟构思了程序的脉络，并且把框架写好，回宿舍后开始
进行编写和修改。下面介绍一下创作的过程中的各个版本。 这个版本是最原始的版本，是这个程序的雏形，但是也是最粗糙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只是简单地运行了整个程序。而
且不支持循环功能，也就是没有"Try again!"功能。而且在空格的数量上没有严格地控制，导致游戏界面比较混乱。 正如其名，这次更新版本增加了广大玩家(就我一个)所要求
的"Try Again"功能。并且调整了页面布局，让各位玩家更能享受本传统游戏所带来的快乐。但是本版本并没有突破性的更新。 在V1.1一段时间之后，广大玩家(还是就我一个)又开
始声讨本游戏制作公司之游戏质量低下，所以本公司在V1.0和V1.1的基础之上，开发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剪刀石头布V2.0 官方正式版》！在V2.0版本中，玩家在游戏结束的时候
可以看到自己的胜率，使游戏更具有竞技性，增加了游戏的可玩度。从功能的完善程度来看就可以预测这将是一款引领时代的游戏，果不其然，该版本一经问世，引起了游戏界的轩
然大波！各个销售厂商竞相购买该版本的销售权，使游戏在最畅销游戏的榜单中连续上榜300周...有点扯远了，总之这是一个比较完善的版本。 继V2.0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徐氏公
司并没有不思进取，而在V2.0发布不久之后，免费在互联网上发布了V2.1补丁。在该版本中，除了显示胜率以外，还会具体地显示每一次的胜负情况，便于让玩家在每次游戏之后
通过分析自己的游戏成绩，发现手气变好的规律。而取得更多的胜利。 虽然现在的《剪刀石头布V2.1》已经有了相对完善的功能，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大家有什么更
好的点子，一定要留言哦！本公司承诺，提供点子的玩家将会收到本公司赠送的游戏大礼包(包括《剪刀石头布V2.1》、《猜数字V1.5》、《运气测测测V2.0》)。最后感谢各位听我
说了这么多，作为回报我将本游戏代码公开。 再附一张游戏截图，嘿嘿！ 游戏代码如下： import java.util.Random; import java .io.*; class TG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IOException { BufferedReader stdin = new BufferedReader( new InputStreamReader(System.in)); Random rand = new Random(); int r = 1;
double q = 0.00; double w = 0.00; double p = 0.00; double o = 0.00; double f; System.out.print("Please enter your name "); String s = stdin.readLine(); while (r == 1) {
int a = rand.nextInt(3); System.out.print("1..Stone 2..Scissors 3..Cloth "); int b = Integer.parseInt(stdin.readLine()); int c = b - a; switch (c) { case 1: {w = w + 1.00; p = p
+ 1.00; System.out.print("Same. \nTry again? 1..Yes 2..No"); r = Integer.parseInt(stdin.readLine()); } break; case 2: {w = w + 1.00; o = o + 1.00; System.out.print("You
Lose. \nTry again? 1..Yes 2..No"); r = Integer.parseInt(stdin.readLine()); } break; case 3: {q = q + 1.00; w = w + 1.00; System.out.print("You Win. \nTry again? 1..Yes
2..No"); r = Integer.parseInt(stdin.readLine()); } break; case 0: {q = q + 1.00; w = w + 1.00; System.out.print("You Win. \nTry again? 1..Yes 2..No"); r =
Integer.parseInt(stdin.readLine()); } break; case -1: {w = w + 1.00; o = o + 1.00; System.out.print("You Lose. \nTry again? 1..Yes 2..No"); r =
Integer.parseInt(stdin.readLine()); } break; } while (r == 2) { f = 100 * q / w; System.out.println("Game over"); System.out.println("Name " + s);
System.out.println("Win........................" + q); System.out.println("Same......................." + p); System.out.println("Lose......................." + o); System.out.println("All........................"
+ w); System.out.println("Winning Percentage........." + f + "%"); r = 0; } } } }

徐 佳凝的日记



背单词小工具(日语单词版)

2008.10.16

今天用午休的时间，完成了《背单词(日语单词版)》的程序撰写。回到宿舍后，把写在课表后面的程序编辑到在电脑上。 这个程序可以自定义所需要背的单词，首先输入要背的单词
的汉字，然后输入假名。然后开始小测试，电脑随机出现刚才所输入的汉字，然后我可以输入假名，电脑会判断我的答案是否正确。当我输入Cancle的时候测试结束，届时电脑会
告诉我对几个，错几个以及正确率。晚上用这个程序复习了今天学的1级单词，感觉很有趣！不过很遗憾的是我至今没有找到打包成大家电脑能读取的形式，要么就可以把这个发给
大家背单词用了，呵呵。但是，如果大家的电脑里面有安装jdk的话，就可以直接读取我的程序的java编码了。因为这次的程序比较长，一共有302行，就不发到网上了，如果大家想
要的话，可以留言，我给大家发过去。 最后附3张程序截图

徐 佳凝的日记



最近的事

2008.10.23

最近一直没有写日记，今天就把最近的事一口气都说了吧！ <最高兴的事：久违的老师们来了！> 最近最令我高兴的莫过于小岛老师和山崎老师来北海道啦！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
候，我既惊奇又高兴，可以说是很惊喜啦！ 当在学校看到老师们来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亲人一样，呵呵。之后和老师们说了很多近来的情况。晚上去吃了广东料理。(说实话，在
国内我也没吃过广东料理，所以也算是第一次尝试了！)晚饭好吃是一定的啦！还遇到了一些前辈，让我受益匪浅。最令我吃惊的是，老师们把我的小提琴老师也请来了，虽然和小
提琴老师才见过3次面，但是和小提琴老师关系还是很要好的，主要是老师很亲切，很平易近人啦。晚饭上说了很多事情，有我听懂的，还有很多我没听懂...(惭愧啊)。因为大家谈的
都很高兴，而且我没有手表，所以一谈就忘了时间，10点多才回到宿舍(门限是9点)。和亲切的寮长先生郑重地道歉之后，寮长先生还是一如既往地原谅我，我都很不好意思的啦。
总之很高兴，很开心，而且老师们的到来对我来说给这寒冷的北海道带来了温暖。 <最新鲜的事：小提琴课> 到目前为止小提琴已经上了两次课了，果然像很多人说过的那样，好难
的。那弓的方法就有很多讲究，还有拉的时候弓要时刻保持和弦垂直，还有一共4根弦的琴，拉的时候只能让弓碰到1根(目前的要求是这样)，虽然很难，但是课程很有趣，老师也很
亲切。嗯，以后一定要好好学小提琴，不能辜负老师们的期望啊！ <最具挑战的事：演讲比赛> 还有一个礼拜有一个演讲比赛，稿子已经写好了。现在正在背，但是写的好长啊！总
共有1200字左右(Microsoft Office Word 统计的)。这里特别感谢 大东 老师帮我修改演讲稿，让演讲稿的语言更加自然了，还给我提供了很多资料，真的很感谢老师。总之不好的
是只有一个礼拜就要参赛了，好的是还有1个礼拜我可以加油的！呵呵，重在参与。 这就是最近的事了，有点忙，但是很高兴！

徐 佳凝的日记



我的小提琴

2008.10.26

把我的小提琴的照片贴上来哦！ ピカピカ的呦，声音也很好听的哦！ 很喜欢的喽！

徐 佳凝的日记



再贴几张小提琴照片(好喜欢小提琴)

2008.10.26

因为越看越感觉小提琴太好看了，再来贴几张照片。 不要嫌我烦哦。

徐 佳凝的日记



I Love JUDO

2008.11.05

今天上了柔道课，其实这是第二次上柔道课。我渐渐地喜欢上了这门运动。从热身运动到二人小比赛，都让我感觉既新鲜，又有趣，老师教了很多柔道里的"必杀技"，呵呵。 因为我
的身体很硬，在享受柔道乐趣之后，现在身体的各个关节都好疼啦！ 总之，相比于身体的疼痛，柔道带给我的更多的还是新奇与快乐。 最后加一句，昨天札幌下了第一场雪，相信
很快就会看到雪景了，期待ing!

徐 佳凝的日记



北海道今天下雪！

2008.11.20

这已经第三场雪了，不过是第一场大雪，从昨天晚上一直下到今天下午。很冷就不用说了，不过风景非常漂亮！完全理解了什么叫做雪白的世界。尤其是下午雪停了的时候，蓝天、
阳光、白雪....很难用语言形容的壮美！ 说完风景，来说一说我吧。今天在公交车站和另外两个美国留学生打雪仗，哈哈，超有趣的啦！由一开始的有计划的夹击战术，到了后来的
一片乱战。总之玩的很疯狂！ 嘿嘿，最后贴几张照片

徐 佳凝的日记



打年糕

2008.11.23

今天和一些住在宿舍的同学一起去打年糕，很有意思！拿一个好大的锤子去打那个小米团。（锤子好沉啊！）打了几回之后胳膊就已经吃不消了...劳动之后，我们开始享受我们的劳
动果实。有酱油泡的年糕，花生酱的，还有..纳豆的(还是不习惯纳豆啊，吃了1个，就不敢吃第二个了)，其他的还是很好吃的。打年糕也非常好玩！ 还有我发现一件事，北海道自从
上次大雪之后，就开始天天下雪。。怪不得这里的人说，时间长了就会感觉下雪很うんざり了。呵呵，趁着还没有うんざり之前，我得尽情享受北海道的这些晶体H2O带给我的乐
趣！

徐 佳凝的日记



初冬奏鸣曲

2008.12.07

序曲： 12月1号 AIDS DAY。 在世人宣传防艾滋病各种知识的同时，我迎来了我的第17个生日。回到宿舍的时候就收到了交流中心的老师们寄来的礼物，很感动的啊！之后收到了
很多祝福，总之生日过的平凡但不平庸。 第一乐章： 12月4号-12月5号 CAMPUS TOUR 和同学们一起去了东京参观各种大学，东大，东工大，一桥，上智，早稻田，庆应。 刚一
到羽田机场就感觉到了东京的温暖，进了地铁这种温暖就变成了“炎热~HOT~”。之后我们就开始了第一天的参观。先是早稻田，校园很漂亮的啦(后来发现都是那么漂亮)。之后
和几个哥们儿一起去了东工大，嗯....感觉很像工厂。但是我很喜欢东工大的气氛，这里简直是理科的天堂！然后是一桥大学，我感觉一桥的校园是最漂亮的啦！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
觉。最后是上智大学，说实话，感觉不是很深刻....晚上是在武道馆附近的九段会馆住的。因为上智的食堂没有开，所以是在宾馆附近的便利店买了东西在房间里“野餐”。买东西的
时候一个好哥们给我推荐了一个类似于冷面的东西(但是味道不一样哦)，无与伦比般的好吃，除此之外买了自己最喜欢的饭团(画外音：饭团，我的最爱)。吃完了饭是来自东京各个
名牌大学的前辈们的交流会，虽然主要讨论的入试问题和我关系不大，但是在讨论大学的内部气氛，大学的相关的情报的时候，我还是获益很多的。在讨论了2个半小时之后，我们
与前辈们告别。回到了房间，胡闹一通之后大家倒下就睡着了，毕竟坐了一天地铁(or JR)，大家都很累了(插一句：住的是和室，感觉很像东北的“炕” 呵呵) 第二天起来之后就去
了有名的“河合塾(かわいじゅく)”，不过我比较喜欢叫它“可爱塾(かわいいじゅく)”参观了一圈，听了一个老师的一番很激励人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是“かわいい塾 很 かっこう
いい”在经过了可爱塾的一番头脑风暴之后，就来到了给人精神上震撼的东京大学。不愧是东大，校园漂亮的不用说，每一个角落都给人一种经历百年沧桑的感觉，仿佛整个校园在
想我们诉说着他光荣的历史。最后在东大吃了本次旅行的最后的午餐，嗯....东大的午餐也很好吃。东大之后是最后一个大学，庆应大学。本应该可以好好参观一下的，可是天公不作
美，偏偏下了大雨，没办法，只好提前结束了参观，直接去了羽田机场，结束了这次东京之旅。很累，很高兴... 第二乐章： 12月7号 Japanese Test Level 1.0 在这里奋斗了3个
月，今天迎来了我的Judgment Day。1级考试日，说实话，我还没有准备好。毕竟才学了3个月的1级，多少有很多的勉强，几次模拟都是压着70%的线。但是今天算是考完了，也
总算了丢掉了一个包袱。回想前3个月奋斗的一幕幕，感觉收获的远要比考试本身要多得多。很充实，很激情，很累... 尾声： 1月23号-1月24号 英检1级、Toefl考试 在日语考试结
束之后，下个奋斗目标就是还有将近一个月的两个很有难度的英语考试了！转移了奋斗目标，不变得奋斗的那份热血和激情！あくまでも、頑張ろう！ 这就是我初冬的奏鸣曲，并
不华丽，却不失风雅 P.S：2009年的日语能力考试1、2级将于2009年7月初开始，估计本月末应该可以报名了，大家要注意啊！！！

徐 佳凝的日记



I LOVE Home-stay

2008.12.24

从上周开始，大家开始了愉快的寒假生活，与此同时，我的Home-stay生活也开始了。 那么，开始介绍Host Family ！ Host Mum 很酷！　说"很酷"，虽然有点失礼，",不过除了
“很酷"我实在想不出更恰当的言词了！银色的头发，好吃的饭菜.....并且，不仅漂亮，而且是一位很温柔的Host Mum。肚子饿了的时候，可以给我作好吃的饭菜，学习的时候，给
我倒咖啡，每天，给我洗脏衣服等等！真是亲切的妈妈啊！ Host PaPa 怎么说呢¨Host Papa好像每天都很忙！到现在为止，只见了一次。但是，虽然只有是一次,却给我留了深刻的
印象。我与朋友看电影的时候，Papa，从隔壁的房间把特别重的椅子搬出来给我们坐。到现在为止也很感动！ My Friend 特别认真的人哟！每天，从下午开始学习一直到次日凌晨
2点。话虽然少,但是很热情的朋友。总是帮助我，照顾我。从表面来看，像是只知道学习的学生,不过，实际上，他玩游戏也很厉害！到现在为止，我还没赢过他呢.....啊，还有就
是，他特别帅哟！ 总之，I LOVE Home-stay 对了，最近参加俱乐部活动了，放送局[妄想局(在部日志上那样写了)..笑]。关于俱乐部活动，以后再说！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徐 佳凝的日记



C’est la vie

2009.01.06

首先和大家說一聲遲到的新年祝福。  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  然後說一下我的假期吧，每天都能Home-stay是我假期最大的幸福。儘管每天學習N多小時要很累，但是還是樂在
其中的。為甚麼快樂我也不知道，但是的的確確過了一個很好的假期。  假期的娛樂活動：  首先我和家人去了函館，在那裡過了新年，讓我感覺很有國內春節的氣氛。而且順便
去看了世界三大夜景之一的函館夜景。It’s FABULOUS ! 和Host Papa登上函館山，俯瞰函館，燈光，海岸線呈現了完美的 Y2=|x|+a 雙曲線形。路燈、海岸、街道、一切搭配得
就像是一場完美得巧合。如果說大自然是上帝的完美的雕塑，街道的光影是人類絢麗的畫卷，那麼函館就是兩者共同演繹的奏鳴曲，交織在這浪漫城市的巷里街頭。  在家的時候
我也有我的娛樂，做一做視頻，拉一拉小提琴，聽一聽音樂。除了這些之外，我在這個假期找到了新的有意思的事情，自己做CG。用的軟件名字叫做POSER,是一款很容易上手的軟
件。建議大家也可以去試一試，電氣屋都有賣的平常學習之餘，用它做了很多“人”，還給他們配了音，還是蠻有意思的。其中一個據我的同學說很像現代文老師.....(我不是故意的
啊.....)。  這些差不多就是我假期的娛樂活動了，嘿嘿！  假期的學習活動：  因為要在大年三十考TOEFL，所以假期主要是以TOEFL為學習對象了。每天沒在 TOEFL的Reading
中，因為TOEFL的文章都是科技文，所以看起來還是蠻長見識的，甚麼美國內戰，太陽系中的生命，等等，真是涉及到各個領域(我要瘋了......)  TOEFL聽力方面，我基本上每天沒
事遒看Discovery。第一，它要比考試題有意思。第二，我認為第一點很重要，嘿嘿。其中Discovery的有一系列專題節目叫做“破壞實驗室”我感覺很有意思，通過做很多驚險的
實驗來解決問題。  口語上，因為害怕自己總不說英語嘴生，現在養成了一個很嚇人的習慣。經常在大街上一個人用英語自言自語(還好大街上大部分人都沒聽到)。相信考試的時候
面對電腦也不會有陌生感了。  說了這麼多英語，其實我也得下狠功夫在日語上，因為開學之後就要上現代文課了。聽說現代文老師很嚴厲，負責留學生的大東老師特意給我準備
了兩本初級現代文的書，讓我假期好好研讀，看來不能懈怠啊！  總之有很多需要學的啊，而且每天和同學要一起學習到2點半左右，有點累，但是很值得付出。 雖然假期還沒有
結束，但是目前我已經對假期很滿足了。有歡樂，有滿足，有疲憊，有懈怠。生活就是這樣多姿多彩，C’est la vie ! P.S: 說明一下照片，第一張是函館夜景，很抱歉啊，照虛了。
第二張就是我做得傳說中很像現代文老師的CG。第三張是一次下大雪，在學校門口照的。

徐 佳凝的日记



我和三文鱼的故事

2009.02.07

话说前一阵在札幌市白石区某Big House 超市中，一盒三文鱼片被一个中国交流生买走。随后该生将此鱼放入冰箱后便置之不理，鱼很生气，因为它不希望自己的是因为变质而被
扔掉，所以它托梦给该生要他把自己吃掉。该生获得了梦的启示之后，猛然记起他还有一个三文鱼朋友被遗忘在在冰箱的角落里，于是他下定决心，无论手艺如何，要好好地"处
理"这位朋友。 在冥思苦想之后，他决定烤掉这位三文鱼朋友。虽然有些残忍，但是三文鱼是高兴的，因为它摆脱了变质被扔掉的命运，其实这个学生也是高兴的，因为他连早饭还
没吃....在这些美好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烹鱼正式拉开了序幕。该生运用了平时煮方便面时的技巧，熟练地将炉子准确地向逆时针方向旋转27度，之后便是预热的等待时间，这个时间
虽然很短，但是对于这两个生物来说，都是很漫长的。在预热结束之后，该学生毫不犹豫地将三文鱼片扔进锅里。三文鱼在锅里嘶鸣着，这嘶鸣带着很复杂的意味，一方面是受着三
味真火的"烤"验，一方面是即将转变命运的喜悦。与三文鱼同志复杂的心理活动相比，该学生的心理却很简单，他只想把它吃了，以满足自己的各个消化器官！就这样，两个生物怀
着不同的心情，一起度过了15分钟。其实，这15分钟的意义也很复杂，对于三文鱼来说，这15分钟是它作为生三文鱼最后的15分钟，而对于这个学生来说这只是一个周六的某一小
时中的15分钟..... 银色的锅胆，红色的鱼肉，灰色的鱼皮，白色的鱼刺。就这样一片生三文鱼转化成了熟三文鱼。而这个学生呢？面对着他从超市里辛辛苦苦买来的三文鱼朋友，他
没有流下感动的泪水，他没有流下辛勤的汗水，他流下了口水！！！他一口，两口，三口......这个学生吃完了鱼，消化器官们很满意。鱼也升华了，尽管在生前的一段很痛苦，但它
摆脱了变质被扔掉的命运。就好比是凤凰的浴火重生，这块三文鱼的灵魂得到了火，锅，该生等等的洗礼，它再也不是那个在冰箱阴暗小角落等待变质的生三文鱼了，它是被吃掉的
熟三文鱼，它死的高尚，死的有尊严，让我们为这块三文鱼致敬！！！ 这就是我和三文鱼的故事，可能我说的比较啰嗦。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我买了一盒三文鱼，我尝试着把它做
了，并把它吃了。That's all. P.S: 附上本文主人公三文鱼被洗礼后的照片！

徐 佳凝的日记



有关能力考试的事情

2009.02.09

今年的能力考试在7月5号有一次，只有一级和二级，现在各个书店已经可以开始报名了。想考的不要忘了阿！

徐 佳凝的日记



关西神奇之旅

2009.03.27

这周去了一趟关西，堪称神奇之旅。 前传 我的前辈的朋友的房东，这个房东有认识我前辈的朋友，这个前辈的朋友和我的前辈关系很好，而且我和这个前辈还认识我，和我关系也
很好，他他着我们几个去奈良看一看，所以这位好心的老奶奶就为我们几个人买了机票，而且安排了住宿。（好热心的老奶奶啊~）随后我们就踏上了我们的关西之旅。 嗖~~~飞
走 第一天 事隔近一个月之后，我又回到了神户机场~ 怀念啊~ 下了飞机我们就直奔奈良的天理市。 轰~~~溜走 到了天理之后，简单地安顿下来，吃了晚饭就到附近的商业街区逛
逛了一逛。发现这里的物价出奇的便宜！不过什么也没买。。。那个上高中的会弹吉他，而且弹的老好了！！！然后我就和他学吉他，但是我很笨….我现在就记着那个最简单的A 。
唉~~ 呼呼~~睡觉 第二天 第二天，简单吃过早饭之后。老奶奶就带我们参观了一圈。最令我高兴的是，这里的樱花已经开了，是粉红色的艳丽型的樱花! 咔嚓咔嚓~~拍照 自由活
动时间了。我们决定先去奈良的法隆寺去看看。 轰~~~乗り換え＋乗り換え 话说我只有在日本史的教材上看过法隆寺的图片，这回看了真的法隆寺，果然很有感觉！很遗憾的就是
这里樱花没有开，遗憾~~在法隆寺吃了そば之后，我们就出发去了大阪。 轰~~~电车+电车 话说之前我联系了在大阪的王戴蒙同学，所以这次到了大阪城看到了久违的王戴蒙同
学。然后戴蒙同学就充当我们的导游，带着我们玩了一圈大阪城。说到大阪城，我也只是在日本史里面听说了很多。大阪冬之阵，大阪夏之阵等等啦~~这回见到了真的大阪城，果
然相当宏伟。唯一的遗憾就是樱花没有开~~哎~开了的话，这里就是绝景啊~~~ [抽泣ing 晚上我们去了大阪有名的道顿掘。热闹~相当热闹！各种店面都很有意思！还有很多好吃
的。戴蒙同学给我们推荐了有名的赤鬼的たこ焼き，超级好吃！！！！然后就是各处逛，各处照，各处吃~~总之很有意思就是啦~~我们一直玩到很晚很晚，回到天理，基本上倒下
就睡着了。 呼呼~~大睡 第三天 起了个大早，因为我们要赶6:40到京都的急行。 轰轰+呼呼~~1 Hour 到了京都，我们先去了有名的京都御所。那里需要预约才可以进，不过我们
很幸运，正好赶上了一批，不过是英语的参观コース。整个参观的人里面只有我们几个是亚洲的，头一次见到这么多欧美的人。御所里面是真的很美啊，从宏伟的宫殿到精致的小桥
流水都是美到家了！不过还是樱花就开了一两棵，可惜，可惜。 结束了京都御所的旅行之后，我们前去最有名的金阁寺。之前看大家的日记，照片都有金阁寺，去了之后果然不同
凡响。尊敬足利义满将军。[敬礼… 拿到了门票是一张祝福的纸，很有风格！总之玩的很爽！！ 然后是去了平安神宫，看到了那个巨大的那个神社的标志！真的很宏伟，很壮观！ 之
后去了一趟和我中国的学校合作的关西语言学院，看到了我很熟悉的前辈们。前辈们都刚刚结束大学的考试。都取得了很牛的成绩，有1个去了东大 [ 还有一个考上了东大，把东大
给拒了，牛！ 还有很多京大，东工，东北大的。真的都很厉害啊！[ 佩服ing 和前辈们聊得很开心，也给了我很多经验，受益匪浅啊！ 晚上在京都的四条逛了很长时间，买了很多お
みやげ，都是很好吃的点心。 今天是玩得最累得一天， 倒下+睡着 最终日 因为回去的飞机是在神户机场，早上诚挚地向老奶奶道谢道别之后，我们最后一天的旅程就是在神户玩了
半天。对我来说算是重游神户，不过，去了一趟上次没有去的异人馆，感觉那里很浪漫的说！在那里给小提琴老师买了おみやげ，是一个小提琴形的装饰品。 下午坐飞机回到了札
幌的新千岁机场，很累，很高兴。 谢谢老奶奶，提供了这次机会 谢谢前辈，给了我这次机会 谢谢交流中心，提供了所有的一切。 最后附上几张照片 第一张，樱花 第二张，是在道
顿掘的照片，很遗憾没进去吃东西 第三张，是在平安神宫看到的祈愿墙 所有的照片在 http://photo.xiaonei.com/getalbum.do?id=292189950&owner=255658147 欢迎大家去
看啊

徐 佳凝的日记



今天，我獻血了

2009.04.12

話説今天，上完了Apple Store的Logic Studio培訓課之後，在回宿舍的途中，看到了一個很慈祥的老大爺在宣傳獻血。想想我這一輩子還沒獻過血，説不定那天我的A型血真的能
在危急關頭派上用場。於是就去獻血了..... 到了獻血站，發現還有10多個人也在獻血(血友，嘿...)。簡單填了表之後，問了我一些關於身體健康方面的問題，然後開始血檢查。檢查的
時候抽了我左胳膊一管血，確定我沒有任何危險因素，呵呵(我還很健康，Yeah!)然後就開始正式抽血了，和檢查的時候不同，抽血抽了右胳膊的血，因爲我是高中，所有只能獻血
200ml。抽血的時候，還和抽血的阿姨聊天來著，她說我是她接手的第一個外國人，！光榮阿~ 話説抽血的過程還是很快的，2-3分鐘左右就結束了。然後醫生讓我在那裏坐10分
鐘，給了我喝飲料（嘿~）。走的時候還領到了紀念品，是個牙膏。還有做了獻血卡，每個月可以獻一次，我是打算每個月都去一次，只有4個月了，早知道的話，早就去了。唉~遺
憾阿... 最後，合十雙掌，希望我的200ml血能救人于危難之中。 p.s:附上照片！

徐 佳凝的日记



好久不見！　　

2009.04.30

同志們，好久不見了。大家都怎麽樣，身體還好吧。 看到大家住的地方都開花了，北海道上週日下了一場雪~~~ 碰巧，下雪的時候正在和其他的留學生在外面玩~~~唉~~~ 話説
最近加入了Apple Development Center ，雖説手續很麻煩，不過很有意思。在這裡簡單介紹一下吧，這個ADC是給iphone 或者 ipod 開發應用程序的，很有意思吧！不過我只是
剛剛入門，沒有能力編出那麽好玩的程序。前幾天把以前用Java編輯過的程序轉換到這個C語言環境裏面。之後~~ 我的Lucky 程序成功運行~ 心裏面很高興，繼續學習，爭取編輯
一些好玩的東西出來。東京集合的時候，發給大家玩。 除了玩電腦，我開始瘋狂地愛上讀書，周末經常買一本書，然後坐在麥儅勞裏面讀3-4個小時，讀完出來，會宿舍。也是很有
意思，還鍛煉讀解能力，一石二鳥~Yeah~ 總之， 我現在過的很幸福， 像是被上帝寵愛一般。 期待春天 期待櫻花 期待明天 最後，發上一張我的lucky程序的成功運行截圖

徐 佳凝的日记



La Otaru Romantique

2009.05.17

今天和去了北海道的浪漫之城小樽(不是和女朋友去的阿~大家不要瞎想)。尽管今天天公不作美，有些阴天，不过阴云下的小樽浪漫之外又多了一份神秘。我闲话不多说，都发在照
片里面了~ 更多照片，详见 http://photo.xiaonei.com/getalbum.do?id=303754758&owner=255658147

徐 佳凝的日记



全道出场~！

2009.05.30

5月28-29日： 北海道高等学校文化联盟第33回全道放送大会 第56回NHK杯全国高等学校放送コンテスト北海道大会 石狩地区大会 如上。。前天和昨天迎来了传说中的Nコン大
会。我的部活参与了ラジオドラマ和アナウンサー两个项目。其中我作为ラジオドラマ的SE&BGM係参与了编辑和制作。 先说结果吧**全道出场** 高兴+喜悦+兴奋+感动+... 在高
兴的同时，也看了别的学校的很多作品，学习到了很多不同的制作思路和手法，还很详细地做了情报收集工作，嘿~ 也发现了我们的作品中的很多不足，要改，要改~ 总之，距离在
釧路的全道大会还有不到1个月，作品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就像我们的顧問在地区大会的时候对我们说的，比赛从现在才开始。 全国出場を目指せ、頑張ろう！！

徐 佳凝的日记



***全道大会***

2009.06.20

大家好~ 从釧路归来，先报告大会结果 **失败了** 很不幸没有获得全国大会的出场权。不过，大家都不沮丧，因为我们已经尽了全力去拼搏了，比赛的结果也就不重要了。 总的来
说，收获还是很大的。毕竟是全道大会，水平上升了一个档次。看了很多其他学校的作品，也学到了很多。从拍摄技法，到CG运用，再到各种新奇的创作灵感。可以说每一秒钟都
会有触动神经的兴奋。收获了很多，同时也看到了自己作品的一些不足，虽然这次大会是用不上了，但是1，2年级的后辈们会凭借着这些宝贵的经验不断进步~下次的大会，我们誓
要让作品响彻NHK大厅。(给后辈们鼓劲！) 总之，本次大会从地区赛开始，到本次全道大会结束。学会了很多，收获了很多。 P.S:附上我们部的一共三个男生(黄颜色的是我) 还有我
们部活的吉祥物，以示纪念。

徐 佳凝的日记



遲到的日誌

2009.08.29

抱歉啊，由於一直在北京上課，而且沒有帶電腦，所以一直沒有來發表日記，真的很抱歉。 Orz 上周回到學校開始了正常的校園生活，雖說剛來第二天就要考試，不過心情很
High~ 還是很想念日本的一切的一切，特別想著校園祭的種種奮鬥与興奮。想念北海道清爽的風，想念校園旁森林公園里面得翠綠，想念。。。。 總是時不時會回想起日本的一個
又一個瞬間。在北京看到了seven/eleven,看到了很多在日本經常會買的東西，心裡頓時酸的不是滋味。 現在回到了瀋陽，一切彷彿又回到了正規，C'est la vie.. 有可能1月份會去
札幌考試，就能在同學畢業之前再去看他們一眼啦！真希望能去上！ 好啦，今天就寫這麼多，以後我一定還會經常來寫的！

徐 佳凝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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