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到达

2008.09.03

安全到达啊，蛮喜欢成田机场大楼的风格的，给家长发了邮件报平安，不知收到没，就在这里再说一下好了，可以放心了。 日本真的是非常干净。绿化非常非常好，只是有点奇怪
树怎么种得那么密？去的展望台在45楼，直达，很快，却没有电梯的失重感觉，也挺怪的。 最高兴的是看到了好多”熟悉的”东西，东京塔啦，佐藤警官记忆中的摩天轮啦，キッ
ト让警队飞奔的大桥*晚上很漂亮

礼 済聞的日记



我和接待家庭

2008.09.08

到了接待家庭了，这里环境特别的漂亮，天蓝蓝的，草绿绿的*（应该是某种作物...(每天都感觉超好啊!!!!! 妈妈很漂亮,而且做的饭很好吃,好享受啊.家里的小妹妹特别的可爱,四个人
(家里共三个孩子(一起做游戏,以前都没有体验过啊,真的是好开心!!!!!!!!!!!!!!!!! 明天就去学校了,听15岁的悠里子说,留学生还有台湾的,法国的...有点紧张,但也十分期待.总而言之,大家一
起努力吧. 家里放心吧,这里特别的漂亮,每天心情都超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努力每周都写的.给我留言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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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_^

2008.09.11

我现在在学校的计算机教室里，今天也过得很开心。没有参加学校的文化节，很遗憾。只是和大家参加打扫。’－’有点难过。。。 第二天是学校的运动会。很可惜，只参加跳长
绳。不过，只是看看也很高兴的！明年一定要参加！ 中心的老师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吗？我在电话里说理科，到这里怎么念文科班？我不明白。。。。。。不过大家对我很好，班
主任也是很和善的。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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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

2008.09.15

没参加上学校的文化祭，特别遗憾啊！！！ 第二天是体育节，大家一起跳长绳，特别开心！！ 这周末，参加了英文营，全英的，很开心！！！ 这里真的是太漂亮了。漂亮的没话说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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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学旅行

2008.09.18

才10月学校就已经公布修学旅行的有关事宜了。 真的十分期待阿。学校的电脑室要关闭了，没说完，之后继续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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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寄宿家庭

2008.09.19

每天好开心！！！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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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

2008.09.19

修学旅行 不出所料，果然去冲绳，好地方啊！哈哈，还要等2个月啊。。。等不及阿。。。12月1号到4号，文化祭没参加上，这个可是大补阿！！！喜欢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

礼 済聞的日记



留学生。。。

2008.09.19

图片上的是第一天穿校服的我和家里的悠里子上学前在家里的院子里照的。北高的校服哦。 北高是个国际交流化学校，现在学校里共有4个留学生-我，法国的，哥斯达黎加的，还
有台湾过来的。这里的留学生有日语课，因为他们都没学过日语，所以是很简单的假名，问好，日期之类的。但因为大家在一起时是用英文交流的-只有英文是我们都懂得语
言。。。-所以，很喜欢和她们在一起，所以也就一起上日语课了！学校有个加拿大过来的外教-Garret,我们有OC课，就像是外教课，可以练习英语。但是班级里的同学喜欢英语的
很少，英语课上大家也不怎么发言，说话声音极小......所以英语课很没意思。。。之前参加的English Focus Camp，是北高独特的活动，我们去了那斯高原度过了一个完美的周末，
禁止日语，哈哈！！！我的英语不但没荒废，反而学到了一些新词！！！ 在这里留学生没有到理科的，所以我也只能在文科，但老师说如果可以，我可以去别的班听化学，物理之
类的。考试-留学生只考自己想考的。。。 有点不明白，为什么日本的英文书大部分都是日文呢？？？ 我这周三去了茶道部见学，茶道部的老师是个穿和服的特别慈祥的厉害的老奶
奶-她去过好多国家的好多地方！！她告诉我10月13日有个茶会，虽然我还什么都不会，但老师说没关系的，而且会是个很好的体验阿。所以就决定去了！！！ 今天去了剑道部见
学，大家都很厉害的样子！！！剑道部的老师很好，走的时候还给了我一个很好吃的面包@-@说是特产。我差点就当场报名拉！！！哈哈 不知大家都学了什么部阿，我因为一些衣
服，用具的问题还没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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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祭

2008.09.27

因为没参加上自己学校的文化祭，所以在法国留学生朋友的介绍下去了旁边的文星女子高校参加文化祭，票是同班级的西村同学帮忙弄到的（她的初中好朋友恰好在文星），朋友都
没时间，就自己一个人去啦，还好离家不远。。。 文化祭太热闹啦！！！超棒的！！！明年如果能参加上宇北的文化祭我就此生无憾拉！！！福地妈妈说过一段时间可能会去参加
一个大学（家里的悠里子想去的大学）的文化祭，高中的文化祭大都结束了。明年期待中。。。。。。 对了，顺便说一下，我成功加入剑道部拉（鼓掌！！！）当然是怀着极大的
勇气的（感谢清水老师给我勇气）我会努力的！！！ 马上就要大考拉，这里的学生在为英文单词犯愁，我却相反。。。为日文解释犯愁，英文单词其实挺简单的。。。 无论如何，
加油拉。大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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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2008.09.30

下周期中考试开始！作为留学生古文和现代文不考。真好啊。但是，要记英语单词的日语翻译啊。。。 为什么英语的考试不是全部英语啊。。。 那么。。。大家什么时候考试？ 加
油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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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

2008.09.30

明天就是国庆节啦！ 神舟7号成功真是国庆节再好不过的庆典拉！！！ 热烈祝贺！！！！！！！ 只是遗憾直播由于接待家庭的电脑上不了cctv而没看到。。。 但是宇都宫的下野新
闻有相关报道！在得到家庭的同意后我把报纸剪了下来，收藏拉。。。看到报道时真是心潮澎湃啊！感动加上兴奋与惊讶。。。无法形容了。。。 总之，祝祖国好！祖国人民好！
大家国庆节快乐！！！

礼 済聞的日记



满月总结

2008.10.02

时间真的是很快阿，已经来了一个月了。一个月里，有感动，有迷茫，有惊喜，有快乐，也有无奈。。。无论如何，还剩下的10个月内，要更加努力！ 学习: 生物，日本史，现代文
的课程听课比较费劲，但是内容都看得懂（基本上都是汉字——+） 各种英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数学也处于自学日本解题方法中，考试也应该不会挂彩。。。 化学---下周考试，
考试之后就可以去理科班上化学课了！开心！！！ 日本语： 我终于有了一对一的老师以我的进度学习日语，但是我1周7节日语，只有2节是上述情况，其余5节都要和其他3位留学
生一起学“早上好”之类的基础课程。。。不过，留学生在一起就用英文交流，也还是蛮不错的体验！ 生活： 已经可以自己拿着地图到处走走了！昨天就自己去了市役所取回了外
国人登录证，虽然回家的时候差点向反方向走（好险！）不过由于及时问了路，没有酿成大错... 每天都有好吃的便当---幸福中---- 感谢！！！ 感谢西村同学帮我搞到了文星女高的
文化祭的票！ 感谢福地妈妈的好吃的便当！ 感谢担任老师（小関先生）的帮助！ 我会时刻记着自己是中国的代表，充实的度过之后的10个月的！ ☆★☆ P.S 11号我就要作为学校志
愿者帮助一个大学的文化祭啦！期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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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し振り。。。

2008.10.20

最近总喜欢去心连心咖啡厅喝闲茶，有一段时间没写日记了。其实还是有好多话想说说的！ 18号第一次观看了剑道大会---挺受震撼的。。。知道了自己的路还有很长很长。。。这
次是团体比赛，我们学校由于人数等原因并没有持续战斗到最后。。。但是观看比赛依然是很心潮澎湃的,不懂得地方也向部长请教了。收获很大。 19号和朋友一起去买了12月份
BLEACH的电影票，得到了小小的礼品----兴奋啊！这可是国内电影院体验不到的呦！ 最后在这里感谢交流基金会的老师们的帮助。其实上一篇日记写完之后就后悔了。自己既然来
到了日本就应该以一个日本人的心态角度去考虑问题。我为自己之前的由于心理以及年龄上的不成熟而惭愧。今后的日子里，我会以福地一家的一分子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仅仅从自己
的角度上。虽然之前有着不理解的想法，福地一家仍然待我如初。在这里我想从心里对他们说--谢谢！当然有不对的地方还望福地妈妈及时指出，我会及时改正并努力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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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OWEEN PARTY !

2008.10.27

学校的IEC社团为了Halloween Party 而准备了南瓜！--其实是一个英语老师从自家的园子里拿来的。。。虽然不是正宗的橘黄色，但我们还是很满足的！大家一起刻了南瓜---期待
万圣节晚会快快到来！ 不知大家可有什么万圣节计划没？

礼 済聞的日记



打击！！！难过。。。

2008.10.28

想大家都会参加11月份的日本全国的考试吧。我之前也一直为其准备着，可是。。。没想到今天老师居然告诉我因为我没有事先交考试钱所以不能参加考试。。。一下子连翻书本
的力气都没了。。。怎么办啊。。。现在难过死了---之前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

礼 済聞的日记



剑道

2008.10.30

今天也是挥剑练习的部分。。。但是我有点为难了！！！ 脚落地时无法发出有力的声音！！！该怎么办好呢？？？ 老师对我说没关系的。。。但是我想变得强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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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

2008.11.01

最精彩的一次俱乐部活动！！！ 大家也都为了这次活动花了妆。然后一起做游戏，吃了一堆糖果，巧克力，点心。ROLL把他自己做的蛋糕分给大家吃。很好吃！这次真的好开心！
今年的万圣节将是我永远难忘的记忆！永远都不会忘记。。。 多亏^-^Misaki(朋友)，拿到了照片。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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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喜交加的一天。。。

2008.11.01

用悲喜交加形容今天真是再准确不过了，连顺序都刚刚好。。。还是先说开心的事吧。 今天参加了PTA湘南支部的留学生欢迎昼食会，早上10点到了学校的料理室，帮忙PTA国际
部的妈妈们准备午餐。主要的两道菜是饺子和ちらしずし，之后还有おいのりさん（这个是第一次见到），汤，甜点，小菜等。 老师借给我了围裙，我洗过手就帮忙饺子组---毕竟
饺子中国是正统啊。。。超有感情的！ 洗白菜，切白菜，剥姜皮（说实话这个我是第一次干---但还是很完满的完成了任务，比想象中简单的很多），活馅----包！ 包的时候法国的
留学生Melissa也来了，她昨天正好在接待家庭吃了饺子，所以会包日本通常式的，我当然是包沈阳通常式--只有一点点差别，但是我会包两种！！！嘿嘿---第二种我家称之为麦穗
饺子，大家都说很漂亮，我就教了在场的所有妈妈们以及Melissa还有之后过来的英文外教Garret，当然我包的是最好看得啦！包完饺子，就帮忙ちらしずし和おいのりさん，然后
就是摆碗筷啦。Melissa和Garret包的麦穗饺子极其有特点，所以分各个桌饺子的时候就特意把他们两个包的分给他们吃了--自己包的饺子应该是最香的吧。。。我吃了两个おいの
りさん---实在是觉得太好吃了。。。虽然只是把饭放到干豆腐做的小口袋里这么简单，但那个干豆腐口袋不知经过了什么工序反正甜甜的，超级棒！12点半左右一共来了有5个留学
生，分别来自美国，马来西亚，德国等（记不住了）。在我的班上的是马来西亚来的一个男孩子（因为他的接待家庭是我班的），个子高高的，由于我一直在帮忙准备所以并没说太
多的话，但大家都是非常亲切的。有一个女孩子居然也是剑道部的--相当吃惊，不过很开心因为有伴了--下周一因为是*文化的日*所以放假，再上学就是周二了（不过正好周二是IEC
部活），所以大家分开时都说了下周二再见！送他们走之后大家就帮忙收拾清洗碗筷，每个人都很开心。 今天早上上学的路上发生了一个小意外----我和另外一辆自行车相撞了。我
上学的路上有一个拐弯的地方，很狭窄只容一人通过，因为一边是墙一边是电线杆，那个人右侧违章行驶不说，速度还不慢，于是就。//。//。//。//。//。我倒是没什么事，但把
家里自行车的车筐撞扁了---那个人问了我有没有事，看我还好就骑上车走了---我也没反应过来去追他要他的电话等联络方式---真是笨死。。。回家后告诉家里，妈妈问我知不知道
那个人姓名等时才发觉---虽然妈妈就要带我去买新的自行车了，但是弄坏了这个真的超难过，虽然这个骑起来声音很大灯还不亮，怎么也一起上学出行将近两个月，也有了感激之
情啊。。。不过，自己没问姓名等是自己的过失，所以自己得负责。以后一定要想着问。。。恩，最好没有以后，等有了新自行车一定12分小心，不光自己要遵守规则，也要注意
到其余不遵守规则的人。福地一家，真的对不起，我以后一定更加小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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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

2008.11.07

终于看到老师了。。。真是好想念你呀。。。但是时间太短暂了。。。和老师们分别的时候虽然我一直微笑着，但是一个人的时候，就会非常悲伤。 好想和老师们还有大家早点见
面啊！期待中。。。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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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氧运动

2008.11.29

今天托福地妈妈的福我参加了一次有氧运动----发觉自己真的缺乏运动啊。。。虽然一周两节体育课。。。 大家随着音乐作了好多运动，大多是基本的体操，70分钟下来，身体放
松了加上今天天气很好所以心情也变得超好。 顺便说一下，我后天就修旅喽！！！行李已经运走了，后天一早只用轻装上阵。现在无比开心！！！！！！！！！！ 希望飞机上我能
坐在窗户边----朋友告诉我也许能看见富士山---想看啊。。。 明天会去看一个音乐会，有二胡，筝（这个不是中国的古筝，是放在地上演奏的，但看样子和古筝一样，我开始还以
为是中国的乐器呢。。。）还有尺八。现在的季节正是红叶纷纷，沿途的景色就很美。。。 p.s.修旅回去冲绳有名的水族馆---看到了特别的鱼类会给大家分享照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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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啊。。。

2008.12.13

还有一周半左右就放假了啊。。。时间真是快啊。 圣诞节放假^-^我这里还没下雪，圣诞节希望下雪啊。。。 期末考试英语写作化学日文都还不错吧。 最近学校有不少短期交流
生，每天还是很开心的。 上一篇修旅的日记不知怎的没了---下次补上吧。冲绳真不是一般的没阿。。。据导游说冲绳的海有七种颜色呢。 ｐ。ｓ．大家冬假有什么计划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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がんばったのに。。。

2008.12.13

　我坚持了三个多月的身体啊。。。还是感冒了。。。 　先是嗓子痛－－－头痛－－－流鼻涕。。。 　不过我还是决定抗战到底！！！决不服输！！！ 　抗感第一枪已经打响！济
闻向前冲啊！！！！ 　同志们也不能输哦！祝愿大家身体健健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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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旅

2008.12.18

第一张是在冲绳吃到的----冲绳そば 第二张是在冲绳机场意外发现的飞机---相当可爱吧 第三张我就不用多说了----美丽的冲绳啊。。。

礼 済聞的日记



修旅2

2008.12.18

美丽的冲绳啊。。。图片想贴都贴不完的说。。。。。。 第二张是和班级的朋友们在冲绳有名的　美ら海水族館　照的。 4天实在是太快了。。。。。。我现在还有点没回过神
来。。。。。。 以后一定要再去冲绳！！！ 大家有机会也一定要去冲绳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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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ACH^-^~^-^

2008.12.24

哈哈！！！！！！！ 21号我去看死神剧场版了！！！这部超级爽的! 照片上第一张是我的票，第二张是我买给朋友们以及自己的，第三张是由于买的预售票得到的小礼物++ 不知图
片会不会被删。。。至少票的照片能剩下吧。。。 p.s.明年柯南会出第13部呦！！！4月18日首映！爱柯南的同志们不要错过哦！！！买预售票应该会有小礼物赠送的。。。 大家圣
诞快乐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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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

2008.12.27

日本的圣诞节真的不是一般的。。。 由于学校上午终业式，中午留学生4人以及一个学校的日本朋友5人去吃了pizza自助。。。结果晚餐吃过了 ちらしずし等居然吃不下蛋糕
了。。。于是当晚只吃了一点。。。超级美味的蛋糕。。。有草莓和橘子等装饰的！！！妈妈做了烤鸡。。。太佩服妈妈了。。。中国只会去超市买那样的烤鸡的。。。照片请大家
期待！！！圣诞节收到了朋友送的一条成对的项链。。。很开心！ 大家圣诞节的蛋糕都是什么样的a...

礼 済聞的日记



新年^-^

2009.01.01

　　首先恭喜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是日本的新年，日本的新年与中国的信念不同，是可以安闲自在地享受的时间。可能是因为日本人一年中一直都比较忙。。。方法可能会各式各
样，但是能感受到同样的温暖啊。。。 昨天的除夕夜吃了乔麦面^-^第一次过新年吃乔麦面啊。。。然后，观看了孩提时代就知道的 红白歌会 。虽然感觉多少有点奇怪，但还是照
了照片。。。 然后，还看了ジャニーズ的新年歌会哟！大家看了吗？ 接下来，来自朋友的新年祝贺。。。 今天早上稍微有点晚，不过见到了初日。。。 看着太阳，想了很
多。。。 2009年_已经是平成21年了哟_ 新的一年开始了哟。。。 给大家添麻烦了～ 谢谢- 好～，今年要更加努力！　 今天也玩了日本的新年游戏～拍羽毛毽^-^大家玩过吗？很
好玩哦！ 午饭是年节菜!!! 鱼糕和黑豆和栗子(叫做沙丁鱼的鱼)筑前煮(花胡萝卜、牛蒡、藕和萝卜、芋、魔芋、香菇) 烩年糕(也有哟！^-^) 妈妈辛苦了！(妈妈从昨天开始一直准
备。。。很累啊。。。)谢谢！ 这些东西都是有意义的!!! 但是，我还没把完全记住名字。。。 大家也吃过年节菜了吧～ 从妈妈那听来的———关东和关西的年节菜是不同的哦！大
家吃的年节菜是怎么样的？^-^ 午饭的时候大家说了很多关于2009年的。想在这里说啊。。。 来到日本一眨眼工夫已经差不多4个月了。。。在这个4个月中，我非常快乐。能来到
宇都宫，我真的觉得很好。已经渐渐习惯了日本的生活。最初的不安啊什么的已经完全消失了。大家给了我不少照顾，也教会我很多事情。谢谢你们!!!关于日本我要更加努力学习。
今后更加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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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啦！！！

2009.01.25

大家过年好啊！！！ 一想起那边已经是烟花爆竹的海洋了，就不禁觉得时差不只一个小时----想想大年初一我们都得上学（谁让它是周一...）。。。有点凄凉------ 上周收到朋友寄
来得信---给我拜年---告诉我饺子一定带着我的份=-=就是她代吃=-= 还有春晚---不知今年能流行什么a。。。不过据说日本的网络用不了国外的---大家有能看的么？看过了可得汇
报汇报‘-‘ 总之---大家新年快乐！过年好喽！！！ 新的一年新气象＾－＾ 一帆风顺 二龙戏珠 三羊开泰 五福临门 六六大顺 八仙过海 九九归一 十全十美 新的一年 鲤鱼跃龙门
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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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了。。。近了。。。^-^

2009.02.08

只有一周了啊。。。 现在超级期待——— 谁乘新干线去东京??? 早点儿告诉我哦！^-^ 今天多少准备了一下行李。。。 总觉得。。。好多啊。。。 嘿———加油哦!!!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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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来了～～

2010.02.04

半年以来的首次文章——稍微有点晚,不过，请原谅。。。 因为 马上就是中国的新年了～ 大家 新年快乐 从日本回来后半年 大家过的怎样？ 终于从三十日开始进入了寒假！ 但是，
对高中二年级生的我们来说，放假时间也不是空闲时间啊。。。悲哀,不过，干劲也很足。 这个半年时间 在新的学年 新的班级 通过努力终于习惯了 也有了新的朋友～ 但，从新学期
开始换班，又开始新的班级，会变成怎样也有些担心啊。。。 新年的时候看到贺年片上四届生全体照，特别怀念。。。　真想另外的二十五人，想和大家聊天啊。　大家在中国不
同的地方互相努力着 希望早一日再在新宿见到交流基金的老师们。　后年的什么时候一定去日本见大家！　现在说可能太早了,不过。。。 　是不是，赵天歌同学马上就要去在日本
的鹿儿岛了，加油！ 那么 期待着与大家再次相见的日子！ 希望今年是美好的一年～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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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还好么-------

2011.03.20

上周没上来心连心的网页 ，全家都担心极了。。。 心连心的老师们大家都还好么？还有现在在日本的大家？？？ 这周听说东京目前情况比较严峻，电力和食品等不是很充足。。。
我当时去的枥木县据说也有了6级的地震，联系了一下接待家庭，大家都没事~真是太好了。 为震区的人们祈福！！！ 也更希望日本能够早日平安度过难关。

礼 済聞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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