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受

2008.09.03

终于到日本了，一直觉得像做梦一样。听外教说起日本时，就觉得日本很好。昨天到了之后，才真正体会到。很美，可是也很热。可能是因为植物多的原因，感觉很湿润。东京的景
色很美。具有现代感和大自然的感觉。我很喜欢东京，也很喜欢日本。

印 琪的日记



我的同班同学

2008.09.04

这张照片是我的同班同学,我非常喜欢的一张。 她最喜欢亀梨和也。她是我的最要好的朋友。我来日本以后也常常想起她。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印 琪的日记



到达京都了！！

2008.09.08

前天，和山名老师一起到达了京都。到达这里之后我才感觉到要开始一年的再日学习了。昨天有一点想家了。也想一起来日本的那些同学了！我现在住在同班同学的家里，家里的爸
爸妈妈都很和蔼，和爸爸一起聊天很快乐。妈妈很温柔。因为我的日语不是很好，所以和爸爸妈妈聊有些困难，但是，爸爸妈妈很亲切，他们说得很慢，让我可以听懂。山名老师也
一样，会很有耐心的说到我听懂。今天跟全校学生进行自我介绍，心情很紧张，但是也很快乐。之后参加全班同学的欢迎会，很高兴，也很感动。我觉得这里的老师，同学，家长全
部都很热情好客。我觉得我会在这里度过非常快乐的一年。但是，交流中心的老师，你好，这里大概只能一个星期写一次信，所以我不能天天写信了，对不起！

印 琪的日记



学校生活

2008.09.18

今天是九月十八号。我从九号开始正式上的课，十号上了一整天，11好因为发烧就没有去上课，12号和老师一起去了医院，第一次去日本的医院看病，还是有些紧张的。但幸运的
是我住宿家庭的妈妈在那家医院工作，是她陪我一起看的医生。这边学校从13号开始放假一直到17号才上学。这几天感冒老是反反复复的，结果弄得今天的体育课跑到一半就不行
了，不过这边高中的体育课真的叫体育课啊，50分钟全部在跑步，今天我大概跑了2千米左右，大概是太久没跑的原因，感觉很累，希望多跑几次会好吧。 14好那天全家人一起去
买东西了，这边没有大型超市，所以开车1个小时才到地点。上午9点出发的晚上8点才回到家。 现在有些想家了呢，不知道爸爸妈妈现在怎么样了。

印 琪的日记



我当老师了！

2008.09.22

嘻嘻，我的学校在11月有几个同学要去中国陕西学习4天，所以作为留学生的我就负责教那些同学的基本中文，在19号那天是第一次，因为只有一个小时，所以只教了他们自我介
绍，不过他们都好聪明啊，读一两次发音就准确了。很聪明对吧。

印 琪的日记



住宿生活

2008.09.22

从17号我开始在学校的寮住宿了，那里一，二，三年级的学生都有。全部都很亲切呢。晚上6点半开始吃饭，吃完饭就是自由活动时间，那是女生们有的会聚在一起聊天，她们都好
有意思的，会教我一些京都的方言，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这里的同学都好厉害的，她们所有的人跑步都很强悍的，5千米对女生来说都是普通的，好羡慕啊。上个星期五的体育课我
跟这一起跑的，一节课大概跑了4千米左右，啊，好累的。结果星期六要上学，下午3点多放学之后回到日本的家里，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吃完晚饭之后，在客厅就睡着了，一直
到晚上3点多才醒，回到房间接着睡的。到早晨8点才起。收拾房间后下楼吃饭。本来是要和爸爸去收割的结果下雨了就没去成。因为下雨人也昏昏沉沉的睡睡醒醒的，最后弄得我
都不好意思了。啊，我准备参加网球部和美术部。加油啦。

印 琪的日记



体育祭

2008.09.25

今天是学校的体育祭，从早上九点开始的，一直到下午 三点结束的，当然，中午有休息吃饭的时间啦。这次我 参加了四个项目，都很有意思。上面的照片，第一张是 我们学校的校
长，第二张是我和同组人一起参加4人5脚 的时候的照片，第三张是我寄宿家庭家的孩子参加比赛 时的照片，她和我是一个班的，不过比我年龄小。长得 很漂亮吧。

印 琪的日记



体育祭1

2008.09.25

这些都是体育祭时候的照片哦。

印 琪的日记



二年级的休学旅行

2008.09.30

今天，二年级的学长学姐们开始了他们的休学旅行。好像是一个星期左右，好羡慕啊，听说他们是去北海道。今天早上，从宿舍出来正好看到学姐出发，好开心的样子。

印 琪的日记



打扫神社

2008.09.30

上星期日早上9点，我和寄宿家庭的爸爸一起去打扫了这 附近的一个神社，名字好像是叫八幡。神社不是很大， 但是传统气息很浓。去的时候只有两个阿姨在哪，后来 又来了两个
阿姨再加上我和爸爸，一共6个人。我负责扫 门前的落叶，大约30分钟就打扫完了。回家的时候，爸 爸跟我说，这里一年差不多打扫两次。这星期这里有运 动会，要和家人一起
去，然后晚上还要去那个神社和其 他的一些人一起吃饭。好期待啊。

印 琪的日记



漫画

2008.10.02

最近发现班里的同学都挺爱看漫画的，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尤其是班长，只要一下颗， 几乎是漫画不离手。他们看的大多数是有关运动的，像是《灌篮高手》等等的，也有看其
他的的，像是《火影》。

印 琪的日记



今天我哥哥结婚！！！

2008.10.06

今天是我哥哥结婚，好可惜啊！不能当面祝福他了，不过刚刚打过电话了，家里人都好开心的。他们很热闹，直到现在还聚在一起呢。我家里人很多，兄弟姐妹加起来能组成一个篮
球队了。今天结婚的是最大的哥哥。是妈妈的姐姐的儿子。在这里我祝愿他们白头偕老，百年好和，新婚快乐！

印 琪的日记



好可惜啊！

2008.10.06

昨天本来是要参加地区的运动会的，结果因为下雨取消了，真的是好可惜啊。早上睡到六点的时候就起来了，在屋子里看了会书，到六点四十五左右，就下楼去洗漱了。大约七点左
右，在厨房遇到了美由贵妈妈，她说因为下雨所以就不能去了，看时间还早就又回到了屋子里看了一会儿书。上午基本上是看书度过的，下午两三点钟吃完饭，就睡了两个小时，看
屋子里没有人，就开始研究数学题了，现在学的，好像没有学过，所以比较困难，不过还好，就是得花点时间。

印 琪的日记



快要考试了。

2008.10.09

这所学校马上要进行期中考试了，在下个星期三开始，一共三天，每天上午考，下午正常上课。不过现在，因为要考试的缘故，学校的部活动只进行到4点30分，而且宿舍的规定也
有所改动，平常到10点钟的时候，所有人都回到屋子里了，可是从昨天开始，学生可以在食堂呆到11点。但是只能学习。

印 琪的日记



考试续

2008.10.16

啊！今天是考试的第二天，和中国的考试真的是完全不 同。昨天就考了一科。今天三科，明天两科就结束了。而且只上午考，下午是自由复习阶段。今天考的语文.理综和日本史。
啊！！！语文和日本史真的是....让人头疼。理综还好，明天还有化学和英语，英语，我都有一两年没学了，也不知到明天会考成什么样。抑郁中...

印 琪的日记



秋祭

2008.10.20

昨天加上13号那天，我一共观看了两场秋季祭祀了，13号那天的是正生爸爸参加的八幡公社的（下弓削），昨天是上弓削的。两次祭祀都是下午，都有两顶轿，不同的是，上弓削
的一顶是大人抬的，一顶是小孩抬的。而下弓削的两顶都是大人抬的。13号那天的我从2点45分一直看到结束，昨天因为是在良则爷爷家，所以只看了一会儿就回去了。11月3号听
美由贵妈妈说，还要去观看一个祭祀。有些期待到底是什么样的。

印 琪的日记



生活......

2008.10.23

这几天晚上一直和宿舍里的同学聊天，总的来说，还是关于漫画的话题比较多，，因为山崎和岩田都很喜欢漫画，我和山崎有好多喜欢的漫画都是一样的，她们俩还借了我几本漫画
书和漫画的原本小说，说是让我无聊时候打法时间。而且，山崎还邀我在寒假的时候去她家那边玩，我打算下次见到美由贵妈妈的时候商量一下。呵呵！

印 琪的日记



探险。

2008.10.27

星期六下午，我和宿舍里的一个朋友在学校附近进行了一次探险。 原来这里有许多房子是没有人住的，我们发现了三处，刚开始的时候，还很紧张呢，感觉有点像鬼屋。在那些没
有人住的房子附近，我找到了许多古老的东西，像动画里的压水器，纺布的机器......而且听着这儿的老人说，有的房子上标有家徽，我发现了几个，其中有一个很像是《火影忍者》
里佐助的写轮眼的形状...

印 琪的日记



故乡祭

2008.11.04

昨天是文化日，我和美由贵妈妈一起参加了故乡祭。从早上九点半开始的，我觉得我在的这所学校好强大，在最开始就是这所学校的音乐演奏，好好听的...之后有很多节目。我很喜
欢其中的打鼓，就是很传统，纯日本文化的打鼓，很震撼。 在演出会场的周围，有许多临时搭起的店铺，有卖小吃的.有卖生活用品的.有抽奖的....各种各样的都有。小吃超好吃的...
下午，参加了一个抽奖节目，奖品有自行车，电视，牛肉..... 可是我和美由贵妈妈一个都没有中，之后就回家了。

印 琪的日记



我的学校

2008.11.07

不好意思，现在才介绍我的学校。昨天妈妈从中国邮来的东西收到了。今天就急着把我美丽的学校拍了下来。呵呵，我的学校很诗情画意吧。第一张是学校的入口，和像漫画里的画
面吧。第二张是学校周围的环境，第三张是我从我的座位拍的，我的摄影技术不错吧。

印 琪的日记



学生作品

2008.11.07

上面的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制作的，很厉害吧。 这所学校一个年级，有一个班是专门学习森林研究的，所以，才有上面的作品，这只是简单的，在学校里有一些小屋子也是学生制作
的，很漂亮的。

印 琪的日记



续

2008.11.10

这些是上次探险的时候的照片，第一张是蛇褪的批。后两张是，这里的房子。

印 琪的日记



续

2008.11.10

这些是家徽，还有与写轮眼的对比。嘻嘻。

印 琪的日记



耐久跑......

2008.11.14

啊，同志们，我终于把耐久跑跑完了。15千米。一个半小时。全校女生排第64，我太不容易了。 说实话跑的时候只想着要跑完全程，什么感觉也没有，快到达终点的时候，看到山
名老师和其他的老师还有同学在那里加油，我真的很感动。只是，一停下来，才感觉到我的脚已经不是我的了，到保健室去找老师，把袜子脱掉，吓了我一跳，一只脚上流着血，
还有磨出了水泡。另一只的一个脚趾甲变成了紫色的，老师说不能动要等它长出新的。现在走路对我来说是最痛苦的事了。

印 琪的日记



打保龄球

2008.11.18

嘻嘻，星期日那天，美由贵妈妈带着我，一起去参加社团活动了。大概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到达了游玩的地点，保龄球馆。大人都好厉害的，我刚开始打的时候，经常是一个球都
打不上，后来慢慢好了，不过成绩出来之后我还是倒数第一，20回的了120多分。 之后又去吃了好吃的日本料理。啊.....尤其是甜点，抹茶蛋糕。真的是好吃的没话说。

印 琪的日记



玩

2008.11.18

上面的照片是那天下午和妈妈一起去玩的时候照的，有一张是永观寺的，有一张是在南禅寺里看到有人扮艺姬在旁边照的，另外一张是在寺外看到的人力拉车。

印 琪的日记



烤白薯。

2008.11.28

这星期的自由活动课，班里决定是在校外烤白薯。嘻嘻，虽然是经常吃，但是从头看到尾，还是第一次。 其实同学们也只是把白薯包在锡纸里，烤的工作则是全权由田中老师包
了。烤的时候烟还不是一般的大，不过烤出来的白薯还是很好吃的，很甜的啊。

印 琪的日记



20号

2008.12.05

在京都的其他三位，听老师说了吗？20号的时候，咱们就能见面了。啊，好高兴啊。

印 琪的日记



壮观的景象

2008.12.08

上星期放学的时候，我和同学一起回宿舍的路上看到的一幕非常壮观的景象。12只鹰一起在天空盘旋。是不是很震撼。12只在我的家乡，最多看到过两只鹰一起翱翔，12只，真的
是......而且离地面很近。大概只有不到30米的距离。可惜了没有带相机。

印 琪的日记



我错了.....

2008.12.09

上次的日记报告有误，昨天刷新了最新记录，我还是在回宿舍的路上，看到了比上次多了很多的鹰，大概有50左右职。上面的照片只是一部分，太分散了，没照全，不好意思。

印 琪的日记



介绍我的家乡

2008.12.12

北戴河区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阳光充足,气候温宜,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被称为中国的"夏都",也是驰名全国的旅游胜地和避暑胜地.风景名胜有鹰角石,鸽子窝,老虎石,联
峰山,金山嘴等20处,并以海水浴场与海滨园林的建设而驰名世界,是观日出,看海潮,海水浴的最佳境地.北戴河还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外许多名人都曾光顾过这里,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篇和
佚事.自1979年北戴河被确定为开放区以后,修疗事业与旅游服务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开辟了秦皇宫,北戴河影视城,怪楼,碧螺塔,集发农作物生态园等新景点,每年旅游平均达400万人
次.

印 琪的日记



北戴河的老别墅

2008.12.12

北戴河的老别墅，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老房子”。这些老房子除别墅外，还包括近代教会建筑、公共建筑、商务建筑等。当时盛极一时的北戴河与夏威夷齐名,被称为“东亚避暑地
之冠”。从19世纪末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仅北戴河的名人别墅就达719幢。其中，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比利时、加拿大、奥地利、西班牙、希腊等外
国别墅就达482幢，成为仅次于庐山的中国第二大别墅区。 北戴河的老房子多为单层建筑，部分为二、三层建筑，大都以红顶、素墙、大阳台和小巧玲珑而见长。门、窗、墙、顶、
台阶等通过艺术造型和点缀，既显露出鲜明的异国格调，又凸现出迥异的建筑流派，与庐山、厦门、青岛并称为“中国四大别墅区”。

印 琪的日记



大阪之行

2008.12.18

星期六那天，我和寄宿家庭的家人一起去了大阪寄宿家庭爸爸的姐姐家。寄宿家庭的爸爸的侄女结婚了，还以为能看到日式的婚礼呢，结果是过去式。婚礼举行完了。遗憾啊。第一
张是寄宿家庭爸爸的姐姐家的小狗，叫米奇。是不是很可爱。(寄宿家庭爸爸的姐姐有三个孩子，大家都住在一起，很幸福的一家子。)第二张是晚上在那里吃的寿司。第三张是和他
们一家的合照。

印 琪的日记



大阪之行续...

2008.12.18

上面的照片是在回京都的路上照的，很漂亮的，因为快过节了所以会有上面照片里的景象。日本的圣诞节日气氛很浓。现在大家都在商量怎么过呢。

印 琪的日记



......宿舍的圣诞party......

2008.12.20

这几天学校就开始上午上课下午放假的策略了，参加完网球部，就在图书馆看看书，上网查查东西，一天就过去了。(图书馆的松下老师很有趣的，也会和老师聊回儿天。嘻嘻)昨天
有点发烧，就没有参加活动，和朋友在图书馆呆着，然后就回了宿舍，晚上是圣诞party,大家都很开心，晚餐相当的丰富，可惜我忘了带相机，没有照上，不过上面的图片，是每个
宿舍生都有的圣诞蛋糕，看起来就很好吃吧。 今天学校举行了结业式，又进行了扫除，就放学了。学校的音乐部有一场圣诞演奏，和同学一起去听了，真的是太享受了......下午宿舍
有进行了大扫除，明天还有一场公民馆的扫除等着我，加油！

印 琪的日记



21号的圣诞party

2009.01.06

嘻嘻，上面的图片是21号在公民馆里由这里的叔叔阿姨教我做的，怎么样还不错吧。

印 琪的日记



与同学去河原町

2009.01.06

26号，我和同学一起去河原町玩，上面的图片是那天在河原町得来的。

印 琪的日记



祝我生日快乐

2009.01.06

嘻嘻，12月28日，我又长了一岁。那天正好去了清水寺照了好多长片，第一次在日本过生日，还是拥有了一个很美好的回忆。上面第一个是寄宿家庭的妈妈送我的生日礼物。第二.
三张是我的和式小屋。

印 琪的日记



清水寺

2009.01.06

这些是清水寺的外景。

印 琪的日记



清水寺1

2009.01.06

在清水寺和正生爸爸一起饮水，还得了一个纪念的杯子。

印 琪的日记



清水寺2

2009.01.06

清水寺的舞姬。嘻嘻，很漂亮的哦。

印 琪的日记



おもち

2009.01.06

大家在日本的新年都过的怎么样啊，接下来都是我在新年里的一些照片，上面的是在认识的叔叔家做年糕的时候的照片。

印 琪的日记



日本新年

2009.01.14

嘻嘻，之前忘了写了，不好意思。 大家1月1日都是怎么过的啊，有没有凌晨的时候去神社祈福啊，我有去哦，和寄宿家庭的爸爸妈妈一起去了八幡神社祈福，我是第27个签到的
呦，还得到了在日本的第一个御守。 晚上的神社看起来很美，在神社的周围有许许多多用短竹筒乘放的蜡烛，而且那天还下着小雪，真的像梦幻里一样。

印 琪的日记



雪

2009.01.15

　上面的照片是13号和14号的。怎么样？漂亮吗？ 　现在也下着雪，各地方都变白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印 琪的日记



雪的照片

2009.01.19

不好意思，上次的那些照片没传上去，这次的应该可以了。 最后一张是早晨照的，我很喜欢这一张。

印 琪的日记



网球部生活

2009.01.22

啊，没想到都17岁了，还得劈叉。 昨天是在教学楼里进行的部活动。竟然还有劈叉等等练柔韧性的练习。上初中之后就没练习过了，昨天还是第一次，还能过的去，网球部的同学
说，我的柔韧性很好。嘻嘻。 结果就是，今天腿有点疼。

印 琪的日记



宿舍生活

2009.01.27

　从下周开始，三年级的先辈要结束宿舍生活了。 这张照片是上星期的三年级毕业party后一起拍摄的。上星期三举行了三年级的毕业party。大家吃了火锅。特好吃。吃的时候大
家的脸都红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印 琪的日记



金阁寺之旅

2009.01.27

祝大家新年快乐！ 1月25日，我和寄宿家庭的爸爸妈妈一起去了金阁寺。因为我也是前一天知道的，所以在月例报告上没有写，对不起。 因为正生爸爸在立命馆有考试，所以我和
美由贵妈妈下午才从家出发，和正生爸爸会合后先去了龙安寺，结果不能参观，所以改到下月参观。之后就去了向往已久的金阁寺。 那天太阳公公很给面子，把金阁寺照的闪闪发
光。我和美由贵妈妈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 我走近金阁寺的第一个感觉，这不是个寺庙，而像是江南水乡的亭台楼阁，很美很古老，有种一下子回到过去的错觉。

印 琪的日记



美术课

2009.01.30

这次美术课做的是木雕，我做的比较简单，所以第一个完成了，从上周开始就是自己的自由时间，上面的是我用了四节课的时间画的。诛仙里的碧瑶。嘻嘻。

印 琪的日记



关于摄影的问题

2009.02.02

大家有照过夜景吗？有没有觉得照片里的月亮是红色的？上面的照片不太清楚，但是我试着照了好几次，月亮都是红色的，有人知道为什么吗？谢谢

印 琪的日记



永远的记忆

2009.02.20

五天真的过的好快，昨天回到宿舍躺在床上，闭眼回忆这五天的生活...... 在京都站看到芸，和芸逛街到四点后又和皇甫还有李悦铭见面，一起坐车到神户，在车站看到清水老师和入
矢老师，等戴蒙和玥的到来。开始的心情还是很平静的，在晚饭见到大家之后想念的感觉一下子涌了上来。 这几天在宾馆里，和芸，闻闻，敏，皇甫，君还有何健一起谈天说地，
过的好开心。大家都笑得直不起腰，还在继续。每天几乎都是2.3点钟睡的，只是想把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延长一点。和神户学院大学的哥哥姐姐们一起学习，在防灾中心学习地震
的有关知识，和物资高校的同学一起交流，不知不觉的这五天就过去了。 还记得18号晚上，大家一起给敏敏和皇甫过生日。19号是敏敏的生日，大家一起守到12点，之后又到1点
才开始吃生日蛋糕。 早上先是送君走，之后是我，芸，皇甫，悦铭，戴蒙，玥，徐佳凝和入矢老师去车站，在门口分别的时候淡淡的哀伤就开始在心头扩散，走过街口忍不住回头
看了一眼，大家还在那里挥手道别，好舍不得，在车站入矢老师和徐佳凝送走我们，就只有六个人一起坐车走。之后戴蒙和玥在大阪下车，就只有四个人了，到车站之后，和悦铭分
开，只剩下我，芸，皇甫三人，一起在麦当劳吃饭，睡觉，3点钟又和皇甫分开，4点在芸的学校和芸分开，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同行的人渐渐减少，心里的那份分别的哀伤就
渐渐增多。真的好想和大家一直在一起。 只有半年了，大家要一起加油！我们7月再聚。

印 琪的日记



古装玩偶

2009.02.25

这是我的古装玩偶，上星期六homestay的妈妈送我的礼物。虽然有些小，但很可爱。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印 琪的日记



同志们要注意身体！！！

2009.02.26

现在回到各地大家都怎么样了啊？现在感冒和流行性感冒很多的，大家要注意身体啊。前天我就中招了，在保健室趟了一天，下午又去了一趟医院，结果是肠胃感冒，-_-|||拿回来的
是我最讨厌的粉末状的药，不过还是很管用的，现在已经好多了。 大家要注意啊。

印 琪的日记



お雛様

2009.03.02

这是住宿家庭的人偶。很漂亮吧。不过知道了第二层。我觉得这些人偶都好精致，好喜欢！！ 住宿家庭在人偶的正前方放的是食品，我上次从神户买的お土産也放在那里了。 你们
有听人偶的音乐吗？很好听的，很静，很日本。 .....

印 琪的日记



我考完试啦！！

2009.03.10

啊，今天是最后两科期末考试就结束了。下个学期就有学弟学妹了。我终于上高二了！！！鼓掌。>~< 今天考完最后一科，学校组织的音乐赏析，是大学生乐队，只有五个人。我
一直觉得这个学校的吹奏部就很强悍了，果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跟现场音乐会差不多。因为考完试了，听得我心情很是舒畅啊。嘻嘻。

印 琪的日记



嘻嘻，感觉比之前好！

2009.03.16

今天是我一月底开始休假之后第一次参加部活，虽然说脚还是有点疼。但是感觉比之前好多了。 今天刚开始拿球拍的时候还感觉很别扭，不过挥了几次，就习惯了。和同学一起练
的时候，真的感觉比休息之前要好。31号好像有比赛，同学都在加油练习。虽然我不参加，只观战。但是还是一起努力练习。 真的要感慨一句，年轻真好！嘻嘻。动

印 琪的日记



我无语了。

2009.03.17

真的是...... 昨天练习的时候脚还是好好的，只是跑的时候有一点疼。 结果...... 昨天回宿舍洗完澡指甲又掀起来一块。今天又开始疼了。 我真的是无语了。 早上去保健室让老师帮我
看看，老师说，等长好了就好了。但是很慢。 所以我明天还是继续练习吧。今天是不行了，现在穿拖鞋都疼。 真的是......唉......

印 琪的日记



终了式

2009.03.24

19号是学校的终了式。开学了就真的成为高二的学生了。鼓掌...... 和上学期的一样，先是到体育馆开全体会议。我发现我们学校的自行车部真的很强悍。全国高中部比赛第二，第
四，第六，第七全是我们学校的。他们又有7个人去参加比赛了，24号回来。 然后就是大扫除，唔，下午宿舍还有一个大扫除。不过我还是很喜欢扫除的。 这次终了式就是比上学
期多了一项领书。我下学期的书也达到了一万多，真的好贵啊。 下午做完宿舍扫除，就按照约定向陈芸的寄宿家庭青野家出发了。嘻嘻从这边买了些お土産坐着巴士就走了。很高
兴能见到陈芸，就是车费很贵，比从京都到三宫还贵。

印 琪的日记



3.19

2009.03.24

到达京都站就看到亲爱的陈芸在那里乖乖的坐着。见面就跟我说了三天的日程。先去祗园看花灯，20号去大阪，21号去看皇甫。所以买完票，我们两个就向祗园出发了。 先是在八
坂神社和舞姬照相，只有前一百名可以，我和陈芸幸运的赶上了。之后就是去看花灯，很漂亮的说。不过那里也有插花。我一直觉得日本的插花很有意思，很有趣。还有时间就去花
间小路看了看，很日本，而且外国人很多。之后就是和亚的寄宿家庭回合，花了一点时间才找到的因为她没有看明白地图的方向。 这是第二次见到陈芸的寄宿家庭的妈妈和爸爸，
（奶奶和爷爷—？）真的是很和蔼的一家人，那个妈妈很能说，而且两个人都很喜欢山。

印 琪的日记



3.21

2009.03.25

第一张是伏见的稻荷神社，那里供奉的是狐狸，别搞错了。 第二张是皇甫的学校（初中和高中是在一起的，这张是从右边照的，高中的牌子在左边） 第三张是立命馆有名的竹林。

印 琪的日记



3.24

2009.03.25

24号是新生入学订书的日子。个个俱乐部都制作那种小型海报发给新生。上面的是我们俱乐部的藤田画的，是根据真人画的，超可爱，我超喜欢。 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感觉很有
趣。当时很热闹，棒球部，排球部，篮球部，吹奏部全都在门口，见到新生就给他们一张。忙了一个多小时才结束。

印 琪的日记



澄清

2009.03.25

上两张的日期是错误的，不好意思我忘了调所以失错的。 还有就是去陈芸寄宿家庭的事情在神户的时候就跟清水老师商量过了。应该不算违规吧。

印 琪的日记



冬天？春天？

2009.03.27

昨天，在操场上才开始练习没一会儿，小雪就变成了大雪，结果我们全体转移进了教学楼，开始跳绳和仰卧起坐的练习。可是，不到半个小时，天空就放晴了。之后又全体转移出教
学楼，在操场上练习。 第一张照片就是早晨下小雪时候的照片，整片天空都是阴沉沉的。 第二张照片是学校附近的梅花。开的老灿烂了。不过，这边的樱花还没有开。好像看啊。
这个星期冷得就像冬天一样。我都怀疑现在到底是冬天还是春天了。

印 琪的日记



开学啦！！！

2009.04.09

开学啦！！！ 因为放假所以没有写日记，现在开学啦，我，又回来了！！！

印 琪的日记



31号的比赛

2009.04.09

早上和同学，老师一起到洛东高中进行练习赛。第一次看到高中男生打网球，而且，用的是那种硬式网球，真帅，场地是软沙，手感很好，只是跑起来的时候没什么感觉，就象是在
棉花上跑似的。而且，我在旁边写记录什么的时候。写的太专注，没看到球，就从耳边飞过去了，有点惊险。 上面的图是当天进行比赛时的照片。

印 琪的日记



樱花

2009.04.09

因为寄宿家庭没有时间，我只能看到学校的樱花了。所以我天天都盯着那几棵树。上面的照片就是我陆续照的。 我觉得我们学校的樱花开的太有技术了，就在开学的前一天开的。
就象是为了迎接入学式才开的似的。

印 琪的日记



逛

2009.04.13

上面的照片是我在春假在住宿家庭的时候，家里没有人自己出去闲逛的时候照的照片。小房子都是自己做的，而且这边有很多这样的。我超喜欢......不过价钱也很贵。最后一张就是
第二张的价钱。

印 琪的日记



体力测试

2009.04.16

这两天是学校的体力测试。身高，体重，视力，坐高.....总之就是很多。 测体重的时候吓了我一跳，竟然比我前一天在宿舍测的时候轻了1.7公斤。就隔了一个晚上。太神奇了。 还
有仰卧起坐，前一天的俱乐部活动的时候就做了150个，结果第二天肚子就有点疼，30秒的测试，就做了24个，今天是只要一笑就疼。还需要多锻炼啊。 今天是20米来回跑。不知
道你们有跑过没有。就是跟着音乐跑的那种，刚开始慢，渐渐，渐渐加快。我不知道，结果很傻的按照自己的速度跑，当时我还纳闷呢，为什么都不快跑呢。结果被老师拦下来的。
明天还有两项，继续加油吧！

印 琪的日记



樱花谢了......

2009.04.20

上周因为一场大雨，学校的樱花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凋谢了。上面的照片都是我学校的场景。 我有试着接樱花瓣，好难啊！就接到了一片。还是星期六的时候俱乐部活动的时候接到
的。 看樱花落下的时候真的是好有感觉啊。很美又有一种很惋惜的感觉......

印 琪的日记



小老师

2009.04.20

祝贺我吧！！ 我出师了。新一年级生有两个人是从高中才开始打网球的，所以不能跟大家一起训练。而我因为也没练多久能力不高，实战不行，但是现在基本的练习都可以了。所
以我就带着两个初学者练习。嘻嘻......うれしいな

印 琪的日记



宿舍的新生欢迎会

2009.05.01

上周在宿舍举行了新生欢迎会。露天烧烤，怎么样？不过因为我那天不舒服，所以只吃蔬菜没有吃肉。闹了两个小时才结束。 之后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我们宿舍是一年级生做浴
室的值日，浴池的水也是一年级生放的，结果那天负责男生浴室的人不知是忙忘了，还是太高兴了，三年级的学长四个人一起进的浴池，结果我们在外面就听到很齐的一声嚎叫，一
浴池的水全是凉水。 照片下次再发。

印 琪的日记



照片

2009.05.07

这是准备时候的照片。

印 琪的日记



照片

2009.05.07

快开始了！

印 琪的日记



照片

2009.05.07

正式开始！！！ 下期介绍，日本古老的文化和天皇隐居的地方。

印 琪的日记



古老的建筑

2009.05.18

连休的时候，我的班主任带我去参观的日本古老的建筑。那一片好像都是叫中野的。家徽是那种类似于沙漏的图案。还有进当地的民风馆看了一下，都是一些古老的服饰，信件，工
具。

印 琪的日记



照片

2009.05.18

1祭奠用的服饰 2书架 3书信

印 琪的日记



比赛

2009.05.21

星期六的时候举行的比赛。不过天气不是很好还下了点儿小雨。可是大家的斗志都很强，尤其是三年级的学姐，因为这场比赛事高三学姐的最后一场比赛，结束后，高三的俱乐部的
活动也就结束了。最后的一场比完的时候大家都哭了，心情还是满沉重的。

印 琪的日记



明天考试

2009.05.26

不知道为什么，在日本都考过那么多次试了还是有点紧张。 哎......明天是数学还有点把握。之后的就都不清楚啦。语文还是分开考的，古典和现代，好像还没有汉文。 不管怎么说，
明天加油啦！！！

印 琪的日记



源氏物语博物馆

2009.05.26

这是之前我班主任带我去参观的。真的是好喜欢里面的人偶啊。嘻嘻，我就是比较喜欢古代的东西。这一阵光研究平安时代的东西了。尤其是源氏物语，看了三个出版社的，记忆深
刻啊。 上面的第一幅是空蝉那一章的人偶造型 第二幅是光源氏的住宅复原。分春.夏.秋.冬四院。好想看实物啊。不过老师说现在没有实际的建筑了。 第三幅是平安时代比较有名的
贝壳彩绘。很漂亮，这个也超喜欢。嘻嘻。

印 琪的日记



现在处于心情低落期

2009.06.01

今天有的科的分数就出来了，啊，我的数学啊，200分满分，就的了158分，其实要是真的出错了还不觉的可惜，主要是我没答完，哭......答完的部分减了不到10分。啊...... 啊，不知
不觉一年的留学生活就快过完了。这一阵这一年的点点滴滴常常在脑海中显现。快乐的，悲伤的，激动的，平淡的，有趣的......

印 琪的日记



倒霉的日子

2009.06.04

我觉得我这几天好像特点儿低， 连着几天身上磕的青一块紫一块的。 而且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磕的。 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看到的昆虫都是多大的？为什么我觉得我这
边的虫子都特别大呢。蜘蛛有手指甲那么大，毛毛虫有手指那么粗，蚊子，蜜蜂是昆虫都比我看到过的大上一倍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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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2009.06.11

星期一写好的日记结果忘了按发表，没有发上去，原谅我。 周日的时候和同学一起去散步（散步？），山崎想要找四叶草，结果她就沿着路见到草就找，四叶草她是没找到，倒是
找到了一株五叶草，她说她看到过二叶的，三叶的，五叶的，就是差四叶的，我心血来潮也跟着一起找，结果一眼就找到了一株，嘻嘻，听图书室的老师说，第一眼找到四叶草的人
会很幸运，希望是真的。 上面的图是回宿舍的路上看到的，很灿烂吧。 昨天又是将近半天的考试，府立实力测试，数学错了三处，国语汉文部分减了四分，不过前面就不行了，英
语还没检查呢结果答案不知道被谁拿走了，汗！！ 还记得去年知道获得留学资格的那天正好是高一的期末考试的第一天，当时因为要办护照下午的语文考试我还迟到了将近一个小
时。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当时就象是做梦一样，直到在北京见到大家，在机场和父母分别，那时才意识到我一年的留学之旅真的要开始了。真的好快，现在都可以算是进入倒计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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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动画之中的我

2009.06.18

一直感觉这里象是宫崎骏的《幽灵公主》里的森林环境， 尤其是下雨的时候 山中起雾 白茫茫的一片 很梦幻的景象 又象是从山中生起的炊烟 有的时候，一个人走在路上 回下意识的
去寻找有没有 可爱的山中精灵忽然出。 嘻嘻，很庆幸能够见到这样的场景。就好像是生活在动画里面一样。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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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身

2009.06.22

嘻嘻，能认出来上面的是我吗？这是星期日那天我和寄宿家庭一起去照的，和我一起的是寄宿家庭的晴菜。 早上8点就从家里出发了，9点半就到清水寺了，到照相馆开始，化妆，
选衣服，穿衣服，照外景，回影楼......直到结束。一共花了将近四个小时。虽说，有点热，有点辛苦，不过真的很高兴。很谢谢寄宿家庭的爸爸，妈妈，等了我们那么常时间，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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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见

2009.07.09

啊，好久不见啦，这周我们学校就考完试了。大家都怎么样啊？ 好快啊。下周就是结业式了。也就是说，一年的日本学校生活就要结束了。 在这一年中，在学校和宿舍的时间是最
长的，也是最开心的。和同学，朋友一起聊天，学习，参加活动。感受日本的学校生活，感受与中国不同的学校气氛。在这里这一年真的生活的很快乐，很自由，很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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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别

2009.07.13

11号的时候在寄宿家庭举办了欢送会，寄宿家庭的爸爸妈妈，晴菜，班里的同学，还有同学的爸爸妈妈也有到的。是一场小型的露天烧烤哦。大人一堆，小孩一堆，说说笑笑的天
就黑了。嘻嘻，我们有放烟花哦。烟花棒，小烟花，看着灿烂的烟花在眼前一朵朵绽放，感受着同学的笑声，忽然觉得这样子很好，真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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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了

2009.08.02

大家都怎么样了？ 还好吗?在家呆了7天，昨天才解放的。 结果这几天因为水土不服还在医院输液。我同学都问我是不是反过来了。⊙﹏⊙b汗 要常联系哦，同志们，回来了也要加
油喽！！！

印 琪的日记



最近

2009.09.06

好久不见，一转眼回来已经快两个月了。很久没和大家联系了。 这边的学校上课真的很早，八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上课了。我忙碌的高中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不过9月1号才是正
式的上学，一直没有上网，没有和大家联系，对不起！ 这一阵新型流感好像很严重，大家都没事吧，我们学校已经让每人每日早上测体温了。大家都要注意身体啊！！ 虽然也有和
日本那边的朋友联系，但是还是很想他们，老师，同学，寄宿家的家人和交流中心的老师们，你们都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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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

2009.11.01

想念 想念和大家一起度过的一年 想念远离繁忙的一年 想念一整天用日语交流的一年 想念...... 大家都过得怎么样啊。上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都适应了吗？ 现在我上着课的时候就会
想起过去一年的日子，觉得好近好近，就像昨天一样。可是又好远好远，大家已经都各自回到了原来的生活中。 想在好想知道到大家都怎么样了？还好吗? 　入矢老师，身体怎么样
了？还好吗？ 清水老师，现在的环境还适应吗？还好吗？ 山崎老师，您很忙吧，还好吗？ 山名老师，迎接了新生，还好吗? 正生爸爸，美由贵妈妈和晴菜，还好吗？ 好想念大家。
大家，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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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了......

2010.06.23

好久没有上网了，一上网就看到大家的好多消息啊。最近因为升高三，我们学校还搬家，还要参加日语的能力考试，好多事都赶都干到一块儿了...... 好久不上网，有一种被隔离的感
觉啊。据说天彤已经去日本了，都一年了，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啊。 这次的能力考试听说改变方法了，有点紧张啊。不过还是努力吧，争取一次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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お久しぶりです

2012.12.21

      啊，好久不见啊大家，抱歉，我之前一直都没有记起来这个账号的密码，看到原来的日记本上记录着才能够登录上来。真不容易啊。。。

     之前虽然不能够登录自己的账号，但是也有浏览心连心的网站，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了。很想念大家一起在日本的时光啊，现在同期生有好多都已经在日本的大学开
始了他们的大学生涯，看到你们时常聚会的消息，真的是又羡慕又嫉妒啊，O(∩_∩)O哈哈~

     这回找到密码又能够登录了~会继续关注心连心的~~

印 琪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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