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生活

2008.11.03

　　　　2008年10月 好久没写日记了。今天去了雾岛市的烟花大会。人山人海的，大吃了一惊。第一次参加这么盛大的节日活动，现在还心潮澎湃呢。也有今年北京奥运会上的烟
花呢。在日本也能看到中国的烟花，太感动了。就是回去的公家车让我们等了很久，累坏了。但是，今天真的是太高兴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呉 香君的日记



期中考试

2008.11.03

　　　　　　2008年10月14日 从今天开始的一个星期是考试时间。因为我是的是英语课，所以只参加了英语考试。在中国净学日语了，但是突然要参加英语考试真是太打击了。虽
然没有考得很理想，但是今后我会努力的。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呉 香君的日记



文化节

2008.11.03

　　2008年11月3日 今天是文化节。我卖了一上午的东西。第一次卖东西，一开始都不知道如何是好，还好朋友们都教给我怎么做，慢慢地就做得很棒了。啊！忘记讲了！我们班
还卖许愿镯来着。朋友告诉我说有了许愿镯，心愿就能实现了。来买镯子的大部分都是小孩子。希望大家的心愿都能够实现。大概我们班的人都很有人缘的缘故吧，东西很快就卖完
了。真的很棒。因为我们的工作在上午就结束了，所以玩了好长时间。买了很多可爱又很便宜的东西。太高兴了。还有鬼屋，进去了两次。吓得闭上眼睛直叫。尽管如此，还是很高
兴。 　　啊～又是快乐的一天。呼呼···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呉 香君的日记



游乐场

2008.11.04

　　2008年11月4日 义卖会结束了，从今天开始，接下来的4天放假。今天去宇宙啦。详细点说就是，今天去了SPACE WORLD啦。SPACE WORLD是游乐场的名字。在九州的最
北端。我的寄宿家庭在九州的最南端。真是来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啊。早上还在南边，坐了3个小时的汽车后就到了北方了。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呢。 虽然刚到游乐场，但是首先
就玩了一个最刺激的游戏。突然要玩这样的游戏，所以刚刚出发就感觉很恐怖。坐的时候还以为会死掉呢。另外也玩了其他的游戏。真爽啊。妈妈一直都陪着我玩，老师给我们照了
好多照片。真棒。 游戏之后，去逛了周围的小店。买了很多东西，全都是很贵的。啊。。。我的钱啊。。。 尽情玩了，疯狂血拼了，照相照得很过瘾，这样已经很满足了。最后从
游乐场还得到了礼物。真幸运呢。现在有点累了，就到这里吧，再见。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呉 香君的日记



9，10月里印象深刻的事情

2008.11.08

11月8日 星期6 我写了这么多 还没报告这么长时间没写日记的事情呢。 其实 就是寄住家庭里的电脑坏了 用不了；还有就是在学校上网虽然可以 可是没有中文输入法，想用日语写
可是用日语写的话 我不太会 字打得很慢 时间又少 真的是没办法啊。不过 现在好了。 可以正常写日记了。呵呵 我发现 我写次日记可真是不容易啊。。。。。 9月和10月里发生的
美好的事情有很多 但现在一一说起来的话 3天3夜也说不完 还是先挑印象深刻点的事情说起吧。9月21号来位美国留学生 名字叫Miriam。真没想到 到这边来竟然还能交道美国朋友
真是太棒了。她将会进入我们1年5班 以后可得多多关照了。9月23号是我们学校的体育祭 为了这一天 我们从开学的那天开始就练习 天天都得晒太阳 让我想起来了在国内的军训 真
是别提有多累了。在23号那天 我也有出赛 虽然没有拿到名次 可是我跑的很开心。25号又来了位美国留学生 名字叫Haily。其实她是23号下的飞机 25号登校的。现在又多了位美国
朋友 真开心。其实我们学校在在我来之前 已经有2位韩国留学生了 可不知为什么 同样是留学生 我们到现在为止只是在初次见面的时候打了声招呼 后来就没说过话。我个人是认为
可能是因为害羞吧 毕竟对方2位都是男生。接着就是10月6号那天朝礼自我介绍的时候 说完清多关照的时候 想正式的鞠个躬 可没想到 不小心 鞠躬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麦克风离我很
近 于是就这样 头部撞到了麦克风 台下的学生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引起了一场笑话 。之后 别人一见到我就问“你的头没事吧？”呵呵。。。话说回来 我来到这之后做了不少次自我介
绍 最少也能有了3 4次。因此 现在我随口就能说出很流利的自我介绍。咳～这是被逼出来的。10月10号去给棒球选手们加油了。不是我自吹 我们学校的棒球可是数一数二的强 10
号那天就是漂亮的以4比0的成绩赢得了比赛 于是11号继续出赛 又赢得了比赛。这次是一11比2的成绩赢得。就这样 我们神村学校就在鹿儿岛县得了第一名 将会在九州出赛。如果
有人看电视新闻或报纸的话 就能看到采访我们学校棒球选手们的情况了。现在我们九州大赛已经结束了 我们学校排行第2 厉害吧。接着几天发生的事就像前几天的日记写的那样 看
了烟花 考了试 。24号决定我要参加的社团了 我进的是cooking部 是专门作点心的社团。认识了很多位学姐 她们都很亲切。26号 终于让我见到同胞了 跟张雪琪一起逛街去了。1个
月半都没说中国话了 现在终于能说了。不过现在我连国语都说不好了 真是麻烦了。那天 我和小雪两人在人生地不熟的鹿儿岛市内转悠了半天 说是来逛街 可实际就是来探路了。不
过 也有很多收获啊哦 买了不少东西呢。还给家里买了些点心回去了呢。吃着我买的点心 妈妈和老师都说好吃 让我很高兴。28号 我的中国朋友来信了 准确的说 应该是回信了。之
前我邮的信 他们终回信了 真高兴。信里写了很多他们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 真怀念啊。真想你们啊。29号文化发表会 看了很多很日本的舞蹈啦 太鼓表演啦 和服等等 真是大开眼界
了。30号 第3位美国留学生终于来了 这次是位男生 名叫Dannio。有着大大的眼睛 长得很斯文。不过 到现在还没好好的跟他说过话呢 有机会的话 希望跟他也能成为朋友。 大概这2
个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些了 那就先汇报这些了。11月会有更多的事情等着我呢 那就期待着我的日记吧。拜！

呉 香君的日记



せっちゃん学校的バザー

2008.11.08

11月1日 星期6 上午准备了バザー的看板 帮了不少忙。中午放完学之后,我和美津纪还有Miriam直接就奔向了XX高中 参加了 小雪学校的バザー。虽然是第一次参加バザー 可是听老
师说 我们学校的バザー更隆重 更盛大 更热闹 来我们学校的人也是超多 真是难以想象到时候回事什么样子。当我到小雪班级的时候 她在正在忙着呢。她们班卖的是お好み焼き和焼
き鳥 看起来很好吃 。美津纪和Miriam都卖了 就我没买。本打算想买焼き鳥来着 可因为价格有点高就没买 现在想一想的话还真有点可惜。不过还是蛮有收获的 但就是没吃那么多
排队就排了老半天 真是累死我了、、、、 就这样 又是一个美好的一天。。。。。

呉 香君的日记



太宰府天满宫

2008.11.08

11月5日 星期3 今天去了福冈县的太宰府天满宫 听老师说 这是纪念学习的神的寺庙 大部分来这的人大多数是为了求学业成功之类的。一到这 老师就给我买了个叫 的东西吃 还说吃
了这个就能变聪明 所以来这的人肯定会吃这个。虽然是迷信 可听说能变聪明 那我可得多吃点 这样的话 我在这边的学习就会很成功了。我还拜见了学习的神了呢。不过 在拜见神之
前 得先洗干净自己的手。于是 就在旁边专门洗净手的地方戏干净了手 拜见了神。按照老师教我的那样 先扔进去10日元之后 拍两下手 然后在心里许个愿 最后再拍一下手神就会听
见你的愿望了。这下 我的愿望就会实现了 哈哈。 不知为什么 今天的人特别多。有来这边修学旅游的学生 还有很多韩国来的观光客们 很是热闹。虽然会说韩国话 可我却没敢跟他们
说话 现在想想 真是后悔没有那么做。下次 我们这边还会来韩国人 到时候再弥补吧。 我还发现了很多的 但是我却没有写上我的愿望。不过还好啦 老师给我买了个お守り 是关于学
习的符。这下就没什么遗憾的了。 连续玩了两天 累死我了。真是个难忘的旅途啊。下次还会出去玩 那就期待下次的旅行吧！

呉 香君的日记



老师家的狗狗　　 ジャッキー

2008.11.08

11月7日 星期5 老师和妈妈都上班 留下我一个人ジャッキー在家。还是先介绍一下ジャッキー吧！ジャッキー是老师家的宠物狗 今年都15岁啦。已经是位相当老的一条狗啦。它只
有在散步的超精神 其他的时候不是睡觉还是睡觉。给它食物或陪它玩的时候会稍稍有些狗狗的顽皮和可爱。。。ジャッキー的粮食没了 妈妈中午回来的时候 拜托我 让我给它买狗
粮 就这样 我就骑着奶奶的自行车出门了。由于道路总是有上下坡 所以把我给累坏了。带着ジャッキー散步了2次 它是乐得开心着呢 可我都快累死了。不过还好 有了运动的机会 这
下我可托ジャッキー的福锻炼了身体了呢 真是感激不尽呐。ジャッキー下次我们再出去吧 呵呵

呉 香君的日记



伸子与春奈的感想

2008.11.17

　　11月10日 星期一 这个月的七号，去东京的伸子和春奈回来了。听她们说的感想，好像发生了很多不得了的事。这时，我想起了我来日本之前，在北京与日本高中生交流的事。
因为是第一次，所以当时有些无所适从。其他的中国高中生都很积极地开始跟日本高中生交流了，而我还是一言未发。很是难过。拯救了当时那么消沉的我的是我自己的心。我在思
考，我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来这里的，是为了什么而这么努力的。思考完之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伸子和春奈一定也是发自内心地下定了什么决心吧。两个人都
要加油哦。

呉 香君的日记



做炸面圈

2008.11.17

　　2008年11月14日 星期五 我加入的cooking部今天做了炸面圈。不知会不会比Mister dount店做得更好吃呢，很期待。但是，炸面圈有很多形状呢。至今为止都是老师买回来
的圆形的炸面圈，今天一动手，还有心形啊星星形还有花朵的形状的。炸出来的面圈有着各种形状，很可爱。中间有点生，但是我觉得很好吃。但比起Mister dount店做的还差得
远了。萤和妈妈们尝了一下，都很开心地说好吃，表扬我了。太好了。第一次理解了料理可以给人幸福这句话的意思了。今后，我还想自己动手给别人做吃的。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呉 香君的日记



做章鱼小丸子

2008.11.17

　　今天的晚饭是章鱼小丸子。在烟花大会时买过吃了一次，但今天是和妈妈一起做的，我觉得比之前的好吃。做法很简单，马上就会了，做得还不错。还有，将章鱼做成丸状，滚
成圆圆的，很有意思。老师也鼓励我说很好吃。真开心。我觉得一边开心地做着饭菜一边吃是最幸福的。还有，家里人也为我高兴，真的很开心。章鱼小丸子，最棒了！呵呵。。。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呉 香君的日记



韩国人来了

2008.11.17

2008年11月15日 星期六 韩国人来蒲生了。晚上七点开始韩国的传统舞蹈。因为下雨了，老师接哥哥了，没一起去。我就和妈妈两个人去了。心里期待着，韩国人会跳什么舞蹈
啊？第一个舞蹈，在舞台上的人都穿着长袖，白色的长衣服。觉得真好看的同时也就觉得有点害怕。因为有点像幽灵，所以害怕。但是害怕的感觉很快就消失了。接下来的表演更精
彩。我没想到韩国的鼓和日本的鼓这么相像。很意外。很感动。而且双方都很用力地敲着鼓，拼命地敲着，观看的人也一起欢呼起来了。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写才能表达出当时场面的
精彩。但是，当时我确实是非常感动。双方都很精彩。除了感动，还是感动。今天真的非常非常感动啊~~~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呉 香君的日记



寄宿

2008.11.17

2008年11月15日 星期六 韩国人的表演结束了，之后是韩国学生去日本家庭寄宿生活。妈妈认识这次接待韩国人寄宿的一个家庭，就问了那个人很多东西。实际上，我会说汉语，
本想和那个韩国人交流一下，因为他不会说日语，还想替那个寄宿家庭充当一下翻译的。妈妈和那个认识的人说了，本打算去他家做翻译的。但是，打听的结果是，在他们家寄宿的
是个男生。之前说是女生，这次却变成一个男生。很失望。我并不是介意他是个男生或女生，但是就是觉得女生比较容易亲近，可以聊很都东西。男生的话，就做不到了。所以就取
消了这个计划，回家了。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呉 香君的日记



小学的义卖会 赏红叶去

2008.11.17

　　2008年11月15日 星期六 今天，韩国人在神社再次表演了昨天的演出。因为昨天已经看过了，所以就去看隔壁小学的义卖会了。这个学校里卖很多东西。来了很多人，很热
闹。这次的义卖不是别的，是狗狗学校。训练有素的狗狗们在大家面前展示各种训练成果。很精彩。主人说停，它就坐在那里，等待下一个指令。说，过来，就马上跑到主人身边
了。真是可爱的小狗啊。如果老师家的杰克也能这么听话就好了。呵呵，开玩笑，开玩笑的。上午看义卖会，接下来又去了其他地方。 接下来是去赏红叶。因为奶奶一直都很想
去，就和奶奶，妈妈和老师四个人一起去了。半路赏还看到了鹿。见到人也不害怕，走近它也不会逃。动物本来就是人类的朋友吧。 看了鹿之后，就去水池边。这个水池非常清
澈。水是青绿色的，很美。作为纪念，老师帮我和奶奶，妈妈三个人一起拍了照片。 在车里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红叶。我心里感叹着“这就是秋天了啊”。这就是日本的秋天。道路
两旁种着红色树叶的树，一边欣赏一边开车的心情肯定很舒畅。看远处的山，可以看到有黄色，红色还有绿色三种颜色，真是美。 物产丰富的鹿儿岛的秋天竟是这么美。红叶是大
自然送来的秋天的礼物。在这里看到了许多在中国看不到的红叶，真好。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呉 香君的日记



蛋卷蛋糕

2008.11.25

11月21日星期五 今天有自由研究。50分钟的cooking时间做了蛋卷蛋糕。cooking部的老师有事不在。老师不在，让我们自己来做好吃的蛋卷蛋糕吧！ 这次有很多学长学姐们帮
忙。把蛋分成蛋清和蛋黄，然后搅拌。第一次用机器来打蛋，以前很还害怕鸡蛋会飞出来，所以就很害怕用打蛋器。但是，试了一下，也没那么难，比想象中容易多了。太好了。学
长学姐们也夸我做得好。真开心。 最后就剩要煎一下了。因为不知道油温和时间，所以第一个煎的面包都焦了。书上写着要煎出金黄色，但是这个都黑了。还有焦味，真是够呛。
但是大家没有放弃，坚持到了最后。把剩下的面包分成四份（一组就是4个人），继续做。之前焦过一会，所以这次非常注意温度和时间。终于这次煎出了漂亮的金黄色，顺利完
成！ 虽然面包变小了。但大家对自己努力做出来的蛋糕都很满意。很好吃。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呉 香君的日记



讲演比赛

2008.11.25

　　11月17日 星期日 中午，我到老师的办公室去写交流中心的日记。刚好老师有事要跟我们留学生说，miriamu、heiri和dannieru都来了。老师说有一个外国人的演讲比赛，要
是胜出的话，能拿到5万日元的奖金。我觉得好不容易有个这么好的机会，不参加就太可惜了。所以就决定要参加。接下来就很忙了。不好好准备是不行的。要有心理准备。好好加
油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呉 香君的日记



消息

2008.11.25

11月18日 星期三 上信息课时，老师说课上完后，剩下的时间可以自由上网。因此我就马上打开交流中心的主页，输入自己的ID，在房间里点击了自己的日记。一看，好多人在我的
日记留言了。之前，我只是写日记，都没留心过评论什么的。大家给我带来了很多信息。看了这些，我好开心。特别是，刘嘉敏，到现在还没给你回消息，不好意思啊。听你的，下
次一回到中国就去你的家乡大连的发现王国。说定了哦。还有，到现在都没联系你，对不起。最后，各位同学，我们在各自的地区都要加油哦！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呉 香君的日记



感谢信

2008.11.25

11月19日星期3 放学回到家，我看见桌子上面有交流中心寄来的信，我急忙问了妈妈，确定一下是不是交流中心写给我的。当时我很是兴奋，因为在日本的时候，交流中心就像是
我们的家，从家里寄来的信能不让我兴奋吗！不知道这次又寄来了些什么，写的内容是什么，好期待啊。可没想到是信是写给老师的，失望啊~~~不过不要紧，家里的人写给我这
边的家人也是应该的，我理解。 晚餐的时候，我问了老师，寄来的是什么，于是得知是写着「感謝状」的奖状。确实，在老师得住1年的时间，在这么长时间里，吃人家的，住人家
的，穿人家的，把我照顾得是无微不至，给个奖状也是应该的嘛。那就像奖状里写的那样，让我住在这里，并且像亲人一样照顾我，很是感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呉 香君的日记



看韩剧

2008.11.25

11月24日星期1 早上起床之后到客厅一看，老师和妈妈两个人正在看韩剧呢。怪不得我在楼上感觉很安静呢，原来是在看碟片呢啊！于是我们3个人坐在沙发上一口气看到了下午4
点多钟。哇～～～没想到会看到这个时候。连续剧就是这样，看完一集之后还想继续看。谁叫故事里设下的悬念会这么多啊，总是想知道接下来的故事会怎么样，没办法，就这样看
了一集又一集，不知不觉就到了太阳落山的时间了。啊～～～看得我都累了！

呉 香君的日记



骑马

2008.11.25

11月23日星期日 上次，小雪邀请我去鹿儿岛市内举行的「命の祭り」，于是今天就和老师还有妈妈一起出门了。到的时候，小雪在帮忙卖骑马的票呢。坐一次得花500日元。真
贵！过去和小雪还有谷村老师打了声招呼，聊了会儿天。那个时候我仔细观察了骑马的人，全都是小朋友，而且骑得还很不错。谷村老师带着我去摸了摸马，刚开始还挺害怕的，毕
竟马儿的头冲向了我这儿。可后来摸了一下，它还挺温顺的，摸起来的感觉有点像摸老师家的ジャッキー（ジャッキー是老师家的宠物犬！）一样，呵呵。。这只马是澳大利亚的
马，还真别说，外国的马就是帅，虽然因为下雨，马的毛被淋湿了，可它那长长的毛依然还是那么的有魅力！ 我从来都没骑过马，于是今天第一次体验了一下骑马的感觉。以前在
看古代连续剧时，有很多骑马的场景，今天我也尝试了一下骑马的滋味。还真别说，这马可真是不好骑，我坐在马背上，一摇一晃地还真有点吃不宵。这还是旁边有专门人员牵着
马，走着逛了一圈呢！我就真是有点纳闷了，电视里的人都是怎么骑的马啊！走着骑马都这么难呢，更别说是骑着马跑了。真是佩服他们那些会骑马的人，好厉害啊！当我马上就要
到达终点的时候，马儿竟然开始打转了，它要是打转的话，我会很难控制平衡的，我害怕地直乱叫，都不知道自己当时发出的是什么怪声音。不过还好，平安无事地到达了终点。虽
然最后有点害怕，可玩得很刺激。原来骑马是这么有趣的一件事啊，哈哈！！！ 如果可以的话，下次我会尝试着一个人骑马，渐渐地再尝试一下骑着马奔跑的感觉，一定会别有一
番感觉的！

呉 香君的日记



热身运动

2008.11.25

11月19日 星期3 体育课由于天气冷，老师就带着我们做了各种有趣的运动。两个人一组，照老师的意思做了很多运动，确实不错，身体觉得暖和多了，就是有那么一件事比较有
些。。。 我和美津纪是一组，刚开始玩得还挺开心呢，可后来由于我笨手笨脚，没做好，出了不少岔。 在老师吩咐的动作的其中之一:美津纪站着，我坐着。之后当我把腿叉开，对
方就跳进我叉开的地方，也就是两腿的内侧；当我把腿合上的时候对方就跳进两腿的外侧。就这样照节奏连起来做的一种运动。如果配合得不好，很容易摔倒的。结果，果然出岔
了。我不太习惯，怕美津纪跟不上节奏，本想慢慢来，可没想到，我俩一点默契都没有，她摔倒了。。。看起来很疼。。。呜呜呜。。。真是不好意思啊~~~换班之后，变成我站
着跳，美津纪坐下了。做之前，为了避免刚刚的情况发生，明明事先都说好了是按什么节奏，该怎么跳，可最终结果还是没有改变，还是出岔了。节奏没弄好，当我跳开的时候，美
津纪正好也把腿叉开了。就这样，我的双脚正好跳到了她的脚踝。。。啊~~~~~怎么会这样啊！可怜的美津纪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啊。。。还好，没那么严重，只是疼了一会
儿。不过，真是奇怪了！这两次，不管是我站着还是坐着，我一点儿事儿都没有，“受伤”的只有美津纪一个人。。。我怎么会这么笨手笨脚呢？咳~~~话虽然是这么说，可总体
来说，玩得很开心*^-^*

呉 香君的日记



小雪地邀请函

2008.11.25

11月20日星期4 正在吃晚饭的时候，老师的手机响了，是小雪的老师打来的电话。说了些关于明天老师会议的事情和周日我和小雪出去玩的事情。听说鹿儿岛市内在周日的那天会
有お祭り，到时候还能骑马呢！于是小雪就邀请我和她一起去。我一听说能骑马，立刻就精神了，兴奋地答到：“去！”呵呵。。。 我从来都没骑过马，这下又有新鲜的事情让我
去体验了，太好了！相信那天一定会玩得很开心。敬请期待吧！

呉 香君的日记



音乐会

2008.11.25

11月22日星期6 上午摘了柿子，下午去看了音乐会。昨天从老师的学生那里得到了两张音乐会的入场卷，于是就很荣幸地观看了一场音乐会。我从来都没有现场观看过音乐会，所
以总感觉音乐会只是一大群人拿着乐器干坐着演奏一些我们不知道的音乐，并且会很无聊。可是去过之后才知道，原来音乐会是这么的精彩，这么的华丽，这么的。。。 音乐会里
演奏了很多大家熟悉的音乐，最熟悉的音乐就是现在流行的一部宫崎骏老师制作的动画片「崖の上のポニョ」的主题曲，受到了很多小朋友们的欢迎和喜爱。 在那么多的演奏当
中，最受感动的音乐就是一位叫做吉川ひろか的人演奏的大提琴。这位吉川老师从小丧失了左耳的听力，但现在他的音乐却会让听众们陷入他的音乐当中。他演奏的大提琴很独特，
一般来说，大提琴应该是坐拉琴，可他是站着拉琴，偶尔还会用手直接弹琴，真是不可思议。看完他的演奏，我是感动万分，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当时的感受，现在只能说除了感动
还是感动。 这场音乐会没有白来，让我受益匪浅，现在脑子里全都是他们演奏的音乐，真的是很难忘啊！

呉 香君的日记



摘柿子

2008.11.25

　　　　　　　　　　　　　　11月22日星期6 早上一睁眼就是12点，注意是中午12点，吓了我一跳！因为晚上比较冷，为了防止冷风吹进屋里，妈妈昨天就把窗户用板子挡了起
来。早上朦朦胧胧睁开眼睛的时候，屋里一片漆黑。原本以为天还早，所以才会这么黑，可我起来看表时，竟然已经是中午12点！ 妈妈说早上和奶奶一起摘柿子了，原想让我也一
起摘来着，可我那个时候还没起床，没办法，只好先摘了。现在柿子树上只剩下一点柿子了。既然我起床了，妈妈就带我去摘柿子了。原来柿子是这么摘的啊！用一根长长的竹子，
竹子的最顶端是U型，像叉子似的。可柿子不是叉下来的，而是掰下来的。用竹子U型的地方把跟柿子连在一起的树枝给掰开就能摘到柿子了。虽然没摘多少，可至少让我体验了一
次也算是一种收获。摘得也很开心！！！呵呵。。。如果可以的话，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我推荐大家有时间，有机会的话，摘一次，试试看看，肯定会有不少收获。。。

呉 香君的日记



收到点心啦

2008.12.16

11月25日 星期二 朋友裕花送了我很多点心。她很喜欢做点心之类的东西，也有手工制作的点心。草莓大福和小甜饼干是她手制的。真的很好吃。 上次我和她聊天的时候，我说好
想吃日本的点心啊，所以她利用3天连休的时间给我做了点心。真的是太感谢她了。多亏了裕花，我吃到了这么棒的东西。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呉 香君的日记



Gobbieit

2008.12.16

11月27日 星期四 吃过中午饭，miriamu邀我一起玩游戏。她从美国带来了叫做Gobbleit的游戏，我们一起玩儿了。听了她介绍玩游戏的方法，不是很明白，但是越玩就越明白了。
我还是个初学者，却赢了好几次。不是那么难。只要稍微动动脑筋，谁动能玩。越玩越有意思，我也开始喜欢这个叫做Gobbleit的游戏了。下次我还想玩儿。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呉 香君的日记



看戏

2008.12.16

11月29日 星期六 今天去看戏了。名字是《3150万秒、一点点》。整个内容不是很明白，但大概的内容理解了。舞台上的人们的演出真是太棒了。这么近距离地看他们的演技，各
种复杂的感情涌现而出。内容或许本来就是复杂的。是关于朋友的内容，有点悲剧色彩。看了这场演出，我要珍惜现在的，不！不对。我想好好珍惜现在的，和将来会遇到的朋友。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呉 香君的日记



迎接明天的期末考试

2008.12.16

　　　　　　　　　　　　11月30日星期日 中间考试才过去1个月，现在就马上就要迎接期末考试。天哪！怎么会这么快啊！明天就要考试了，可我这边还没有准备好呢。最头疼
的当然就是英语啦。我的班级是专门学英语的班级，主要就是考英语。我英语从初中开始就不学了，这么长时间都没学英语，还真是有些吃不消。这几天专门就背英语来着，可我背
完之后就忘。只有反复地看，反复地写，我才能记得住。可用这种硬背的方法复习的话，复习速度很慢，而且只是暂时地能记住。考试的内容对我来说很是吃力啊！咳～不管怎么说
也得挺过去啊！光是说自己不行的话，我永远都不会成功的。考得再怎么糟糕，那也是我辛苦的结果，我会劲力的!加油！

呉 香君的日记



丢三落四

2008.12.16

12月1日星期1 今天不知道怎么的，竟丢三落四了。我想可能是因为上午刚考完试，心情变轻松的缘故吧、、、 上午考完试之后，我和Miriam去学校附近的だいわ。我买完东西之
后，去收银台的时候，看见收银员正在用电话通知顾客，有人捡到了钱包，请失主到收银台这领取丢失的东西。因为有银行卡，上面写有名字，所以知道失主的名字。我看了一下那
个银行卡，跟我的银行卡很像，以防万一，我还是看看是不是我的。我左掏右掏，可就是没掏到钱包。那个会不会是我的啊！正在我犹豫的时候，收银员看我慌张的样子，问了我是
不是我的。我看了一下钱包，果然不错，确实是我的。啊～我什么时候弄掉的钱包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真是太丢三落四了。找到了钱包，真是太好了！钱包里装有6千多日元和
几张人民币还有很多证件呢。像是什么身份证啦、外国人登录证啦、银行卡啦之类的，要是全给弄丢的话，那我可就惨了！！！还好有人捡到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收银员告诉了
我捡到钱包的人，并且建议我向那个人道谢。确实，道谢是应该的。找到了我的“恩人”之后，我向他很是感激地道了谢。真的是太谢谢那个人了！！！ 在我坐校车回家下车的时
候，开车的おじさん问了我，那个笔记本是不是我的。我连忙看了一下，这不就是我之前找了老半天都没找着的笔记本吗！这里可是写了很多人的联络方式和重要的笔记啊，没想到
会在这里。可我不记得是在这儿弄丢的啊。咳～管他呢！被おじさん捡到了就好了。 我真是太丢三落四了。还好，这儿的人都很善良，捡到东西之后，还给失主。我想我在这儿就
算丢再多的东西，也会失而复得的。呵呵．．．话虽是这么说，可我以后还是得避免丢失东西。 谢谢你们这些善良的人，真是太感谢了！

呉 香君的日记



ジャッキー的生日

2008.12.16

12月4日星期4 终于到了这一天，ジャッキー的16岁生日。今天它将会是16岁，不过真没想到，现在ジャッキー和我竟然是同岁。呵呵．．．不过我生日也马上就要到了，到时候我
还会比ジャッキー大一岁！ 每年的这一天，为了庆祝ジャッキー的生日，都会允许它进屋。当老师回家之后，就把它脖子上的链子给解下来了。当时，它正在吃饭，没有注意到，
可后来，当它慢慢地往前走时，它才渐渐地发现，于是就走进了屋里。 它进屋之后，第一个进的就是厨房。谁叫厨房里有一大堆吃的东西呢!妈妈做料理的时候，它就不停地往妈妈
身上爬，像是在撒娇似的要食物吃。如果一直不给它，它就着急地发出呻吟声。每隔一段时间它就会往客厅里转悠几圈，再回到厨房讨食吃。我真就有点纳闷了，它一直都在不停地
走来走去，没有一会儿是老老实实地待着的时候，也没有消停的时候。呵呵．．．不过，狗狗这样才会可爱嘛～ 我们开饭了，正在吃晚饭，它就转移到了饭桌周围，眼睛不停地看
我们手里的食物。旁边明明有它自己的食物，可它却一直盯着我们的食物，而且还不停地站起来讨食吃！哈哈．．．真是个贪吃鬼。没办法，谁叫今天是你的生日呢，给你点吧！
哥哥回来的时候，给ジャッキー买了狗狗零食，当作是生日礼物。就连附近的大婶来的时候也给ジャッキー买了好吃的。呵呵．．．这下ジャッキー可就有的吃了！ 短短的2个小时
之后，ジャッキー的生日派对就结束了。当我把它绑回原来的窝时，看它那可怜的样子，还真是有些不忍心把它绑起来。不过没关系，得到了这么多好吃的，接下来就慢慢地消灭它
们吧！ 啊！忘了说最重要的一句话啦！ジャッキー，祝你生日快乐！

呉 香君的日记



考试结束了

2008.12.16

12月5日星期5 终于考完试啦，终于自由了，终于可以玩了，终于．．．．．． 呵呵，考试的这几天加上前一个礼拜一直都在猛学习，真别提有多痛苦啦。现在一切有结束啦，而且
我感觉考得比上次好多了。一下子感觉特轻松，哈哈哈哈！

呉 香君的日记



看电影

2008.12.16

12月6日星期6 第一次坐公共汽车出门，所以出了点小状况。中国的公共汽车是上车的时候付钱，可日本却是下车的时候付钱。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可我不知道的是上车之后得从写
有「整理券」的地方取出乘车票。我上车之后，司机告诉我得拿出票，可我没听清楚他说的话，找了老半天都没找到，搞得我怪难为情的。车上的人也全都往我这看，别提有多尴尬
了。幸亏当时车里除了我和司机以外只有两位乘客，而且还是两位老年人。找到了乘车票之后，找了个可以看到樱岛的地方坐了下来。当我下车的时候，司机问了我是第一次坐公共
汽车吗？我有些难为情地回答道，我是从国外来的，目前为止第一次公共汽车，所以有些不知道。听到了我的解释之后，司机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啊！ 当我到的时候，Miriam，
萤还有春奈已经到了，正在星巴克里喝饮料呢。我也点了些喝的，之后我们就出发，开始今天的旅程了。 照原计划，我们去看了电影。我们左思右想，讨论了老半天，终于决定要
看「ブラインドネス」买了些爆米花和饮料之后就进场了。这个故事讲述的内容是如果人类失去了视力。人们突然之间丧失了视力，人们猜疑这种不明的病会传染，所以把这些丧失
视力的人隔离了起来，让他们自生自灭。如果走出去的话，就会开枪射死哪个人。可在这里，只有女主人公一人能看见，一直都在照顾着这些盲人。当他们这些人都逃出去的时候，
人们已经全部都丧失了实力。繁华的街道到处都是垃圾，人们一直都在找食物吃。看到这儿时，我突然有种伤感。人们如果失去听觉的话，生活照样可以自理。用笔写字的话就能交
流。可换成是失去视力的话，什么都做不了。真没想到视力对我们竟然会这么重要。什么都看不见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同志们！要珍惜你们的视力啊！ 看完电影之后，我们就去照
プリクラ了。到这儿这么长时间了，プリクラ还是头一回照呢！真别说，我们中国的大头贴和日本的プリクラ简直就是没的比。可就是照得太快了，姿势还没摆好就照上了。还好，
找出来的效果很好，每个人都是干干净净的脸。呵呵．．．之后还在附近玩了会儿游戏呢，真的很过瘾。 差不多要到回家的时间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去。妈妈的手机号码上次明
明写给我了，可我却给扔掉之后没把号码写在电话本上。给家里打电话家里没人接;给老师打电话，可老师的所在的地方接不到信号;想给奶奶家打电话问问妈妈的电话号码，可我这
儿只有家里的号码和老师的号码。这下可糟了！！！萤和春奈（当时Miriam已经回去了！）帮我找停车站，可照了老板天都没找到。这下只剩下一个活路了，给老爸打电话。因为
之前我告诉了老爸这边奶奶家的电话号码，只要打电话问问老爸就能联系到本村妈妈了。虽然会有些麻烦，可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因此顺利地和妈妈取得了联系，我得救了！还
真是蛮感谢萤和春奈两人，外面这么冷还一直陪着我找停车站，实在是感激不尽呐！ 今天虽然出现了点小状况，可玩得很开心。下次，我还要再来这儿看电影！！！

呉 香君的日记



自愿者

2008.12.16

12月7日星期日 今天当了回自愿者。听说这附近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一个人住的家庭很多。老年人们家里用旧了的家具或不用的东西放在家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于是年轻的自愿者们
就帮忙把这些家具运走。可我不是自愿帮忙运东西的，而是自愿帮忙做料理的。给那些帮忙运东西的人做东西吃。我和妈妈到了做料理的地方之后，就开始帮忙干活了。 刚开始帮
忙切了胡萝卜和白萝卜（大根です），好长时间都没有拿过菜刀切东西了，真有些怀念啊！紧接着就开始做おにぎり了。到日本之后，第一次做おにぎり，可得好好学学啊!妈妈先
做了几个给我看，我也开始动手做了。啊～看似简单的捏法，可怎么就捏不好呢！在手里捏来捏去，最后却捏了个球形的おにぎり。可能是因为我手小的缘故吧，没有做好。捏的时
候，饭粒总是粘在手上，怎么也弄不好。当我觉得麻烦，正想要放弃的时候，旁边的大婶问了还要不要再捏几个啊?于是我就再次挑战了一次，妈妈和大婶在一旁还教了我点窍门，
于是终于捏出了个像样的おにぎり。哈哈哈．．．虽然捏得没有妈妈它们那么好，可至少样子算是标准的おにぎり的形状。能做出这种水准我已经很满足了。紧接着，我有捏了几
个，越捏越上手，渐渐熟练了起来，哈哈．．．看来我回国之后也能够经常吃到自己亲手做的おにぎり了，太棒了！ 大家忙了一上午，也都累了。接下来就是游戏环节了。游戏是
グランドゴルフ，类似于高尔夫。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游戏，所以有些不太会玩，不过这个游戏没有那么难理解。只要看一下就会玩。刚开始，毕竟不太熟，所以打了十几次才进去，
可后来渐渐开始习惯了，大的次数也开始逐渐变少了。对了，我是和本村奶奶还有一位初次见面的大爷一个组的。我们三人一组，玩了一场轰轰烈烈的グランドゴルフ，呵呵．．．
真的很有趣。我最好的成绩是两次打就进去。虽然是碰巧进去的，可这也是我的实力喔！ 游戏之后还得到了奖品（奖品是每个人都有份！）真棒！自愿者不仅能帮到别人，而且自
己也会得到快乐，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不是吗？

呉 香君的日记



考试成绩

2008.12.16

12月8日星期1 考试成绩出来了，社会和综合英语两门都比上次考得好，成绩有所提高，可综合英语提高的分数没有那么明显，看来得再接再厉啦。来气的是现代社会。分数虽然提
高了不少，可就是因为我没有看好题的要求，扣掉了很多无辜的分数。题上要求用数字填写，可我却全都用汉字回答了。当时我看到这题的要求的时，就觉得奇怪，早知道会变成这
样，我问监考老师就好了。啊～真的很来气耶！如果我那些全都对了的话，可比现在的分数高出16分呢，真冤哪～～～ 　　

呉 香君的日记



音乐祭的练习

2008.12.16

12月8日星期1 从今天起，就得开始弄音乐祭的练习了。我们一年五班一直都没有音乐课，所以这个练习对我们很吃力。音乐老师知道我们班没有音乐课，所以这次着重就看我们
班。这次合唱一年级唱的是ハレルヤ。这首歌虽然听过，可要是从头唱到尾的话真的很难。再加上这是合唱，分成高音和低音，我选的是高音部分。老师在那唱，一会儿是高音一会
儿是低音的，搞得我都蒙了。歌词也是，一会儿看上面的歌词一会儿看下面的歌词，弄得我晕头转向的。要是照这样下去的话，我还真是有点开始担心我们音乐祭那天会不会唱好
呢，真的有点糟糕啊～～～

呉 香君的日记



和同学的约定

2008.12.16

12月9日星期2 昨天しおり邀请我去她家玩，她说她家在本村妈妈的老家那一带，而且家附近还有很多玩的地方。于是她今天就告诉我将会在这个月的25号，也就是圣诞节的那一天
接我去它家住两天。到那时，将会玩保龄球，而且还会去shopping，呵呵．．．现在光是想想就已经很兴奋了，这的好期待那天啊！

呉 香君的日记



考试结果

2008.12.16

12月10日星期3 期末考试成绩几乎全都下来了。总体来说，每科成绩都比上次中间考试的成绩提高了很多。看来老师上次在太宰府个给我买的关于学习的护身符很灵哦，真的保佑
我学习顺利了。当然，也不完全是因为护身符的关系才提高了成绩，这和我考试的那几天拼命学习是密不可分的。呵呵．．．虽然不是我自吹，可这确实是我的实力哦！就照这样一
直保佑我学习顺利吧，我会诚心诚意地祈祷的。

呉 香君的日记



我变胖了

2008.12.16

12月11日星期4 呜呜．．．同志们，我发现我这几天又变胖了！这几天中午吃完饭之后都会再吃些零食，搞得我现在一捏脸上的肉就是一大把。更可怕的是，以前我那扁平的细
腰，现在变得肉都都的，怎么也弄不回原来的样子。啊～真伤脑筋啊！再这么下去可不行，寒假期间可得减肥了。同志们，如果有什么高招妙招好招的话，请务必写给我，小女在此
先跟大家说声谢谢啦！你们的大恩大德，小女会终身难忘的！

呉 香君的日记



妈妈不在家

2008.12.16

12月12日星期5 妈妈因为工作的事情，今天晚上不在家。妈妈要是不在家的话，今天的晚饭怎么办，明天的早饭怎么办，还有谁叫我起床啊！这些事情几乎全都是妈妈在做。平时
没有注意到，可现在才明白，如果妈妈不在的话，什么都得自己做。还好妈妈临走之前把晚饭给准备好了，只要把咖喱给热一下就ok。虽然妈妈不在家，可吃着妈妈亲手做的咖
喱，还是能感觉得到妈妈的味道！

呉 香君的日记



妈妈不在家 后篇

2008.12.16

12月13日星期6 为了防止我睡懒觉，我把闹钟设定在6点。平时 我可是6点半起床耶，真是困啊！闹钟准时6点响了，可太困了，又眯了一小会儿。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人敲了我
房间的门叫我起床。妈妈不在家，会是谁叫我起床呢。原来是奶奶，就连早餐也是奶奶做的。奶奶说，妈妈怕我睡懒觉，于是就让奶奶叫我起床。还有，早上是哥哥开车送我到车站
的，当然这也是妈妈安排的。 妈妈虽然不在家，可我却每时每刻都能感觉得到妈妈的气息和关怀。

呉 香君的日记



哥哥的比赛

2008.12.16

12月14日星期日 今天有篮球比赛，而且たかひろ哥哥也会出赛。我虽然知道哥哥喜欢打篮球，可却从来没亲眼看过他打球，今天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可以看哥哥打球，可不能错
过啊！ 到现场一看，真是大开眼界啊！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哥哥这么厉害，整个选手当中可能就属哥哥最灵活。无论是拦球还是接球都是那么敏捷，而且还在紧要关头
的时候进了个3分球呢！真的好厉害! 整场比赛进行得很激烈，双方的比分总是不相上下，搞得我总是一会儿捏一把汗，一会儿送一口气的。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对方进了好几个
球，而哥哥这边是一直要追回比分。可能是因为心急的关系吧，哥哥他们总是犯规。结果，比分以十几分的差距输了。不过，哥哥他们到最后一秒也没有放弃，就算是输掉了比赛，
他们也要缩小比分，进球得分。而且还有个队员在比赛的时候受了伤呢。看到他们这么拼命，我很是感动。虽然输掉了比赛，可在精神方面一点都没有输。相信总有一天，会在比分
和精神两方面都取得胜利的。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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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会

2008.12.16

12月14日星期日 晚上去看灯会了。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这边到处都能看到用彩灯装饰的树和房子。而今晚去看的是比这些更漂亮的装饰。整条街都挂着彩灯，显得这条街很亮
堂。不仅有圣诞树，圣诞老人和鹿，而且还有很多日本的卡通人物。例如トトロ啦、クレヨンしんちゃん啦、哆啦A梦啦什么的全都有。每一个都装饰地很可爱。 圣诞节还没到就有
这么多漂亮的彩灯，如果圣诞节那天到了的话，可不是更漂亮、更热闹、更有趣了嘛！啊～真期待圣诞节会是怎么度过的啊！

呉 香君的日记



音乐祭

2008.12.24

12月18日星期4 我等这一天都等很久了。音乐祭是我们学校这一学期最后一个学院祭，而且明天开始就是寒假，真让人兴奋啊！ 音乐祭，个个年级都有大合唱，而我们年级全体唱
的是ハレルヤ。我相信这首歌全地球人都知道，谁都会唱，可在练习的时候我没想到会这么难。毕竟是大合唱，分男音，女高音，男低音，女低音，而我选的是高音部分。虽然在刚
开始练习的时候很蒙，只会唱ハレルヤ的部分，可经过练习之后，现在好多了。 彩排的时候，后面的老师也和我们一起唱。我虽然不介意老师和我们一起唱，可就是。。。。。。
我周围一直都能听见老师的歌声，老师唱得很投入，很专业，很好，可就是声音有些抖，让我忍不住笑出来了，搞得我周围的人也笑了起来。幸好不是在正式场合，不然的话就惨
了。 正式表演之前，同学们还说:“香君，千万别笑。你要是笑的话，我也会笑的。” 呵呵，看来笑真的会传染啊！于是我在正式合唱的时候，一直板着个脸唱的。如果我不板着脸
的话，我很有可能会再一次笑出来的。还好，一切都平安结束了，唱得也很成功。真的好辛苦的！ 今天的音乐祭好辛苦啊～不过过了个愉快的音乐祭。而且我感觉和大家的关系也
越来越亲密了，呵呵，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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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家

2009.01.28

又是隔了好久的日记。这个月也有很多快乐的事情。 　寒假刚开始的那一天，去朋友的家玩了。她有4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全家共六个兄弟姐妹，她是最大的。妹妹们都还小非常可
爱。因为我没有妹妹，有些羡慕。在她家住了三天，与妹妹们好好地玩了一把。 　刚去的那天，我们去了她爷爷的田地。那里种了好多水果和蔬菜。我们采了香菇。香菇是这样，
从树中长出来的有些吃惊。但是，现在不是感到吃惊的时候。早点儿采香菇吧。和大家一起采了香菇，成了今天的晚饭。因为是自己亲自采的，大家都吃得非常香。蔬菜还是自己种
的好吃啊。 　晚上去了附近的公园，和大家玩捉迷藏了。到最后让捉的人，用屁股写自己的名字。好久没这么拼命地跑了。突然这么激烈地跑，稍微有些体力不足了。因此，比较
害羞的是，我到最后做了捉的人。输给孩子们，真的不好意思啊。但是，多亏这个游戏，我与妹妹们比以前更亲近了。太好了。 　第二天，妹妹们要去学校，我与朋友二人去都城
玩了。这里的店里的衣服非常便宜，所以买了很多可爱便宜的洋装。但是同时也花了很多钱。(心痛！)要是妹妹们也来玩，一起照大头贴就好了...遗憾！ 　最后的那天，我整理行李
的时候，发现行李增加了一倍。朋友的妈妈送的土特产和上次去玩的时候买的洋装，真的很多。老师因为工作来这附近，可以来迎接。太好了。行李再怎么多也不要紧。 　在这短
短的日子里，与朋友的妹妹们度过了快乐的每一天。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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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

2009.01.28

今年的圣诞蛋糕是我制作的。妈妈准备鲜奶油和西式蛋糕还有草莓，我把蛋糕装饰了一下。我刚开始认为装饰是简单的工作，真是大错特错。只做装饰也相当困难哟。特别对西式蛋
糕涂鲜奶油真是非常累。如果用力过大，蛋糕会变形。我做了好几回，终于漂亮了。真是很大成功啊。 　晚上一边放着圣诞节的歌，喝着香槟，一边吃鸡。这么浓厚的圣诞节气氛
下过圣诞节是第一次。蛋糕也是第一次由自己来作成。在这样的气氛下，今夜，圣诞老人说不定会来。果然，第二天早上，起来开房间的门，门前有个袋子。打开袋子，里面装着白
的羽绒夹克。我穿着这个羽绒夹克去客厅，让老师们看了下。老师说像「イノセントラヴ」的主人公(最近刚演完的电视剧。堀北真希是主人公。)。真高兴。我也送给老师和妈妈礼
物了。老师们很高兴，我也很高兴。 　之后，和老师还有祖母三个人去了温泉。因为是第一次泡温泉，非常快乐。刚进入温泉的时候，有些不习惯，稍微有些痛,不过，习惯了就非
常舒畅了。进了外边的露天温泉，比起室内的更心情舒畅。呼吸也不那么憋闷，真好。一边看景色，一边泡温泉真好。我比起室内更喜欢露天温泉。 　晚上去朋友家参加了圣诞节
聚会。其实之前，住在朋友的家的美国的留学生与家人一起日本到旅行来了。因此，来朋友家，大家团聚了一下。我和这个留学生虽然不相识,不过，一起玩了很多游戏，过得非常
快乐。 　今年的圣诞节最棒。圣诞节，万岁！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呉 香君的日记



大年三十

2009.01.28

大年三十，大家一起做了一些新年的装饰。在门上装饰稻草绳，在门口装饰了圆形年糕。一般也会装饰门松,不过，这里没装饰。尽管如此，也很有新年的气氛。 　就像中国的大年
三十晚上吃饺子一样，日本吃除夕乔麦面。但是，一边观看新年的特别节目，一边迎接新年，日本和中国都一样。我和妈妈在十二点之前，去了神社。从今晚十二点开始在神社有太
鼓的表演，去看了。太鼓的声音无论什么时候听都那么为之震撼。很壮观。之后去了寺院。有和尚在，试着敲了一下钟。我刚开始，不太会敲，发出奇怪的声音。第二次敲的时候，
声音就非常好听了。不太明白为什么要敲钟,不过，一定是好事。 　那么，恭贺新年啦。2009年请多关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呉 香君的日记



生日

2009.01.28

一月十八日是我十七岁的生日。但是这天又是送ヘイリー回美国的日子。虽然与ヘイリー不是一个班的,不过，时常谈论一下。这天早上，去机场，与ヘイリー送别。今天说不定是
与ヘイリー的最后一次见面。稍微有些悲伤。ヘイリー的寄宿家庭的家人也在，最初很精神,不过，ヘイリー离开的时候大家哭了。我也在那个时候流出了眼泪。来日本，第一滴眼
泪是为ヘイリー流的。但是，互发邮件，也能经常联络呢。再见，ヘイリー。回到美国，也要努力啊！ 　今天是我和妈妈的生日，回来的途中，在宾馆的餐馆吃了意大利菜。这里
的服务非常和善。拍生日纪念照片的时候，热情的为我们拍照片;告诉他过生日的事后，在蛋糕的碟子的空白处写上Happy Birthday to you，漂亮地装饰了一下;果汁洒在我衣服
上，为我拿来毛巾真的太感动了。 　之后去了卡拉ＯＫ。老师和妈妈唱歌都非常棒。如果那样的话，我也不得不努力哦！一小时真的很短。一转眼就已经到时间了。没有办法。不
得不赶回去准备晚上的聚会，不早点儿回去就赶不上了。 　夜晚玉(老师的朋友)和夫人来了。大家来了之后，聚会开始了。多亏老师和玉石两个人，聚会非常有趣。我从大家那儿得
到了很多礼物。真的很感谢。这次或许是我从出生以来，过得最快乐的生日。托大家的福，谢谢。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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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家见面，好开心！

2009.02.27

2月19日星期4 这次的中间研修，我们不仅学到了很多有关地震和防灾的知识，而且还和很多朋友建起了很深厚的友谊。像是刚开始第一天，我和小敏还有婷婷3人坐在一起吃晚
餐，我剩了几个炸鸡块，婷婷看我白白浪费粮食，于是就跟我说大道理，还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这鸡白死了！”其实这句话是婷婷住家妈妈对孩子说的，为了不让孩子剩饭，于
是总是用这句话来教导她的孩子，原句是｢この鶏は何のために死んだの！？｣我听到这句话也觉得蛮对不起这鸡的，于是我又吃了一块儿，可剩下的我实在是吃不下了，只能对不住
这只鸡了。这下可好，在接下来几天，我每天都能听见她们俩说那只可怜的鸡白死了，啊～搞得我有那么一阵子都不想吃鸡肉了！不过好好想一想，我要是不吃鸡肉的话肯德基麦当
劳也不能吃了。于是我改变了心意，我虽然对不起那只鸡，不过从现在开始我爱鸡！呵呵。。。可到了最后一天晚上大家聚在房间里开反省会的时候，小敏和婷婷才告诉了我真相，
原来在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小敏和婷婷趁我不注意，把她俩的鸡块儿放进了我的碟子里。我就说嘛，我当时怎么吃都不见盘子里的鸡块儿变少呢！现在回想一下当时发生的这些有
趣的事情我都能笑，这可能是我在研修期间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了。。。 从此我和鸡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然，我们不是光顾着玩，也有好好学习。在日中交流中心的老
师们的安排下，我们坐着电车去了很多地方。像是神户大学啦、防灾中心啦、南京街啦之类。在大学校园里，我们经过大学的哥哥姐姐们学到了很多。像是在发生地震的时候应该拿
什么东西；AED的使用方法；如果一个人倒在地上的时候应该怎么做之类。还有在防灾中心，我们看了当时在神户发生地震时的影片，看完之后可能是因为害怕，我差点就想哭出来
了。心想如果当时我在现场的话，这小命是肯定保不住了。从那场震灾里活过来的人，我很是佩服。第一次感觉到生命是脆弱又坚强的。本来我以前认为地震没那么可怕，不就是地
在晃动嘛，可看完这片子，我很是震惊。房屋在眨眼之间就全都倒塌了下来，想逃但是却站不起来。我渐渐开始担心如果真的遇到地震该怎么办了。还好后来这的工作人员还带我们
参观防灾的实验之类的。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总有办法减少损害的。陆续给我们看的实验都好厉害，渐渐心里有点底了。只要人们把这些试验应用到现实生活中的话，地震就不用怕
了！至于在南京街嘛。。。这条中华街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很温暖。中国的街好久都没走过了，隐隐有些想家了。。。还是说说这的学校吧。这次去的是一个叫舞子高校的学校，
和这的学生交流，做海报，谈得很投入。后来还带我们逛街了呢，一路上一直都很優しい，啊～真的好热情啊！ 还有，我和小敏，婷婷3人还组成了＊＊＊3人组，而芸是我们的经
纪人，小闻和小琪是书记。我们这几个人在这几天变成了铁哥们，挤在一个房间，把床全都弄在一起，每天说话说到半夜2，3点多钟之后才肯睡觉。。。 在最后一天，没想到是坐
飞机的人先走。在和大家离别之前拍照的时候我还没觉得怎么的呢，可后来上车之后，从窗户里看到大家向我们挥手，我的鼻子渐渐开始酸了起来，一想到还得等到半年之后才能相
见，我就忍不住哭了出来。(不知道当时在外面的人有没有哭。。。) 还记得当时在北京和大家第一次见面，彼此都不怎么认识，也没说上什么话。可这次，大家一见面像是同学聚会
似的，很是热闹。现在剩下了半年的时间，大家各自在日本的各个地方继续好好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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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之后马上考试！？

2009.02.27

2月20日 星期5 昨天刚回来还没休息够呢，这几天每天晚上都是半夜2、3点左右睡觉，困得都快不行了，可今天偏偏得上学，而且还得考试。我们学校本来是从16号开始考到19
号，可因为中间研修就没能和大家一起考试。今天我一个人在LL教室里孤零零地一个人考试，别提有多无聊了。我当初以为我去神户研修的话就不用考试，所以上课几乎也没怎么
听，连考试范围都没记，现在这么突然一考我都傻了，看什么题都不会，我真是快郁闷死了。 第4节课，3年级英语班演了一场舞台剧，全都是用英文讲的。我本来就不会英语，搞
得我越听越糊涂，不知道什么意思。不过在3年级生表演的时候，让观众们笑了很多次。表演结束之后，1年级生和2年级生给3年级生唱了3月9日，虽然唱得没那么好，声音不大，
不过等我们抬头看3年级生的时候(唱歌的时候一直低头看歌词来着！)大家的眼睛都红了，有些人还哭出来了呢。尤其是在老师们发表感想的时候，大家哭得更厉害了，眼泪一直不
停得掉。真是的，本来也没想哭，现在搞得我都想哭出来了。整个舞台剧，包括老师们的感想全都是英文，虽然没听懂，不过我很感动。 接下来下午的时间，班里的同学因为短期
留学，有个家长会，于是大家都出去了，只剩下我和Miriam。可我还得考试，于是第5节课我在考试，而Miriam去了2年级教室，和2年级生一起上Ranga老师的课。又变成我一个
人在考试，好孤单的。。。 今天剩下的两节课是社团活动时间，我和往常一样去了调理室。由于上礼拜3年级生是最后一次上社团活动，所以今天人好少，3年级生都不在。整个调
理室不像往常那样那么热闹了。我们在最后把剩下的两个マフィン给了其他两位老师。社团里的两位学姐很是崇拜这两位老师，经过料理部的老师她们亲手把マフィン交到了老师手
上。送完之后回来的路上我们的料理部老师还很是开心地说好好玩呢，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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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周边店

2009.02.27

2月21日 星期6 出去和同学逛街了。我们班有几个女生和我一样很喜欢动漫。她们之前就告诉我鹿儿岛市内的天文馆有家店是专门卖动漫周边的。可因为那家店没有建在特别明显的
地方，要是第一次没有个明白人带你去的话很难找到的。所以这次共4人(全都是动漫迷)去了那传说当中神秘的动漫店(传说只是从同学那里听来的，而神秘嘛。。。是因为它建在不
起眼的地方！）。 一到地方还真是觉得这里挺不起眼的，建在Hello Kitty店的上面，而且还是3楼。只有在Hello Kitty店的门口写着3楼有卖动漫产品的牌子，怪不得我一路上怎么
找也找不着呢，原来在楼上啊！ 我进去之后，眼前全都是动漫，不仅有漫画，而且还有很多周边产品，看得我心痒痒的，不知道该从这么多的周边产品挑哪些才好。虽然中国也有
这样的店，可每家店的东西都没有那么多，相对的这边的种类不仅多，而且还很有气氛，就是价钱高了点。我刚进去就挑选了我的最爱--网球王子的周边，是一个有网王人物的手机
链，这么好的东西不买的话绝对都会后悔。紧接着我又陆续看到了Bleach、火影、遥远时空中，这些都是我喜爱的动漫。嘿嘿。。。掏到这么多好玩意儿，兴奋死我了。日本有这么
多动漫周边店，真有点羡慕日本的漫迷们可以随时购买这些自己喜欢的动漫周边。我虽然现在身在日本，可在5个月之后就回国了，到时候我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动漫周边店啊！想
想就伤心。。。得了，还是趁现在在日本，好好掏宝吧！(对于漫迷们来说，动漫周边产品是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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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韩国高中生交流

2009.02.27

2月23日星期1 韩国的高中生来到了我们学校，所以第5节课有一个交流会。从韩国来了10位女高中生，长得都很可爱，很受我们学校男学生的欢迎。她们一上场，就听到了男生们
的欢呼声，这人气可不能小看啊！我们班的女生看到韩国高中生的时候，第一个感想就是：我看到了好多香君啊！(本人的发型和刘海和那些高中生们的一样！)听完之后，很受感
动。 交流会首先介绍的是关于韩国的小常识。一位穿着韩服的韩国老师用流利的日语给我们讲，而且把其他韩国老师说的话很快得就翻译了出来，很是厉害，我很是佩服。其实我
在集合之前和这位韩国老师打了声招呼，说了一小会儿话，于是得知这位老师老家在韩国，现在在鹿儿岛市内的交流中心工作。怪不得日语这么好，真希望我有一天也会像她似的日
语说得棒棒的！ 韩国的高中生还现场给我们跳了舞蹈呢，不过不是那种传统舞蹈，而是现代舞。每个动作都很可爱，看得连这边的女生们都好陶醉呢！韩国人能歌善舞，看来是名
不虚传啊！ 整个交流会结束之后，在回班级的路上看到了那几位韩国高中生。我心想，好不容易从韩国来一次高中生呢，上次蒲生(蒲生是我住家的地方)这边来韩国人有个交流会的
时候就没怎么和她们交流，这次可得把握好机会。说上一两句话也好啊！于是经过我左思右想，班里的同学也起哄说让我跟她们说话看看，于是我鼓起了勇气，用我好长时间都没有
用的朝鲜话问了一下可不可以一起照张相。来日本之后中文都没什么机会讲呢，更别说是朝鲜语了，我倒是像说啊，可谁能听得懂啊！咳～因此我的朝鲜语是越来越不行了啊！韩国
高中生看我讲了韩语，很是惊讶，不过把实情告诉她们之后，她们很是亲切地还跟我多说了几句话呢！ 经过这次的交流，我很是想去一趟韩国看看，正好我妈妈正在韩国的首尔，
不仅能观光，而且还能探亲，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嘛！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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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给交流中心打电话

2009.02.27

2月24日星期2 今天本来和本村老师说好了的，要去老师的办公室里给山崎老师打电话，可今天我实在是太忙了！早上班主任忘了我还得补考，于是上午一直都没考试。到下午的时
候急急忙忙得在一节课之内一下子连考了两个科目，真累！咳~本打算跟山崎老师讨论一下如果想买手机的话怎么买才会划算，顺便再跟山崎老师报告一下我想买手机，可现在计划
全都泡汤了！！！给交流中心打电话怎么就这么麻烦呢？！咳~ 大家是怎么买的手机，告诉一下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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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厉害

2009.02.27

2月25日星期3 终于到今天为止我把所有科目的考试都结束了，真是可喜可贺啊！不过，我还真是蛮厉害的，这几天考的科目成绩很快就发了出来，我的分数很是理想。虽然英语和
其他同学是没法比，可是和我自己比的话，算是很不错的了。我之前根本就没怎么好好听讲，尤其是英语，我都没怎么好好复习。本以为我的英语成绩会很烂，可没想到分数竟然超
出了我的想象，很是理想！剩下的社会啦、保健啦、国语(国语老师给留学生特制的卷纸，相当有难度！)啦，考得都不错。我真是佩服我自己，像社会之类的科目大部分都是用汉字
写的，所以我背起来很是容易，不过像英语这科，我一背就忘，也没怎么认真看也得到了理想的成绩，我实在是太厉害了！呵呵。。。(这很是让我值得夸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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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学“ 混”熟了

2009.02.27

2月26日星期4 这几天，班里的同学都不怎么叫我名字，而是开始叫我ヤンチー。原因嘛， 是因为我的眉毛。上次中间研修的时候＊＊给我修了眉毛。我回来之后，班里的人说这眉
毛很ヤンチー，所以大家就开始叫我ヤンチー了。其实我们学校很是严禁刮眉毛的，不过我当时心想：日本人不都刮眉毛嘛，刮刮也没什么吧！没想到回来之后，班里同学的反应这
么大。不过借此，我和班里的人变得更加亲近了。大家不时还会跟我开开玩笑，还和我说很多话呢。之前和同学交流时感觉到的那道墙不知怎的，一下子被打碎，我和同学的交流变
得很轻松。大家像是已经不再因为我是从国外来的而和我客气，而是用很普通的同学之间的口吻和我聊天打闹。班里还有个要去美国长期留学的同学羡慕地和我说： 她也好想过像
我这样的留学生活呢。她还问我：香君的父母是不是很有趣的人，因为我很有趣，所以她就联想到我父母，是不是我爸妈遗传的呢。呵呵。。和同学的亲密度都到这地步了，我豁然
感觉到一股大大的成就感。这样和同学耍嘴皮的我才是真正的我，我在国内也是这样的个性，很爱耍嘴皮，现在和日本的同学也这样耍嘴皮，而且还是用日语讲，哇哦～我好厉害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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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浴衣

2009.03.06

2月27日星期5 今天下午，班里的同学为了去美国短期留学的节目，正在做时间表，看看每项节目花的时间有多少。于是我被同学叫到，让我做模特。呵呵。。。说是模特大家可能
有点不太明白，还是这样说吧。其实在节目当中，为了给美国人介绍日本的传统文化，于是有穿和服的一项节目。我就是帮帮大家的忙，当次模特，让班里的同学给我穿和服。其
实，与其说是穿和服，还不如说是穿ゆかた。虽然ゆかた没有像和服那样复杂，可要是真的想把ゆかた穿好的话还是挺费力气的。给我穿ゆかた的同学是｢着物着け｣部的。不愧是
｢着物着け｣部的，小手很是灵巧。她先是把ゆかた后面的结打成リボン的样子，之后又重新弄了一下，就变成另一种样式，真得好厉害。我当时真的佩服得不得了！咳~早知道｢着
物着け｣部这么好，我当初进这个俱乐部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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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典礼

2009.03.06

3月1日星期6 为了在今天正式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不出错，昨天全校学生练习了一遍。可昨天练习的时候几乎没什么特别的，只是干坐着，而且还不让我们说话，搞的我们这些人都
好无聊啊。过了不久，我往四周一看，有一大片的人在低头睡觉。确实，真的有那么无聊。可是今天正式举行的时候，明明坐着的时间比昨天还长(毕业典礼举行了整整3个小时
半！)，可却没有人睡觉，每个人都很精神。尤其是在毕业生们演讲的时候，她们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搞的全校的人都跟着一起哭。啊~本来我也没想过会哭，而且她们讲的文章
我是半懂不懂，可是在这种气氛下我能不哭嘛。 在校长老师发毕业证书的时候，3年级的人在接证书之前大部分都摆了个很搞笑的动作，乐得我们哈哈大笑。不过3年级生都好可爱
啊，给我们这些后辈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其中有一位毕业生，在接证书之前，在校长面前对着全校的人跟他的女朋友说：我爱你！弄得我们这些女生是羡慕得不得了。啊~什么
时候能轮到我的男朋友这样跟我告白啊！咳~不过在那之前，我得先找到男朋友之后才有希望啊。。。 整个毕业典礼弄得很庄严盛大，不像国内的学校意思意思一下就完事了。而且
我们神村学院这次的毕业典礼是包括小学部、中等部、高等部的毕业典礼，所以更有气派。那场面真叫作壮观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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萤的亲戚

2009.03.06

3月2日星期1 今天和班里的同学去了市内的天文馆玩。回家的时候，萤说她想在去美国留学之前见见爷爷，说不定还会从爷爷那里得到些零花钱呢。日本的这个传统很好，在孩子们
出国或旅游的时候，长辈们会给孩子些菱花钱。虽然中国也有这个传统，可我的亲戚都不怎么给我们钱。萤的叔叔家是寺庙，我每天上学的时候都能路过她叔叔家，而且离我住家很
近，所以我俩是一起坐电车回来的。下车之后是萤的叔叔接我们的。我在除夕夜的晚上见过萤的叔叔，而且那时正好是2009年的刚开始的时间。可以说萤的叔叔是我在2009年第一
个见到人。萤的叔叔直接把我和萤接到了他家，紧接着萤的父母也来了。萤的双亲我也见过，所以没有觉得陌生。我到屋里面和萤的亲戚们聊了很多，他们还把地图拿来问我的故乡
沈阳是在什么地方，而且还跟我聊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事情呢。不愧是萤的亲戚，和萤一样那么亲切。我很喜欢萤的这些亲戚，每个人都很可爱。真替萤感到高兴，能有这么亲切的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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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就不能和大家一起去

2009.03.06

3月3日星期2 班里的同学因为短期留学的事情一上午都在听老师们的话，而我和Miriam两人不和大家一起去，所以一上午我俩一直都在2年级教室里和这的学生在一起。虽然老师这
样安排也是无可奈何，不过我总感觉像是排斥我俩似的。好不容易和大家的关系变得这么密切，可过不久就要丢下我和Miriam两人去留学，想想就难过。。。好不容易适应了现在
班里的人，可现在突然之间让我进到2年级，和新的人重新建起人际关系，真的好难啊!平时和2年级，因为教室就在隔壁，所以都是些熟面孔，不过我和2年级的人也没怎么说过话，
所以没什么认识的人。今天明明和2年级生一起上课，可大家都没怎么和我俩说话，好寒心呐！6号班里的人出发去美国的那天，我俩就要进到隔壁班的2年级，和她们一起待一个
月。现在这个状况，我估计到时候可能又会冷落我俩了吧，搞得我现在都有点怕上学了。我这人刚开始和不认识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会有点内向，不会说话，因为没什么我能插入的话
题，所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不过要是混熟了的话，我很活泼，和朋友会没大没小，时不时还会耍耍贫嘴。咳~为什么留学生就不能和大家一起去呢。我们这些留学生是为了体
验国外普通学生们的学校生活来的，尤其是这样的团体活动，不和大家一起参加的话总感觉自己和大家不一样，和大家不是一体的。如果我要是因这次的机会和大家一起去美国的
话，说不定对我将来学英语会有很大的帮助呢。多见见世面是件好事，可为什么就不能去呢。。。我来日本之前最期待的就是修学旅行了，可神村学院竟然是搞海外留学，海外修
学。我和大家去不了，真的好难过，好失望。中间研修的时候，大家都说去了京都之类的地方修学旅行了，当时我真的羡慕得不得了。谁叫我们学校是往国外跑，搞得我去不了的
呢。啊~真不公平！！！！！！ 现在我只想在班里的人出发走之前，和大家多在一会儿，哪怕是1秒钟也好。。。真不舍得和大家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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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2年级

2009.03.06

3月5日星期4 今天我们班是半天，下午就放学了。可是我和Miriam两人却照常上课(下午和2年级一起上课！)，因为今天上半天学是为了让大家做好明天去美国的准备，所以只有我
们班是半天。下午我怀着不安的心情来到了2年级的教室。等老师的课结束之后，我心想2年级的人会不会又对我不理不睬，休息时间会不会又不理我。可没想到我前面的人先和我
说了句话，我这边就慢慢热闹起来，其他人看我们这很是热闹就不断往我这来和我聊天。我当时很不相信，我竟然和2年级的人聊天聊得这么轻松，而且和我们班的人聊天的感觉差
不多。就这样，我豁然开朗了起来。想起昨天我对2年级的评价，像什么冷血啊，冷淡啊之类的，突然觉得好对不起2年级生啊！真的像是昨天班里的人说的一样，2年级的人只要和
她们主动讲话的话，她们肯定会理我的，并且只要我努力，2年级的人也会觉得我是个幽默开朗的好学生。 在放学回家之前，我和我前面的叫もとこ的人又聊了会儿，不知不觉就聊
到了我喜欢的偶像东方神起。东方神起将会在5月30日在福冈县举行演唱会，而演唱会票是在3月8日销售。眼看3月8日就要到了，我很是着急。因为我很想去看他们的演唱会，好不
容易有机会能看到我的偶像们，我真的不想错过。可是谁跟我去呢，还有演唱会票的价钱会不会很高，还有还有，我住家的人同不同意也不知道。啊~希望好渺茫啊！这时もとこ
说，她很喜欢去看演唱会，她肯陪我去，而且还帮我查找了一下演唱会票的价钱呢。幸好价格高得没有那么夸张，所以我担心的两件事就解决了。现在剩下的就是问一下住家的人同
不同意了。拜托拜托！千万别拒绝啊！我真的真的很～想去！ 昨天可能是因为我心情不好，所以对2年级的人有些偏见。不过通过今天的种种事情，我重新认识了2年级的人，并且
有信心会和2年级的人相处好。突然觉得现在就算天塌下来，我也能挺住，克服难关的。是啊，世界上没有什么难的事情，只要你勇敢面对困难，并且努力去克服的话，胜利就会在
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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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拉拉队的练习

2009.03.20

3月7日星期6 今天一上午都在练习棒球的拉拉队。跟着音乐做动作，而且还得一面用加油用的道具做动作，一面大声喊些前面的人手里举着写有字的牌子。我全神贯注地看动作才勉
强跟上呢，都没有精神看牌子，搞得我手忙脚乱的。我就纳闷了，他们把加油的动作搞得那么难干吗，真的好难记住啊！说实话，我还真的就不爱干这个，一是因为棒球我看不懂，
什么也不知道；二是因为太麻烦，而且还有点不好意思。在那么狭窄的地方，又是蹦又是跳的，多别扭啊。咳~这让我有点想起上次我们去给棒球队加油时的事情，我依然没有干
劲。要是有我想给加油的选手的话，我估计就会有干劲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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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剪头发了

2009.03.20

3月8日星期日 12点钟我们在奶奶家集合了，是为了纪念已经过世的住家老师的奶奶。一位穿着日本服饰的男人在前面像是在念经，而我们这些人都是正座。我嘛，就得入乡随俗，
和大家一起正座。刚开始我倒挺骄傲的，竟然坐了20分钟都没事，可接下来几分钟后，我的双腿就开始发麻，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麻，像是连筋也麻了似的。可怜我这小腿，让你受
累了。咳~在这么正式的场合，我就算腿麻死也得撑住啊。我足足坐了30分钟的正座，突破我的个人纪录啦！ 下午我和お母さん还有老师来到了美发厅。我这几天一直都挺闹心我
这长长的头发，于是我就决定把它剪掉，弄成短发。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是长头发，发型也没怎么变过，于是我想在日本大变身一把。来到日本之后，我一直都没剪头发，因为都说在
日本剪头发贵，所以就没剪。不过，好不容易来次日本呢，体验一下日本的美发技术也不错嘛！我一进到美发厅就很是惊叹，这样的美发厅在中国可算是比较高级的呢。我只有在连
续剧《爱情魔发师》看过这样的店，真的好专业啊。而且店里的服务也很是周到，我和お母さん在等的时候，给我们拿杂志，还给我们拿咖啡红茶。。。光是这的服务我就觉得花这
么多钱剪次头发很值。给我剪头发的美发师是这家店里剪发最好的一位，不仅人长得帅，而且还很亲切和蔼。在最后美发师哥哥还免费给烫卷了呢，他说「せっかく日本に来たか
ら、お姉さんたちみたいに髪の毛をくるくるしてあげようか。」他三两下的功夫就把我的头发弄得卷卷的，很是可爱。不愧是专业的美发师，技术和普通人就是不一样，我真是佩
服佩服。 我顶着这可爱的发型，一路上我的脑袋轻飘飘的，好舒服啊。我建议大家也试试在日本剪次头发，一定会有剪了一次再想马上剪一次的冲动的。我现在虽然不是彻底的短
发，不过我对短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现在决定下次去的话一定要剪成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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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记者招待会

2009.03.20

3月9日星期1 一上午都在进行棒球的记者招待会。因为我们学校的棒球队马上就要在甲子園进行比赛了，于是学校来了好多记者和摄影师。好不容易拼到这份上呢，选手们可要努力
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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雛人形

2009.03.20

3月10日星期2 放学之后我直接就去了Daniel住家那里。他住家有一个上小学6年级的女孩儿，所以家里有摆ひな人形。本村老师家都是儿子，所以没有摆这东西。本村老师觉得好
不容易是女儿节，所以让我去Daniel的住家看人偶了。可是最近他住家的另一个上初中的儿子去美国研修了，所以Daniel暂时搬到同学家住，不在家。 到这时候，我眼前看到了很
是高级的ひな人形，特别漂亮。这的妈妈还跟我说，ひな人形是在女儿出生的时候买的，而且摆出来之后得等到天气晴朗的时候撤掉会比较好。可是自从女儿节到来之后的这些日
子，一直都是阴天，所以才摆到现在。不过听说ひな人形摆的时间越长，女孩子就越嫁不出去，所以得趁早折掉会比较好。咳~日本的女孩儿多幸福啊，从小就有这么棒的ひな人
形，像是守护神似的保护着她们。我也好想要啊。。。 看完ひな人形之后，我和这的妈妈还后小学6年级的女孩--ももか就开始一边吃点心，一边聊天。她还跟我说了关于Daniel有
趣的事情呢。没想到Daniel在这个家这么有趣，哈哈。。。不愧是年轻的妈妈，和这位妈妈说话很是谈的来。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还这么开朗，我好喜欢这位妈妈啊！过不久，も
もか的爸爸也来了。我和这位爸爸聊天的时候，根本就不像是初次见面，很是能说。他还说他去过上海呢。是啊，我也好想去上海玩一玩啊，谁带我去啊！我们谈得很是欢，不过我
在这吃了一大堆点心，体重肯定又增了。最后本村老师来接我回家的时候，ももか还说「香君ここで泊まったらいいのに．．．」听她说的这句话，我很是高兴，恨不得现在就马上
在这住一晚上。可是没办法，我不回家不行啊。于是我们约定在放春假的时候过来到这玩。 春假什么时候才会到啊，时间过得好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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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烦恼

2009.03.20

3月11日星期3 交流中心的山崎老师和小岛老师来到了鹿儿岛，和老师在学校聊了会儿天。听说周嘉镠和马天彤会来鹿儿岛，而且周嘉镠会来我们神村学园，而马天彤是去小雪学校
的凤凰高中。这消息来得有点太突然，我都有点不相信了，让我很是吃惊。 晚上我和小雪还有我们的住家家人，再加上马天彤的住家家人，一起和山崎老师小岛老师在市内的中华
料理店吃的饭。大家一面聊天一面吃饭的时候说了很多话，几乎话题都是围绕着小雪的事情讲的。听小雪住家的妈妈说，小雪每天放学之后都有社团活动，周六周日也有，而且还是
她自己骑自行车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回走读。我听完之后很是吃惊，竟然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肯定特减肥。再反过来想想我的生活，每天上下学都是坐校车，下车之后本村妈妈就
在车站接我，根本就不用我走路。在学校嘛，一个星期只有一次社团活动，而且只有两个小时。我参加的社团活动又不是特别忙，所以我每天都闲得要死。我现在都有点郁闷了，我
上学校到底是干什么去了。上课的时候虽然想认真听讲，可我听不懂，所以就没怎么听，就是抄抄黑板上的笔记而已。这么一想的话，我每天上学就是来吃本村妈妈给我做的便当而
已，还有就是为了不缺席罢了。渐渐的开始觉得我的校园生活很是单调，我怎么这么闲啊！每天和同学一起走路回家，偶尔去附近的服装店啦什么的，那才是我梦想当中的留学生
活！现实真的好残酷啊。。。听了小雪的生活，我决定自己在剩余的留学期间，应该好好学点什么。我之前就想过，在新的学期我要进舞蹈部。可是舞蹈部每天都有练习，而且还练
习到很晚。我要是进舞蹈部的话，怎么回家是个很大的问题。我左想右想，怎么也没想到什么好法子。咳~要是我住家在学校附近就好了。能不能搬到离学校近的家庭寄住一段日子
呢。。。。好烦啊！ 最后，我就多说一句话：“小雪，你真的好能说话啊！我太佩服你了，和什么样的人都能聊，实在是佩服佩服！”

呉 香君的日记



我怎样做才能帮到她

2009.03.20

3月12日星期4 Miriam从东京回来了，早上我在换鞋的地方看到了她，和她主动打了招呼，而且还问她东京怎么样。可Miriam她好没精神，我想她应该是因为不想到2年级教室和2
年级生呆在一起吧。这我很能理解，我在之前也很不想进到2年级那儿。可是在Miriam去东京的3天，我和2年级生相处得还算不错。当时幸好我前面的人先和我说了话，我才借此机
会和大家处得还可以。可是Miriam就没这么走运了，今天一天都没有人和她主动说话，而Miriam也没怎么和其他人说什么话。就连中午吃饭的时候也是，没有一个人对她说要不要
一起吃饭，搞得Miriam中午是一个人自己孤独的吃的午餐。 Miriam上课从来都不睡觉，就算是听不懂没事干，她也会画画漫画之类的解闷。平时她总是把她那短短的长发给扎起
来，可今天一直都在披头散发地睡觉。我心想，Miriam肯定是被大家孤立了，如果她不主动和大家说话的话，大家可能会一直这样孤立她。我观察了她一天，看她孤单无助的表
情，我很是想过去陪陪她。可是我过去又有什么用呢，我不知道该和她说些什么。还有就算我和她说了话，按照她现在的状态情绪有些不稳定，我怕我过去的话，反而被她冷落掉。
我过去也不能成为她的支柱，语言不是特别通成为了我俩交流的最大的障碍。我当时就有些怪自己，要是我会些英文的话该多好，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帮帮她，可是我偏偏就不太会
英语。现在我们班的人都在美国，过一个月才回来，就剩下我和Miriam两人。在这一个月期间，我俩我本应该是相依为命的，可是我却帮不了她，只能在远处眼睁睁地看她，真的
好惭愧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怎样才能帮到Miriam呢？。。。我想我还是试着和她说说话吧，除了这法子，应该就没别的什么办法了吧。。。同样都是从国外来的，互相
帮助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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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来了

2009.03.20

3月14日星期6 今天中学2年级学生到我们学校见学来了，到我们英语班的人还算蛮多的。刚开始中学生们毕竟大家彼此都还不熟，有些陌生，有些紧张，所以也没怎么放开讲什么
话，不过后来我们分成几组聊天讨论的时候，大家才放松了下来。渐渐习惯了我们之后，我们就开始无话不谈。像是喜欢的明星是谁，看不看最近热播的｢メイちゃんの執事｣，喜欢
这个连续剧里的男1号还是男2号，还说了关于恋爱的问题等等等等。。。 之前也来过一些中学生，可那时中学生们都很紧张，没说多少，可这次来的初中2年级的学生都很开朗，很
快就和我们熟了起来。她们还问我她们的名字用中文讲是什么，还夸我日语讲得很好之类。 真希望这些学生能进到神村学园，到这来读书。可那时就算她们能来，我已经回国
了。。。好可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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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假日

2009.03.20

3月15日星期日 今天是休息日，可我没什么事干，好无聊啊。正好昨天是白色情人节，所以我就给自己找活干，跟本村妈妈说我想做点心，明天发给大家。于是本村妈妈也协助我，
和我一起做了点心。我分别做了巧克力蛋糕和曲奇饼干。蛋糕做得有些失败，不过味道还不错，而曲奇饼干嘛，由于之前做过一回，所以很轻松。就等着明天发给大家了，大家一定
会特高兴的。 老师回来之后，我和本村妈妈还有本村老师外加上ジャッキー(狗狗的名字！)一起去了附近的湖边散散心。早就听本村妈妈讲过，ジャッキー不是很喜欢坐车，今天我
看ジャッキー在车里一摇一晃的，真的了解到ジャッキー有多讨厌坐车了。不过到了湖边之后，ジャッキー又开始活蹦乱跳，乱激动，呵呵。。。可能好长时间都没带它出来玩了
吧。话说回来，这湖的景色超级棒，怎么形容才好呢。。。清澈的湖水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四周的树木枝叶茂盛，围绕在湖的边缘。。。啊~大自然真得好美啊！ 晚上吃饭的
时候，我主动和本村妈妈说，我想挑战一下，吃一次纳豆看看。之前别人一问我，日本料理当中讨厌的东西是什么我就马上回答，是纳豆。可几乎每个人都否定我的回答，说纳豆很
好吃之类的，还让我再吃吃看。其实，我到现在为止就吃过一粒纳豆。因为都说纳豆的味道第一次吃的话，会有点接受不了，所以我才吃一小粒，尝尝味道如何。如今，我现在可是
把一盒的纳豆都盖在了热腾腾的白饭上面，还少许放进了些酱油。味道是好是坏，就看这回了。可我尝了第一口，尝不出来是什么味道，紧接着又少许吃了些，我才渐渐感觉到，这
味道我的确有点接受不了。吃到半碗的时候，我实在是吃不下了，于是剩下的那些，本村妈妈全都给吃掉了。说难听点，纳豆的那种ねばねば的感觉，就像是在吃自己的口水似的。
虽然味道没有糟糕成那样，不过我肯定了一件事情，我真的讨厌纳豆！！！

呉 香君的日记



发点心事件

2009.03.20

3月16日星期1 中午吃完饭之后，我把昨天做的蛋糕和曲奇饼干发给了大家。大家收到我的点心都很是高兴，还不停地夸我手艺不错呢。我在中途想把蛋糕发给大家，于是把装在保
鲜膜里的蛋糕拿起来分给大家。可是没想到，保鲜膜的中间竟然漏了个孔，蛋糕就掉在了地上。这可怎么办，剩下的这些蛋糕可不够分的啊！这时絵吏華说，没关系，掉在地上的也
能吃。我听到这句话，觉得有些对不起大家，又有点稍稍安心了。絵吏華她人好優しい啊，太感激她了。接下来还有人主动说自己要掉在地上的也没关系呢，听得我很是安慰。这次
做的蛋糕有些失败，再加上又掉在了地上，真是最悪！不过，大家都说很好吃，没关系，还说再做点心拿过来给大家吃呢。真是太受感动了，我下次绝对会做个很成功，很好吃的点
心给大家吃的。

呉 香君的日记



拉拉队的练习

2009.03.20

3月17日星期2 今天的第7节课，我们这些报名去甲子园观看棒球比赛的人在体育馆里进行了棒球加油的练习。这些加油动作都好夸张啊！一会儿蹦，一会儿跳的，好难啊！不过，
多练习了几遍就熟了起来。可我会一个就忘一给，真有点担心啊。我都没怎么用全部的力气做都累得满头大汗，真佩服前面带我们做动作的人，竟然那么精神。到最后，大家都high
了起来，像是在玩似的。 咳~明天有两节课的练习时间呢，得好好加油练习了！

呉 香君的日记



今天的课

2009.03.20

月18日星期3 保健课的时候，我们学的是抢救的措施。碰巧的是，这节课的内容和我们上次去神户研修时在大学生们的帮助下，学到的抢救措施是一模一样的。课堂上，老师把假人
拿出来，告诉我们整个救助过程之后，让我们每个人出去体验一下。这场景真的好怀念啊！想当初我在神户大学和皇甫还有虾米几人在一起学这些抢救过程的时候，就在做心臓マッ
サージ时特别累人。今天做的时候也是，虽然之前做过一回，可还是掌握得不太好。 还有，我们在会议室看了一个叫做めぐみ的片子。是关于北朝鲜绑架日本人到自己的国家，想
要的到关于日本的情报。而复兴北朝鲜。听老师说北朝鲜还绑架了韩国人呢。这真的好恐怖！这些事情大家应该都有些耳闻吧。我在看完片子之后，心里总是有些别扭。明明不是我
的国家绑架的，可我就是有些愧疚。可能是因为我是朝鲜族，就总感觉和北朝鲜有些关系，所以才会有这种感觉吧！中国的朝鲜族和北朝鲜是不一样的，千万不能搞错啊！ 下午的
理科课的时候，由于是这老师给我们上的最后一节课，所以老师带我们来到了学校后面的大海。没想到我们学校后面竟然有大海，好意外啊！老师虽然说是带我们来捡海边的垃圾，
当次志愿者，可是我们几乎都在海边玩来着的。大海真的好漂亮啊，我好喜欢。可惜的是，沈阳离海很远，不能经常看到。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是在我初中3年级毕业旅行的时候去大
连看时到的，大海真的好美！大海万岁！

呉 香君的日记



修了式

2009.03.20

3月19日星期4 上午是照常上课，下午就是修了式。让我吃惊的是，现在身在美国Seattle的校长老师竟然通过网络视频出席的，把我们这些学生们都吓了一跳。话说回来，我们班的
同学现在也在美国的Seattle留学呢，不知道大家现在过得怎么样，真得好想她们啊！还有就是有几位老师到这个学期为止就辞职了，就不在这个学校上班了。虽然这些老师我都不
怎么认识，不过我知道，离别有多么痛苦难过，所以我也渐渐伤感了起来，真不希望这些老师就这么离开啊！ 到今天为止，整个一年的时间大家肯定经历了很多。我虽然只呆了半
年，不过我的收获也不小啊！

呉 香君的日记



甲子園

2009.03.27

3月22日星期日 这3天我去甲子园了。从20号晚上6点半开始坐巴士，21号早上7点多钟到的兵库县。我可是坐了13个小时的巴士啊，而且晚上还是在巴士里睡的觉，连吃饭也是在
巴士里吃便当(还是本村妈妈做的便当好吃，那可是充满爱心的便当啊！同志们可得好好珍惜自己妈妈做的便当啊。。。)，真是好长的旅程啊！我到现在为止，坐巴士最高纪录是6
个小时,可还没尝过13个小时，真的好累啊！而且在去的时候，我可以说是几乎都没怎么睡，可能就睡了2个小时左右吧。在路上的休息站，我每个地方都下了车，就连半夜1点半的
时候，我也下了车呢。 到了甲子园会场的时候，很是不幸。上半场的比赛还没有结束，竟然还是延长战。我们在太阳下足足等了1个小时左右，真的好热啊！不过话说回来，第2次
来兵库县，好温暖啊！就像是来到了自己的故乡似的。可能是因为兵库县有我很多很珍贵的回忆吧，和交流中心的朋友们一起在神户的日子，真的好怀念啊。。。 到了我们神村出
场了。这次我们的对手是爱知县的中京大中京高中(这高中的名字叫起来好绕嘴啊！)，而且对方学校的拉拉队好厉害。我们在对面看，这阵容可真是太气派了，拉拉队实在是太震撼
了。我们在拉拉队上也不能输啊，于是练习的时候没什么干劲的我们都开始拼命地给选手们加油。可我们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女生，无论再怎么拼命声音也不是那么大，好失败啊！更
失败的是竟然让对方的学校先抢到了1分。好气人啊！当我们神村追回1分的时候，我本以为就这样比赛又重新拉回到了原点，可没想到中京大京后来连续得到了4分。我当时急得要
死，可我们神村到最后还是一分也没得到。就这样比赛以1比5的比分，我们输掉了。有些人看到这一幕都掉下了眼泪。确实，我们千里迢迢坐13个小时的巴士来到这就是为了给选
手们加油，并且赢掉这场比赛，可竟然就这样输掉了，真是不甘心。其实在今天早上我就有种不好的预感。早上一下车就有几只乌鸦在头顶上嘎嘎嘎的乱叫，真是太不吉利了。。。
到这来加油之后，我们就直接坐车回去了。连观光都没有，好可怜啊！这下回去又得花13个小时，想想就累啊！不过在回去之前，我们在大阪的某个地方泡了温泉。气人的是，老
师说只有30分钟的时间进温泉，于是我和素子就拼命赶时间，只淋了浴就出来了。更气人的是，我俩回去之后，老师竟然说搞错了，还有1个小时时间。怎么可以这样啊~ 在回去的
路上，大家都累了，一路上都在睡觉。是啊，大家都累了，是该休息休息了。。。

呉 香君的日记



樱花

2009.03.27

3月23日星期1 我回来之后，住家附近的小河岸上的樱花全都开了。我才出去3天，这的樱花就全都开了，这也太快了点吧！其实鹿儿岛的樱花早就开了，可能是全日本樱花开得最
快的地方吧。先开的是山上的山桜，之后就陆陆续续樱花也开了。今天又正好是个好天气，于是我就带着ジャッキー一起去了小河那边看樱花了，顺便还能带着ジャッキー散散步。
樱花真得好美啊！从远处看，一片粉色，给人一种很幸福的感觉。确实，樱花是有幸福的花语。不过幸福总是很短暂，听说这些樱花不久之后就会凋谢，下场雨之后，樱花就会全掉
光。没想到樱花竟然这么弱，不过正是因为这样，日本人才会珍惜樱花，珍惜幸福。。。 我看着这些樱花，不知不觉就开始喜欢上了它们。樱花不仅漂亮，而且还很可爱，让人不
喜欢都不行啊。怪不得日本人这么喜欢樱花呢，我现在多多少少能了解到日本人喜欢樱花的原因了。 不过因为地球的温暖化，樱花提前开了1个礼拜。我们这些人在赏樱花的同时，
不能忘记防止地球温暖化啊！可惜的是今年的入学式看不到樱花了，新生们肯定会很寂寞的。 不管怎么说，樱花带给了我们很多乐趣与欢乐，不是吗！我爱日本的樱花。。。！

呉 香君的日记



我的春假

2009.04.12

第一次过春假，过得还不错，几乎每天过得都很充实。 春假的第一天，我直接去了甲子园。我们学校的棒球部进到了甲子园，而我们这些人是去给他们加油。经过一场激烈比赛，
我们输掉了，而且比分差得还比较多，真得好可惜！我们这些人可是坐了13个小时的巴士，辛辛苦苦来到这么远的地方给大家加油，而且我们当时真得很努力地给选手们加油啊。
话说回来，我对棒球是一点兴趣也没有。是什么规则，应该怎么玩我都不知道，真的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啊。。。。咳~ 不管怎么样，大家尽力了就好！ 甲子园之后，我和住家家人
一起去旅游了。虽说是旅游，可我们去得不是特别远。我们去的是鹿儿岛县的一个叫指宿的地方。大家应该知道叫篤姫的连续剧吧，去年在电视上播过。篤姫在鹿儿岛县很有名，我
们这次旅程的标题就是篤姫之旅。那天本村老师一面开车带我们观光，一面开向了我们今晚要住的宾馆。我们途中还去了很多关于篤姫的博物馆。虽然博物馆里写的那些文章我看得
不是特别懂，可我按照自己理解的范围也得知了一些关于篤姫的琐碎的事情。晚上住的宾馆也很是豪华，听说是这附近最高级的宾馆。房间里有和室，衣柜里还有浴衣呢。我马上就
穿上了这件浴衣，还真别说，我一穿上这件浴衣就不想脱下来了，真得好舒服啊！啊！忘了说了，这个宾馆的名字叫「白水館」(はくすいかん)，我估计鹿儿岛的人，应该都知道。
白水馆还有很多土特产店，最棒的就是「砂むし温泉」。「砂むし温泉」说白了，就是把你埋到热腾腾的沙子里呆上15分钟左右的温泉。我刚进到里面的时候，吓了一跳。其一
是，这里面竟然是男女公用的，不过还好身上还穿了件浴衣，可我还是觉得好害羞啊；其二是，我一进到里面看到别人埋在沙子里闭着眼睛，感觉有点像是在埋死人似的，虽然这个
比喻比较恐怖，不过事实确实是这样(话虽然是这么说，可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恐怖。。。)。没想到，砂子竟然这么重。我感觉我的呼吸很是困难，不过还是蛮舒服的，而且还冒了
很多汗，肯定对减肥特别有效。「砂むし温泉」和普通的温泉的地方是连在一起的。说是普通，可又不是那么普通，这的温泉竟然有两层，而且还超大，有很多温泉。我是一会儿去
这，一会儿去那，把这两层的温泉全都体验了一把，真的好爽啊。我泡玩温泉之后，感觉我的皮肤特别光滑滋润，好好啊！晚餐也是特别丰盛，吃的都是超级和式的料理。虽然偶尔
也会有我不喜欢的料理，不过和家人这样出来旅游，住在这么好的宾馆，再加上还有这么好的温泉，无论我们吃什么都觉得很好吃。 旅游结束之后，紧接着镠镠和小马来到了鹿儿
岛。我借镠镠的光，认识了她的寄住家庭。镠镠的住家名叫铃木，我称呼铃木妈妈铃木爸爸好了。铃木家离我住家还算近，所以铃木妈妈还很是热情得招待我去她家玩呢。我在铃木
家住了2次，而且其中有一次我还通过铃木妈妈的儿子--XX郎认识了几位他的朋友呢。我在学校也没几位异性朋友，突然交到这么多，都是托镠镠的福啊！ 春假马上就要结束的那几
天，我老老实实地在家来着。我帮奶奶种西瓜了。我一直认为，种什么都一样，只要把种子埋进土里之后，每天按时浇水的话，它们就会长大，就能结果。可我今天帮奶奶干了一上
午，竟然全都是准备工作，而且种子还没撒进去呢。奶奶说，先把棚给做好之后，再把种子种上去。光是弄这些棚就花了这么长时间，看来种地也有挺多学问的嘛！ 我还又一次去
了那家美发店剪头发了呢。我现在头发好短，都扎不起来。不过剪得挺可爱的，我很喜欢。遗憾的是，我发不了照片，大家看不了我惊人的变化。。。 敬请期待我们再一次见面的
时候吧，到那时，我会让大家看个够。呵呵

呉 香君的日记



我亲爱的同学，大家回来了

2009.04.12

镠镠进的是我们2年级，现在开始是我的同班同学。现在同学们都从美国回来了，虽然大家表面上看起来都很健康，可身体上，大家大多数都得了感冒或还没倒回时差。不管怎么
说，大家回来就好啊。 我们班和3年级的气氛果然不一样。镠镠第一天上学是去的3年级，我当时也是在3年级。可镠镠明明是第一天上学，可3年级的人只有一名同学问了我旁边的
人是谁。我告诉了她，镠镠是留学生，可还是没有多少人注意。可我们班的同学就不同了，镠镠一进到教室就有一堆人问她是谁，而且知道了是新来的留学生之后，大家都很热情地
主动和她说话。我真得觉得我来到这个班级来对了，我当时要是说我要进到现在的3年级的话，肯定会后悔死的。 和大家有一个月没见了，这样在学校里又能和同学见面、聊天、打
闹，实在是太久违了，好高兴啊。我还从大家那里的到了很多美国和加拿大的礼物呢，实在太感激了。 现在班级不仅多了位留学生，而且我和大家关系又进一步加深了，好值得高
兴啊。最后，希望镠镠和我们班的这些活泼开朗的同学能够在短时间成为朋友，相处融洽。

呉 香君的日记



我是经纪人

2009.04.28

新学期的社团活动，我进了手球部，当了经纪人。我想进的社团活动，全都是部活，每天都有练习的。我家离学校又不是那么近，有些不方便，而且别的社团活动一个礼拜只有一
次，那样的话多无聊啊！于是我就进了手球部当经纪人了。运动我虽然不是很在行，不过要是经纪人的话，我想我应该能应付的了吧，而且教练还是我住家的本村老师，就算每天练
习到很晚，我也不用愁怎么回家，和老师一起回家就行了。 这几天几乎每天都有练习，我也每天几乎都去，可是我每次去，我都会重复地想同一个问题--经纪人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我大概了解的经纪人的工作，就是帮大家的忙，干些杂事之类的。可我去的这几天，我就是帮大家捡捡球，帮忙扔球，诸如此类的事情。而且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很闲。。。咳~毕
竟是刚开始嘛，不太明白也是当然的事情，慢慢学吧。现在的我虽然还是我太了解经纪人的工作，不过竟然是我自己决定要当这个这团的经纪人的话，我就得要把它做好！我相信我
能做到！！！

呉 香君的日记



3个人的生日

2009.04.28

这个月，我住家有3个人过生日，分别是ひろと哥哥，奶奶，たかひろ哥哥的生日。住家奶奶(15号生日)生日的那天，我给奶奶买了一束花。我从来都没买过花，就连在国内的母亲
节的时候，我也没送过我亲妈一束康乃馨，甚至连花店都没怎么去过。这次为了奶奶，我拼了，一个人去了附近的花店。到了里面，我完全蒙了，那么多的花，我选哪些才好啊！我
和店员商谈了一下，左思右想了大半天，店员给我挑了些康乃馨，还免费赠送了我一个花了呢。明明想买4月的生日花，可是这家店没有，于是才给我选的下个月的生日花--康乃
馨。住家的人都知道奶奶喜欢花，于是奶奶收到的礼物全都是花，尤其是我送的花，让奶奶很是高兴，眼睛一直盯着我送的那束花。我还在花束里插进了亲手写的生日卡片，奶奶看
完之后，还把它好好保存了起来呢。我人生当中买的第一束花，买得好伟大啊！我自己都有些佩服了。。。 两位哥哥的生日嘛，我当然也准备了我精心挑选的礼物。两位哥哥，一
位喜欢篮球，一位喜欢棒球，于是我就给他俩买了挂有棒球和篮球的钥匙链。给男生买礼物我每次都最头疼，该买什么，一点头绪也没有。不过，只要知道他们的喜好，参考一下的
话，肯定会有头绪的。哥哥收到礼物的时候也很是高兴，看来我没有白费力气啊！ 这个月的3位寿星，我分别都送给了他们满意的礼物，让我很有成就感。

呉 香君的日记



我的黄金周

2009.05.19

虽然有些晚了点，但是我还是想报告一下我黄金周的美好生活。。。 今年的黄金周，我过得是最充实，最有趣，最开心的。 我们学校4月28日上午是サンドクラフト，是去学校附
近的大海，用沙子做些东西。我们班决定做哈姆太郎，大家齐心协力，做了超大一个哈姆太郎的脑袋，超级可爱。我想，我们班的作品应该是最可爱的一个。。。 上午忙完サンド
クラフト之后，我就直接和祐花去了她家。我上次去过一次，所以她家的人我都认识，尤其是她的妹妹们，很喜欢我，看到我来，就抢着要和我坐在一起(当时，我坐在车上！)。祐
花的爷爷也很热情，她爷爷虽然表面看起来比较凶，可确是挺热情的。在去饭店的路上，还给了我1万日元的零花钱呢，真是太大方了。而且还带我们去了和風レストラン去吃生鱼
片。我最近迷上了生鱼片，尤其是マグロ的生鱼片，我真是爱死了，好吃得不得了。。。祐花爷爷知道了我喜欢吃マグロ的生鱼片之后，就专门为我点了一大碗。真是超～级好吃，
和我平时吃的完全不一样。这边全都是新鲜的，吃一口之后，冰凉爽口，虽然有点脂っこい，不过口感超级好，很是软。。。哇啊！现在回想这些，我都流口水，什么时候才能再吃
到这么好吃的生鱼片啊。。。 在祐花家的第二天（4月29日），我赶上了那边的お釈迦祭り。这个祭り很是有名，在黄金周到来之前，电视上一直都在宣传这个祭り。我是运气好，
正好赶上就在祐花家附近，所以就来了。这次的お祭り很是热闹，来了很多人，整条街都是贩卖点。我在这些当中第一次吃到了りんご飴，还吊到了水气球。别看我小孩子气，可这
些确实很好吃，很好玩。。。在正式お祭り到来之前，还有一大堆人游街呢。有些是打扮得超级漂亮的女士们，身穿和服，骑在马背上；有些是几位大人抬着轿子，轿子里坐着个小
孩儿；有些是打扮着志布志的物語里出现的人物等等等等。我看着这些，眼睛都直了，这样的场景，我只有在アニメ里看过，现在竟然亲眼见到了，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样的
场景实在是很难得看到，于是我在那些人游街的时候，猛在路边拍照来着。。。 在祐花家的最后一天，我和祐花两人出去K歌了。我俩唱了4个小时，突破了我的个人纪录。。。唱
完之后，心情很是愉快。。。 在祐花家打搅了几天之后，我直接就去了另一位同学家--しおり家。之前她就邀请我去她家玩，可那一阵子她家一直都不方便，于是这样拖拖拖，终于
让我 等到了。我进到她家，先见到了比她大一岁的姐姐。不愧是姐妹，长得好像啊！不过，她姐姐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位冰美人。人长得虽然漂亮，可是我没怎么看到她笑过。之
后，我们一起照纪念相的时候，我和这位姐姐混熟了。仔细看的话，她姐姐也蛮優しい的嘛！呵呵。。。真羡慕しおり有这么漂亮又亲切的姐姐啊！ 在她家的第二天，我们去了鹿
屋バラ園。这的玫瑰园很是有名，电视报纸上也经常登呢。亲眼所见，可真是美极了！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看过这么多玫瑰，兴奋死我了。现在正是玫瑰满开的季节，每一朵玫瑰
都开得很漂亮，我真是爱死这些玫瑰了，哈哈。。。我们在玫瑰园观赏这些漂亮的玫瑰的路上，还看到了电视台的人在这边录节目呢！电视台的那些人结束她们的工作之后，我还和
刚刚在电视里出现的キャラクター--バララ一起合了几张相呢，真是超级兴奋。。。 看完玫瑰园之后，我和しおり两人去卡拉OK唱了2个小时。没想到，しおり唱歌这么好，每次
的分数都比我高，看来我的对手又多了一位啊。。。不过还好，最高分数还是我最高，哈哈哈哈。。。 我离开しおり家回家的那一天，しおり和她的男友出去玩了。真是不够意
思，我这个朋友竟然比不上她的男友，真是可悲啊！！！咳，都说恋人比朋友还要重要，这回真是终于体会到了这句话的真理了。。。不过这天，しおり的妈妈和她的姐姐把我安全
送到了车站，还和我到了别，让我感动了不少。。。 我回家之后的第二天，我和Daniel的住家妹妹一起去看蜡笔小新的电影--野生王国。当时电影院里几乎都是些小朋友们，搞得
我刚开始有些怪不好意思的。不过，这场电影真是没有白看，超级有趣，而且还有一小小部分蛮感动的。内容不仅有趣，而且还很容易理解，看玩之后多少能学到些什么的那种。有
机会的话，大家也看看就知道了。 之后的几天过了平淡的生活，不过大多数时间都在忙社团活动。有了一场练习比赛，可惜的是我们大部分全都输了，不过确是一次很有意义的练
习比赛，每个人都表现地很是出色。。。 不过有一样是我在黄金周期间一直都在犯的毛病，那就是作业一向都是在最后一天赶。呵呵。。。我虽然也有作业，可是我却到最后，作
业一点都没碰，又突破了我的个人纪录了。。。。呜呜呜！我怎么这么苦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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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

2009.05.19

5月7日星期4 比赛 第一场虽然输掉了，可是我很满意 第二场的上半场，特别气人。对方的人，总是把我们队的人给压制住，不让他们动，都快把我憋死了，而且比分也是差得相当
多，急死人了。下半场的比赛，不知为什么，我们队的人全都发挥了实力，进了好多球，一下子就把比分差给拉小了。可能是我和このみ两人在一旁给大家加油的关系吧，我一说声
加油，他们就进一个球，和和，厉害吧！ダニエル还投进了一球呢，他果然挺厉害的嘛！最后，好不容易把比分追平了，可在剩下的20秒钟，让对方又进了一球。就这样 ，以一分
差，我们输掉了。。。(比分是22：23)真的好可惜啊。。。不过大家都发挥了实力，我已经很是满足了。像是たなか，他抢球抢到了3次，而且不仅他一人，像是たく啦，健太郎啦
也都抢到了球，把我和このみ两人高兴坏了。我那时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比赛的输赢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正常发挥了自己的实力，只要把自己的实力发挥出来，好好得
打，那就是一场很好的比赛。。。今天我们虽然两次比赛，两次都输掉了，不过我们大家都很满足。。。今天的比赛，大家几乎每个人都投进了一个球，真是帅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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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聊死了

2009.05.19

5月9日星期6 就为了写个アンケート，我们就来到学校，真是服。而且我们留学生不用弄，于是大家在写アンケート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学习日语，早知道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留学
生今天来没什么是干，那我们是干什么来的啊。还好，我们班班主任人好，知道挺对不起我们留学生的，于是还跟我们道歉之类的，不然的话我真要郁闷死了。内田老师还借给我学
日语的课本，让我学到了不少新知识。 社团活动，1年级的来了2名，一起练习的。可我今天真是无聊死了，一直都没什么事情可干，光站着来着，也就是偶尔给他们球，帮他们捡
捡球，没干什么特别的。このみ还没来，就我一个人在弄，真是无聊死了！在体育馆练习之后，我们有转移到在外面练习了。今天天气巨热，我可不想在外面晒啊！老师也看出来了
我的心思，于是把他办公室的钥匙给我，让我上上网，打发时间。可我到里面之后，电脑竟然打不开。我左弄右弄，好不容易把电脑打开了，可气人的是，电脑竟然设了密码，我不
知道。咳~今天太典儿被了吧。弄得我后来不知道该干什么才好，一直往厕所里跑来着。。。 今天来学校，几乎都没干什么，无聊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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スポーツフェスティバル

2009.05.19

５月12日星期2 今天是スポーツフェスディバル，男生是足球，女生是排球。我们班的对手分别是1年2班，3年4班。第一场，和1年2班的比赛，很是遗憾，我们班输掉了。和3年4
班比赛的时候，我出场了。其实我很是不想出赛的，可每个人都得至少出一次赛，所以没办法，只好照做了。我是挺喜欢排球的，可要是比赛的话，我可什么忙都帮不上，说不定还
有可能会拉大家的后腿。果然，我上场之后什么忙也没帮上，我连球都没怎么碰到。唯一两次碰到，一次是我在发球的时候，发球没过网，很是丢人啊；还有一次是把滚到场外的球
捡回来的时候碰到的。不过还好，没有拉后退就！而且这场比赛我们班赢了，应该是对方太弱的原因吧。。。 师生比赛的时候，我和Miriam在2楼看来着的，内田老师也出赛了。
Miriam看到内田老师也出赛，立刻就站起来给老师加油了，这么突然一喊，还没喊出声，嗓子就哑了，声音有些像男生，不过我们大家都觉得她的声音虽然哑了，可是声音还算蛮
可爱的。话虽然是这么说，我希望她快点恢复到原来的声音，那样的话，我才能快点和她去カラオ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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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嘉镠要换住家了

2009.05.19

5月14日星期4 下午一节课，小周去了本村老师那。她回来之后，很是沮丧。我问她怎么回事，她告诉我说，她的下一个住家已经决定了。我很是惊讶，她在铃木家住得不是很好，
我是知道的，可怎么突然说换就换呢。她的新的住家是春奈家，她家我去过两次，家人都不错，很亲切。她家也收留过留学生，所以知道该怎么照顾小周，我觉得她住进春奈家，算
是不错的呢，可她为什么那么沮丧呢，换到另一个温暖的家不是很好的事情嘛，干吗要恼心呢，搞不懂。她说，这个消息来的有点太突然，她有些接受不了。还有，她说进到新的家
庭又是一个新的挑战之类的。她本想和铃木家，一起去看手球部的比赛，再做会儿经纪人之类，还有，我俩家现在离得近，她还想和我一起出去玩之类的事情来着，这样一换的话，
可什么都做不成啊!是啊，我也有点开始沮丧了，她要是换住家的话，我俩就不是一个校车了，也不能经常去对方家串门了，去市内玩的时候也不能一起左电车了，她也不能经常看
手球部的比赛了，也不能。。。咳~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来着的，这样一闹，事情变大了。搞得我今天社团活动的时候也提不起精神了。世界怎么变得这么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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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

2009.05.19

5月10日星期日 上午有社团活动，去了学校。几乎做的都和平时差不多。。。 社团活动之后，老师为了庆祝母亲节，直接就把我们带到了叫阿久根的地方，在一个能看到大海的餐
厅吃了饭。我点的是刺身定食，很是好吃。。。之后去了离这不远的地方，近距离接近了大海。我二话不说就把鞋脱掉，把脚泡进了大海。今天的天气很是热，海水很是暖和，像是
在泡脚温泉，很是舒服，我都不想出来了。。。在附近的岩石底下，我看见了一大堆海胆，中午妈妈吃的就是うに丼，正好本村妈妈特别喜欢吃海胆，于是老师就说抓点回去当今天
晚上的晚餐。可是好不容易抓到的海胆竟然不能吃，好遗憾啊，今晚的海胆料理泡汤了。。。不过我们玩得很开心。回去的路上，我们在花店买了盆康乃馨，要送给奶奶的。不愧是
母亲节，花店里人好多啊，而且花康乃馨还是各种各样的，把我和本村妈妈都犹豫了老半天才决定好的。 回家之后，我就直接睡了会儿下午觉。本村妈妈把我叫起来，说让我先洗
澡，之后要去接アピュー兄ちゃん，然后就直接去外面吃饭。真是爽啊，午饭和晚饭都是在外面吃的，而且晚饭我点的还是刺身，今天竟吃刺身来着，真爽啊！没办法，谁叫我开始
渐渐喜欢上刺身了呢，尤其是金枪鱼，我是喜欢得不得了啊！ 母亲节，确实，妈妈们每天都不容易，不仅得忙工作，而且还得忙着家里人的生活，好不容易有一个她们的祝日，好
好庆祝一番也不错！最后送给妈妈一句话：お母さん，いつもありがと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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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干劲十足

2009.05.19

5月11日星期1 今天的社团活动是在外面弄的。天啊！这么热的天气，我可真是不想晒太阳啊！这天气不是一般的热啊，让人很来气的那种热，我真受不了啊！我真是服了，我光是
站着就已经热得够呛了，可部员们竟然还是活蹦乱跳的。这几天，我经常佩服他们男生的体质，怎么那么能动呢，难道他们就不会感觉到这炎热的天气嘛。。。真搞不懂。。。尤其
是在离结束还有20分钟左右的时候，感觉大家不是在练习，而是在享受手球的乐趣，很是高兴的样子。是啊，这样才是最好的，一边享受手球的乐趣，一边还能增长手球的技术，
岂不是一取两得的美事嘛！哈哈。。。今天的练习，真是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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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iam的嗓子哑了

2009.05.19

5月13日星期3 Miriam昨天嗓子突然哑了，昨天为止虽然声音有点像男生，可至少还能发出声音呢。今天她连男生的声音都发不出来了，嗓子完全哑了，根本发不出声音，搞得她今
天在学校都没怎么说话。想说话的时候，就用笔写，很是严重啊！可她还是保持着微笑，让我很是佩服。这礼拜本想在周六下午和Miriam去学校附近的カラオケ来着呢，听别人说
Miriam唱歌很是好听，于是我想在她回国之前和她去一次，可惜她嗓子哑，真是不幸啊！这周不行的话，可就只剩下在下礼拜去了，不然的话可就来不及了。Miriam啊，你可千万
要快点好起来啊，也好让我听听你那优美的歌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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祐花真拼命

2009.05.19

5月15日星期5 今天的50分cooking做的是饅頭，祐花说她要把她做的饅頭给Daniel，于是一直都在找他。我跟她说，Daniel去参加社团活动，肯定会通过进路指导室那儿，于是她
就一直在那附近等Daniel的出现。真是佩服她，这可能就“爱”的力量吧。呵呵。。。可Daniel迟迟都没出现，我就把她带到了我们手球部练习的地方找了，可Daniel竟然没来。为
了亲手把这东西给他，祐花都找到这来了，真是厉害。真想看到Daniel收到祐花的饅頭之后是什么反应，尤其是让他知道祐花那么拼命地找他之后的他会是什么反应，肯定超级搞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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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旅

2009.08.26

好长时间都没上了 大家过得怎么样啊 没想到大家还在继续写日志 真的好感动 想当初我们在日本的那段生活可真叫做幸福啊 可是我发现在日本的时候总想家 可在家的时候却总想
着日本的家 这是为什么呢。。。 还是不说这个了 我还是报告一下我回国之后的事情吧 我那天回国之后马上就跟着老爸和表姐在北京旅游来着的 先是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虽然来
了好几次了 可还是觉得那么的壮观伟大。。。 晚上我硬拉着我老爸去了王府井大街的全聚德店吃了烤鸭 当时这家店人都满了 我们可是等了一个小时左右才排上号的 真不容易啊
至于这家店料理的味道嘛 就是油腻了点 有些吃不惯 最后算帐时 服务员说400多块 我老爸一听 当场就差点晕倒 咳~谁叫这家店是有名的呢。。。。 第二天，我们跟着旅游团一
起去爬长城了 说实话 爬长城是我来日本之前 我跟我老爸的约定 呵呵 现在终于实现了 爬长城竟然这么累 台阶最高的能到我膝盖左右的高度 爬起来真累死人了 这和爬楼梯相比 楼
梯可比长城好爬多了 再加上天气又这么热 我们又这么累 真的好辛苦啊 我们还去了很多景点 没想到 北京也有西藏的布达拉宫 虽然是模仿出来的较小的布达拉宫 可是依然很壮观

对了对了 大家回来之后 有没有很多地方不适应的啊 我回来之后总是肚子痛 可能是因为我们这的水不好 所以才会闹肚子的吧 还有还有 你们猜一猜 我在北京最受不了的是什么？
答案是厕所 我真服了 北京可是我们中国的首都啊 怎么厕所会那么不干净呢 而且里面还没有手纸 有一次我突然尿急 想上厕所 可就是因为厕所不干净所以就没上 本以为像麦当劳那
样店里的错所会干净些 可还是不怎么样 真快你快受不了了 不仅厕所难找 而且就算找到了 也不能保证是干净的 真快郁闷死了 真希望我们中国对于这方面要好好加强改进一下 还
有就是 那些天 我在北京玩得不错 就是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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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高3了

2009.08.26

大家现在回去之后 是继续念呢啊 还是蹲一级了啊？ 我是继续念的高三 其一是因为我不想和原来班级的同学分开 其二是因为不想在新的班级里 重新认识新的朋友 而且还是我下一批
的学生 重新认识新的朋友 重新适应新的环境 那该多累啊 我知道 像我这样继续念的会吃很多苦 毕竟进度落了一大堆 很难跟上 但虽然是这样 可我努力的话 我想应该会勉勉强强跟得
上。。。吧 我们学校是8月3号开的学 我回国之后还没休息多长时间（还没到一个礼拜） 学校就马上要进入高三的假期补课了 时间可真的不等人啊 我的命好苦啊！！！！！ 话说我
那天上学 我都不好意思进班级了 毕竟太长时间都没见面了 有那么一点陌生感 可还好 同学们还是像一年前那样 没什么变化 而且看到我回来了 大家都很高兴 还有 我们班的班主任也
换了 换成了一位看起来不好惹的女老师 虽然我在去日本之前 在学校见过这位老师 可还是觉得班主任很可怕 主要是在我高一和高二的时候 班主任可都是年轻漂亮的女老师 因为年龄
比较相近 所以很有亲切感 可现在。。。。。我估计我没有好日子可过了 我还听我们班同学说 这老师虽然表面上很严格 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只要我习惯了就行 可我到现在为止 还从
来没看过班主任笑过呢 而且那天我刚到学校 班主任就把我叫出来 强调我 上课时间不要说话 完了。。。上学第一天就被老师给盯上了。。。。 上课的时候 我觉得还行 像是政治历
史之类的 都是重新复习高一的部分 所以还有印象 可上数学课时 老师讲得都是数列那一章 是我没学到的部分 把我弄得晕头转向的 好难啊 而且这数学老师还爱点名 还专门挑衣服颜
色鲜艳的人点 搞的我们这些人都提心吊胆的 紧张死了 我在日本的学校 当着全校学生面前自我介绍的时候都没这么紧张过呢 。。。。 后来 只要是这老师的数学课 我们班的同学就
全都把校服上衣给穿上 要不然就是都穿白色的短袖 以免被老师点名 还有 我这次上学 进了学校宿舍 这可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进宿舍啊 其实我是被逼无奈的 很不想住宿来着的 可没
办法 不住宿的话 就没有我栖身之地了 于是被环境所逼迫 我进了学校宿舍。。。 我不爱进宿舍的原因有很多 相信大家也能知道 我最讨厌的是 宿舍没有洗澡的地方 这么热的天 不洗
澡的话 会全身不自在的 不过还行 虽然没有澡堂 可我们几个在水房里冲了冲澡 不要误会啊 我们是把等关掉之后 借着外面的灯光洗的澡 还行 虽然黑 可外面的灯光还算亮 没有那么
黑 而且要是太亮的话 当着同学的面 脱光衣服会很难为情的。。。。 还有 宿舍不让我们用电 说什么电费贵之类的 真的好小气 真希望我们学校能把宿舍水房给改造成澡堂。。。。
总之 现在高三了 很累 学习很苦 又回到了那个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和背不完的知识的那些无聊的校园生活 搞得我头都快大了 还听说 9月中旬有月考 要让我们好好准备 我真服了 才
上几天学就要考试 真得让人喘不过来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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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要上学了

2009.08.31

这几天放了一个礼拜假 本打算在家好好认真读书 复习复习功课 可我这几天在家几乎每天都在上网 根本就没有学什么习 亏我还带了一大堆书回家 沉死了 今天还得拿回去 真麻烦 不
过这样也好 这几天放假 每天家里就我一个人 好无聊 所以才一直上网来着的 这样一上学的话 我又可以有事情可忙的了 虽然不是很喜欢在学习方面繁忙起来。。。 可能从今天晚上
起 我就没有什么时间玩了 这也有可能是我们高三最后一次放这么长时间假了 真不希望这么快就结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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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见

2010.09.06

我也好久都没有在这里写日记了 之前一直没什么机会写 可现在不同啦 我也快要再次踏入日本的国土 重新深造磨练自己 通过这次留学我希望我自己能够脱胎换骨 为了我的未来 我的
梦想 拼了老命我也要实现它 以后我有可能经常来这里做客 希望看到的朋友以后赏个脸 多多留言啦^^ 还有我在鹿儿岛的家人和朋友 我会抽时间过去看大家的 我真的好想念你们啊
~~~~(>_<)~~~~ 这个时候第五届学生已经开始了在日本的生活了吧 这一年肯定是你们最难忘的一年 好好去体验吧 大家要加油啦↖(^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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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佳节大团聚

2010.09.23

首先先祝大家中秋快乐\(^^)/ 今年中秋过的蛮棒的 先是一家团聚下的馆子 其乐融融 吃了顿饱 这之后我又马上飞往另一个聚会 今天山崎老师来到了沈阳 晚上我们沈阳的第三届生和
第四届生跟山崎老师一起吃了顿饭 临走之前与山崎老师的会话中老师说我寄住家庭的本村老师不时在电话里总会提起我 听完之后，在回家的路上我满脑子都是当初我在本村老师家
的种种 。。。 有每天都会做又美味又有营养料理的温柔的本村妈妈。。。 还有每天都很幽默的跟我开玩笑，并且常常带我出去玩的可爱的本村爸爸。。。 还有总是会给我一些零
食或是点心的奶奶。。。 还有总会给我带点小礼物回来的家里的三个哥哥。。。 还有还有学校的那些活泼开朗的朋友们。。。 。 。 。 这些都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呀~~~
于是我一回家就马上给日本的家人打了通电话 这才平静了下来。。。 在日本的我的家人好友们呀~ 我都快想死你们啦~~~ 我很爱很爱大家哟~~~~~~~ 现在说一说这几张相片吧
第一张是今天晚上和山崎老师还有三届生四届生们的相片 第二张和第三张是回家时随手照的 这是今年沈阳的月圆之夜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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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来到日本 有很多不适应

2010.10.08

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我昨天抵达了日本 跟大家抱个平安 其次我再说一说我现在的地方——新宿 这个地方跟我之前去的鹿儿岛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到处都可以看到很多外国人 也很
繁华 大体来说周围环境还好啦~ 现在唯一有点遗憾的是我现在住的地方 小的好可怜T^T 而且还是两人一间房 我的行李能有一大半都装不下... 床还是上下铺的 稍微动点就晃悠 都快
疯了 还有就是做饭 这边都得自己做饭吃 其实做饭是难不到我拉 就是厨房是大家一起用的 自己的东西不方便就那么摆着 每次都得从房间拿出来 比较麻烦。。。 到这里以后不知道
为什么 即使饿了也不想吃饭 就算吃了也犯恶心 之前可没这样过啊。。。。 来的第一天晚上就开始想家了（其实现在也很想家） 每次想家都差点流出眼泪。。。 买菜做饭什么的都
得花钱 真不知道这日子该怎么过了。。。 之前明明来过一次日本 可和这次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让我很不适应 也很难过。。。 好想家啊~ 不知道其他今年过来留学的朋友们（我们
第三批的）也是住着像我一样超级可怜的超小房间，并且也是自己做饭的吗？ 我再过几天就有手机了 大家要经常联系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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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下厨了

2010.10.09

今天终于终于试着自己做菜 味道还不错 也突然有了干劲儿 感觉以后的生活还能过得去 一道菜让我有了干劲儿~ 呵呵 不错不错^^ 以后有机会的话会把照片也拿出来的 毕竟做的很
成功 得拿出来显摆显摆才甘心（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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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的事儿

2010.10.10

昨天第一次自己下的厨房 做完之后味道还不错 突然觉得我能适应这边的生活了^^ 全身上下充满了干劲儿 等有时间的话我会上传照片的~ 今天终于能用自己的电脑上网了 还是用自
己的电脑舒服啊~ 之前一直不太会用这边的网络 不过现在已经解决了 太好啦^^ 再过几天就可以办手机了 到时候要常联系哦~~~

呉 香君的日记



新宿的晚上

2010.10.26

昨天晚上跟学长去了新宿的电器店 终于买到了三转二的插孔了 这下我的电器就能用了 话说日本晚上的街道人真是多得很 这都七八点钟了 到处都能看到一堆人 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啊
~ 可能比我白天看到的人还要多得多！！（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仔细一看的话大部分都是穿着西装革履的上班族。。。 回想一下我在鹿儿岛的时候 天一黑的话谁都不出门 道路上
都看不到人影。。。 顶多能看到一些车在道路上跑而已 同样是日本 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我们逛着逛着还看到了传说当中的歌舞伎街 O(∩_∩)O哈哈~ 以前我只是在书本上见
到过图片 如今我终于用我自己的相机照了下来 兴奋得快不行了^^ 新宿这边的高楼大厦有很多 而且每个建筑物设计的都很独特 我相信从高处看的话一定会是特别漂亮的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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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当中打的第一份工

2010.11.03

上个月末我打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中韩翻译 其实当翻译也蛮不错的 总共就干三个小时 而且给的工资还不少（一万日元多点儿） 可惜的是这个工不是一直打下去的 只做
一天而已 以后还会有很多这样的机会 正好我也积累了些经验 本以为那天会是很多年轻人们的交流会 可没想到到场的都是4,5,60岁左右的中年人们 啊呀~虽然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不
过这都无所谓啦 重在积累经验上啦^^ 让我无法忍受的是晚餐没有我们的份儿 那些客人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只有在旁边看的份儿~ 甚至连口水都喝不了T~T 看得我直眼馋啊~~~~
组织这活动的人说 要是我们这些翻译的人是一起进食的话怕我们不会专注在我们的工作上了之类的 这简直就是歪理嘛~~~~ 不过为了挣钱 我忍！！！！ 幸好坐在我旁边的韩国大
叔很是热情得帮我要了杯果汁 说是就算不让吃东西 喝点东西的话应该是可以的之类的 听得我很是收到了安慰 韩国大叔真是太亲切了 还不时跟我聊聊天 让我不会特别紧张 多谢韩国
大叔^3^ 话说在我们桌上有个女的是负责中日翻译的 她好像很有经验 很是热情的帮客人解决了很多事情 真是佩服佩服 看来我要是想达到那境界的话还得有待磨练啊~~~ 总之感觉
还是蛮好的\((∩_∩)/ 不仅积累了点经验而且还挣到了钱 希望还会参加这样的活动 不过希望是能吃到饭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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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豆豆的再会

2010.11.03

今天我和豆豆在新宿站见面了 这可是自从长期留学结束之后相隔一年之久的再会啊~~ 呵呵O(∩_∩)O~ 彼此都好高兴啊 豆豆是因为下礼拜的留考 特意来这边看一看考场的 可惜好
失败哦~ 怎么找都没找到~~~ 我们走着走着来到了歌舞伎町 呵呵~ 我又来到了这里 我跟豆豆都很好奇地进去了这传说当中有名的街道 可我怎么觉得这跟普通的商业街没什么区别
呢 唯一的不同点嘛~ 呵呵~ 那就是有很多イケメン 看得我跟豆豆大饱了眼福啊 留考结束之后还打算跟豆豆一起去交流中心见老师呢 呵呵 倒时候又能见面了^^ 最后我祝愿一下 豆
豆 留考加油哦~ 加油加油加油~~~↖(^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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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挑战做辣白菜~~~天无绝人之路，果然没错^^

2010.11.06

我第一次挑战做的辣白菜 特意给老爸打电话问的制作方法（为了做辣白菜特意打的国际长途。。。。） 不过以我现在的实力再加上是第一次做 根本没经验 所以嘛~ 这次做的只是
中看不中吃（惭愧惭愧） 我给做咸了 嘿嘿 下次我会注意点的 现在说一下我的工作情况 昨天早上看电视的时候说当天摩羯座的人运气是最不好的（本人是摩羯座><） 本来不是很
在意的 可经过了一天让我不得不信。。。 之前面试的都被拒绝了 说让我等电话 可一直都没消息 好伤心 难道我真的就没人肯要？ 我到底是缺少了些什么呢 不过还好 天无绝人之路
我今早起来之后过不久就老师打来电话给我介绍了工作 这之后我姐姐又来了电话也介绍了几个 还有还有朋友在网上告诉了我一个找工作的网站 。。。 真的太谢谢大家了 果然出来
还是得考关系啊~ 我会加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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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儿岛~等着我^^

2010.11.12

刚刚度过了今年的光棍节~ 咳~ 好想摆脱单身啊~~o(>_<)o ~~ 呵呵~ 再有就是晚上听到了本村妈妈的电话 超级开心的^^ 主要就是说了下年末的时候去鹿儿岛的事情 因为本村爸
爸的哥哥住在东京 年末的时候一家人要团聚 所以到时候我也可以一起跟着去 光是想想就已经很是兴奋了o(≧v≦)o~~ 很早之前就知道了本村爸爸住院的事情 听说现在还没有出
院。。。 真希望爸爸能早日康复~ 新年的时候也希望爸爸能在家跟家人一起迎接新的一年。。。 总之~ 鹿儿岛~ 等着我再次到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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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我喜欢^^

2010.11.15

经过同学的介绍 今天去原宿面试去了（打工的面试~） 可没想到我走着走着就把正事忘了 我走着走着竟然迷上了这里~~~ 这边跟大久保完全不一样 大久保虽然也是很繁华的商业
街 可除了繁华热闹的街道之外没有别的了 但是原宿这边就不是了 这边不仅很繁华很热闹 而且还有很多自然 这边的树木好多 道路两排都是树 再加上现在是秋天 到处都能看到红叶
我被这边美丽的红叶所吸引~ 不由自主的照了好多相片~ 以上三张照片是我觉得最漂亮的风景^^ 虽然很早以前就知道日本的秋天很美~ 可每次看都会让我有种很新鲜的感觉 心情
出奇的好~ 本来这些天因为找工作不顺利一直发愁 可看到美丽的红叶 我的心情豁然开朗了起来~ 突然觉得好兴奋啊~o(≧v≦)o~~ 呵呵~ 言归正传~ 本来是来面试的 可后来竟然因为
欣赏红叶而迟到了。。 光是找那家店都把我累够呛~~~ 不过还好啦~ 幸好我同学说今天或是周四的时候去就可以了 既然今天没赶上 那我就周四再来 本人写作水平不是很好 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这些红叶的美丽之处 我只能说红叶真的好美~(>^ω^<) 真希望永远都是秋天^^ 托红叶的福~我现在好喜欢秋天啊~ 红叶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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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дT终于找到工作了~

2010.11.18

首先允许我痛快的哭一场~ TДT TдT~~~~~~~~~ 啊~~~ 舒服啦~ 今天再次来到了原宿~ 并且今天终于找到工作了~ 就是上次同学介绍的地方~ 哈哈~ 托我朋友的福我终于有活
儿干啦~ 真不容易啊~ 果然那句话是对的——多一个朋友就是多一条路~ 呵呵 以后得搞好人际关系 多交朋友哇\（^∪^）/ 这下我就得天天往原宿跑了~ 照片上的就是原宿车站
~~~ 不过我还是好紧张~ 总感觉自己会做不好。。。 毕竟是干服务员 与客人交流的机会多 怕自己说的不好~~~ 好紧张好紧张~ 下礼拜开始就正式上班啦~ 对于一点工作经验都没
有的我来说虽然刚开始会干得不顺手 可还是得努力啊~ 希望我会表现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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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的工作状况

2010.12.02

这周一在原宿的royal host里第一天上班~ 做了服务员~ 话说这服务员还真是不好当~ 因为我当天是第一天上班~ 所以リーダー教了我一些简单的活儿干 不过虽说是简单 但是每个
步骤都得做到位 相信习惯的话就会好~ 本以为服务员只是干端盘子之类的 可那天初体验的时候让我真正了解了干这行业的辛苦。。。 可总得来说还是不错的 虽然总会忙来忙去的
可我觉得很充实~ 还有这家店里不仅有中韩两国人 而且还有欧美人~ 跟我一样做服务员的还有白皮肤光头发高鼻梁蓝眼睛的男服员 好帅滴呀~❤﹃❤ 知道我是新人 还很亲切得帮我
~~~~~~~~~~~ 呵呵~ 太好啦^^ 话说回来我在浅草那家不想继续干下去了 原因有很多 来回电车费很贵 还不给我报销车费 工资低 干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干的时间段还是
16:30~19:30 想找别的工作干也是时间错不来开 店里不是很忙 只是看店而已 很无聊 还不能随便请假。。。 啊呀~ 总之就是不想继续干了 这些大概就是我这些天的工作情况 现在
有点事就写到这了 我会随时报告这边的情况的~

呉 香君的日记



哥哥要结婚了~

2011.06.27

前些日子 本村妈妈给我来电话说大哥哥要结婚了 ~

于是邀请我出席哥哥的婚礼。。。

我当然是120个愿意啦 ~

想想当初 我好想体验一把日本的结婚典礼 可当时没机会参加 只参加了葬礼 。。。。

这下可好了 终于有个机会让我也看看日本的结婚典礼是什么样子的

不过再仔细想想 去参加哥哥结婚典礼的话 从这到鹿儿岛的往返机票费 又得出去一笔钱

想想我就头大 

不过为了本村家 我豁出去了

这婚礼我一定要出席 嘿嘿 ~

 

呉 香君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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