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に到着した、安心してね

2008.09.03

终于到日本了,一切都很新鲜,おもしろい*＾-＾* 爸妈如果看到了就放心吧,这里一切都好. 坐飞机飞了三个小时才到,没觉得有什么难受,倒是拍了很多照片,从飞机上往下看景色很美,と
てもうつくしかった！ 很多人刚开始吃日本菜都有点不习惯,但是我觉得还不错,比中国菜好吃,等我学会了日本料理,回去好好请大家一顿,呵呵. 昨天去了东京的一幢观光楼看东京全
貌,站在45层上向下望,黑压压一片，似乎比北京还要现代化一些，楼顶有卖纪念品的， 一问价格，立刻傻了，物价相当高的。但愿我去的山形县东西能便宜一些，不然我这么爱逛店
的人就要破产了。 还有，在北京培训的晚宴上碰到中坊容子せんせい了，びっくりしました！ 该走了，先说这么多吧！再见咯.

戴 澗溪的日记



一周的日记

2008.09.14

一周没写日记啦…… -------------------- 初到酒田，第一反应：城市有点小，房子矮矮的，对于我这么一个喜爱繁华的人来说，还真有点不适应，不过风景很美，树多，空气里是大
城市所没有的清新。 homestay的家庭：爸爸妈妈，一个姐姐17岁，两个弟弟12岁（双胞胎）。家里还有一只可爱的蝴蝶犬kira。房子是独立的小楼，我和姐姐住一屋。家里的规矩
很少，家人都很随和。妈妈厨艺很好的*^_^*。 星期一开始去羽黑高校上课。一开始和学校里的其他留学生一起上日语，但是他们还在学“我叫什么”之类的初级语法，以及学写汉
字（真庆幸我是中国人）。终于争取到了和日本学生一起上课的机会。但是，因为我上的是国际班，英语课超多，而且日本讲英语的方式和中国不大一样，日本老师只讲语法，外教
只练口语，而且所谓语法似乎是以翻译课文为主为主，语法为辅。可以说，在这里讲三节课的知识在中国一节课就可以搞定。我去的那个班的同学都很好，非常热情，但是……不排
除有上课大声说笑的，还有一次考试中竟然有几个人睡着了……我晕~~~~~ 发校服了，很可爱的样式，女生们都把校服裙子往上卷两圈变成超短裙。为了与大家保持一致，我也只
好……即使这样我还是班里裙子最长的。 上星期和homestay的爸爸妈妈去了温泉。 昨天看了姐姐的女子软式棒球赛，比赛规则我是一点不懂，只是和大家一起喊加油，最后姐姐的
队赢了，至于怎么赢得我一点都不知道。 （未完待续）

戴 澗溪的日记



去吃烧烤了

2008.09.20

/上个星期的日记，不知怎么没贴上去/ 晚上和homestay的家人一起去烧烤。我们住在酒田，开车去景色很美的小城游佐，去会お父さんお母さん的老邻居和好友。烧烤在农家的院
子里进行。 日本的农村和中国的大不相同，我们去的那家院子很大，房子也很宽敞，是典型的日式房屋，地上铺着榻榻米，装修和整洁程度让人感觉进了五星级酒店。 大家一边烧
烤，喝饮料，一边聊天。6、7个大人，9个孩子，热闹程度可想而知。我被问到很多问题，基本上能用日语表达自己的想法了。烧烤真的很好吃呢，烧海鲜，牛羊肉，昨天钓来的
鱼，还有烧荞麦面，栗子等等。（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吃晚烧烤后，孩子们跑到院子旁边的山上捉迷藏，第二轮时，我和一个叫みく的小女孩分到一组，藏到蔬菜大棚后面，20
分钟过去也没有被发现。这期间，除了和みくちゃん说话，就是抬头看星星。一直住在城市，久违了这样美丽的星空。碎钻一样镶在墨蓝色的天幕，星座依稀可辨。偶然看到圆圆的
月亮，突然反应过来今天是中秋节。好想吃月饼啊！ 孩子们回到院子里，和大人一起放烟花，很漂亮！ 这时候已经晚上10：30左右了，姐姐和两个弟弟回车里睡了。我和另外的五
个孩子一起玩。一个人把荧光棒藏在大院子里，其他人去找。真是个很上瘾的游戏呢。大家玩到11：30左右，烧烤会结束了很不舍地离开，回到车里才感到非常ねむい了。 今晚与
大家聊了很多，发现自己的日语水平已经有所提高了，可以用日语开玩笑了。 今晚一起吃烧烤的人，也就是父母原来的邻居们，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很热情，很亲切。楽しい一
日だった！！！

戴 澗溪的日记



最近的情况……

2008.10.16

前两天参加茶道大会了，日记写在本子上结果本丢了，只能等我找着了再补日记了，唉…… 今天成绩出来了,班里的日本学生20个人我的总分排第十，国语现代文27，竟然还有一个
比我分低的人，古文没有跟着同学们一起学，我担心古文语法和现代文不同，最后把自己学晕了就惨了，（大家古文都在跟着学吗，拜托给一点意见吧），历史64，理科76（一半
东西是在我来之前学的而且专有名词的叫法与中国不同。最让人郁闷的是地理和信息，这两门都是外教用英语讲得考试都用英语，但是分都比较高。此外还有英语会话考试，英语
一，英语语法三门课。最惨的就是数学了，虽然是没学过的东西，但是我的目标是————100分！！！结果……考试时没有看到卷子的背面，以为只有半面，所以卡着时间一边做
一边反复检查验算，收卷子时发现还有背面！！！？？？成绩出来————37分，但是超过平均分八分左右…… 现在在班里和大家关系都不错，但是没有特别死党的朋友，原来和
我关系比较好的一个女生最近总是找班里一个美国留学生练英文去而不等我……而且因为我来得晚，无论什么课座位都是最后一排，周围是墙和门，人比较少…… 下一步的计划是姐
姐的自行车游遍酒田！上周从火车站领了地图，但是这里路比较多直路比较少全是弯路，而且最要命的是路都没有名字，再加上本人是一个超级大路痴，呵呵，还要多多培养方向
感。 另外一件事，上周去上上买了衣服，灰色的装饰着骷髅图案的长上衣和三分的裤子，配上彩条袜子。衣服相当可爱哦，只是我身材不太好~~~日本的衣服真得很好看呢，虽然
有很多made in China而且有点贵。 好了先说到这吧，我去吃饭了，我爱日本料理~~~

戴 澗溪的日记



明天是学园祭！

2008.10.23

明天就是学园祭啦！今天一天全校都没有上课，为学园祭做准备，大家一起做手工，装饰教室，真是比上课都累。 我们学校的学园祭的日期里万圣节（欧美比较盛行的鬼节）很
近，所以就放在一起过了。大家把纸板箱剪成大大的南瓜形状，再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我做了一个双色南瓜，最有个性的一个。同伴的一个叫saya超有创造力，花了一天时间用纸
板箱做了一个立体的坟墓和十字架，用水彩上色后简直和真的坟墓一模一样，甚至墓碑上的石头裂纹都用水彩细细的勾勒出来，幕式上有暗红的血痕，让人看了就发瘆，再一看墓碑
上刻的名字，大家都快笑晕了————我们班主任的名字…… 大家还制作了立体的鬼城堡，纸南瓜，教室里都快成鬼屋了…… 学园祭还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出店”，各个班在校
园里打简易棚模拟商店，现做现卖各种好吃的，而且买东西吃时要收费的——真钱！从今天起各班同学都串教室推销贩卖自己班的食品券，真的像传销活动一样疯狂，不好意思回绝
的人买得券够吃一星期的了，我打算学园祭的时候现买，虽然比买券贵一些，但至少心里有数。 学园祭的时候我回穿从中国带来的旗袍，好朋友穿一身黑衣扮女巫。很期待啊!

戴 澗溪的日记



补学园祭的日记

2008.11.06

上个月的事情……十月底的学园祭今天才写出来。 因为学园祭与万圣节日期相近，所以一起过了。 第一天再上大家在礼堂集合，一同观看学园祭开幕式。（开幕式？）主持人是两
个三年级的男生，一个穿着西装，令一个穿着kitty猫的睡衣（是连身的，还垂着一条猫尾巴），非常有视觉效果。吹奏乐部的演出，拉拉队的舞蹈……相当精彩。突然，所有的灯都
灭了，漆黑一团，断电了？！几秒钟的黑暗后，屋顶上悬挂的巨大金属球开始发光，在屋顶和墙壁上投下旋转彩色的星光。场面很壮观…… 在后来的节目是一个美女变魔术，一开始
以为是高三的学姐，后来才知道她是最近出名的魔术新星，美女表演了很长时间，左右二十分钟。大家都看傻了，其中把一个可怜的装在箱子里的男生一刀砍下去的节目比较惊险，
但最绝的是她能从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纸袋里变出二三十个大盒子来。而且这位魔术师穿的不是传统的后魔术服，而是露肩的连衣裙，更让人不得不佩服她的实力。 接下来是男装女
装展示活动，就是男生穿女装，女生穿男装的展示，最后还要评奖，其中一个平时很正常的男生穿的是露背连衣裙，化妆和假发都让人看不出他是个男生…… 联欢会结束后，“出
店”开始，出店就是各班在校园里的模拟饮食店活动，同学们在校园里支起棚子，挂上招牌，还有推销员举着广告牌叫卖。比较让我惊讶的是买吃的是要花真钱的，而且各班还制作
了一些优惠券，简直和真的饮食店一模一样，我们班把班主任的大头照印到了优惠券上。我们班的出店内容是做面条，很简单，把小包小包的速食熟面条放到热水中过一下，再浇上
酱油汤，撒上紫菜和大葱，就ok了，其它班的小吃也都很简单，大部分都是买的半成品。至于味道，很一般，价格，贵得有些过分。尽管这是公认的真理，但是每个人都会多多少
少的买一点吃，主要是为了体验学园祭的氛围。（很不幸我两天花了1500日元左右）！！！ 学园祭除了出店，还有万圣节的装饰，我们班负责会议室，用黑色的塑料布把会议室里
面的墙和屋顶贴得严严实实，在塑料布上贴满了纸剪的南瓜，蝙蝠，鬼魂，女巫，城堡，天花板上垂下白色的幽灵，地面上摆着坟墓的模型，台面上是一个雕成鬼脸的特别大的真南
瓜，好端端一间会议室变成鬼屋了。 此外还有卡拉ok比赛，舞蹈比赛，掰手腕大赛，在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这次学园祭真的是一次很愉快的经历！

戴 澗溪的日记



写一写最近的事情

2008.11.17

上个月加入羽毛球部啦！ 队友们都是从小学初中开始练的，我在这里属于白痴级人物。 羽毛球部的老师很好，交了我很多，还和我一起练习。 每天打球以前跑3000米不停，我竟
然每天都坚持下来了！（请允许我很有成就感的自恋一下吧），跑完3000米是15分钟左右的跳跃运动，然后是约跑着把很羽毛球放到一定位置在跑着捡回来（又是跑！！）因此在
打球以前我就已经累得没有人样了。 因为邻近期末考试，星期一的茶道部暂停部活动了。 上课时有种自己想学点什么却不知道怎么学的绝望感！！！因为是国际班，英语课超多，
外教课一星期4节，是用英语讲信息和地理，学的知识很简单，但是要被一大堆平时用不着的英语专业术语。日本老师讲的英语课我一般会一边听老师讲一边在下面自己学，也许是
因为讲课速度很慢，而且对知识的侧重点与中国的大不相同。数学课往往是我用一分钟做完老师要讲十分钟的东西，毫无挑战性，除此之外喜欢得可少得可怜了，唉。。。

戴 澗溪的日记



历险记。。。

2008.12.27

很惊险的意外事件。 上上个星期去鹤冈参加了羽黑高的留学生聚会，聚会结束后一个人坐电车去酒田。这是第二次坐电车（第一次是和老师一起到机场时，现在早没印象了）。 再
电车里看不到外面的站牌，只能听报站名。广播里报到“东酒田到了”，心想酒田车站的确在酒田市内的东部，于是很迷茫的下了车。 差点没晕过去。。。原来所谓酒田东是在酒
田市外的东部郊区。当时晚上九点半左右，周围全是田地，孤零零的一座月台，连马路都没有，想找候车室的工作人员问问，结果发现所谓候车室就是一件几平米的小屋，别说工作
人员了，里面除了四面墙什么都没有，当时真是连个活人都见不着，周围是夜幕和一望无际的田地。。。 无奈了，只好硬着头皮向人求助，走在田地间的小路上，敲开了最近的一
家家门，向那家人说了自己的情况，那家好心的老奶奶开车把我送到了酒田。真的很感动。当时因为害怕坐上车就吓哭了（虽然哭得不是很凶但是惨兮兮的丢死人了），那个老奶奶
一直在安慰我，还和我谈北京奥运会，留学生活之类的话题，把我送到车站还借给我手机和住家联系，确认我没事了才离开。 真是碰上好心人了。。。过几天我打算去给老奶奶送
一些中国的土特产，算是感谢吧。

戴 澗溪的日记



好久没写的日记

2009.01.22

最近电脑不能用了。昨天，终于找到了免费的电脑！可是，因为不能选择语言，只能打日语和英语。　:( 今后的日记和留言只能全部都用日语写。感到稍微有些困难... 本月的日记:
12月31日是大年三十。和host family一起好了好吃的寿司，没有睡觉一直等着新年的到来。到了12点，去神社，祈愿今年的幸福和健康。我抽了神签，意外地抽到大吉。 上星期一
直下雪。酒田是日本海岸气候，据说冬天会下很多雪。并且，因为是沿海地区，风特别强！风吹着天地面和屋顶上的雪，空气好象也成雪白的了。风很强，什么都看不见，几乎不能
行走。夜晚也冷得要命。现在我穿着毛衣，盖三床被子睡觉。 最近和host family去仙台了。仙台是一座现代的城市非常热闹。 明天，打算跟朋友去三川玩。交通费1000日元左
右，还约好了一起看电影、到百货商店购物。这个月也会赤字吧。但是很期待。绝对不能放过交朋友的机会！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戴 澗溪的日记



去装饰了布娃娃！

2009.02.01

上周日，与host family一起去乡下的姑母家里装饰布娃娃去了。 首先，拿出大的架子，架子上铺上红布。然后，让布娃娃的手拿住乐器和很多道具，按照顺序放在架子上。看似简
单的工作，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哟。因为布娃娃是易坏品，所以必须得慎重。 装饰结束，悠闲地欣赏起了布娃娃。华丽的布娃娃，真的很美！女孩节陈列的布娃娃，与小孩的玩具布
娃娃不同，不是"可爱"的玩偶，是"美丽"的玩偶！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戴 澗溪的日记



短暂的5天结束了……

2009.02.24

5天的时间真的是太短暂了，还没有说够笑够就又回来了。写了篇2500字左右的日记，没信心打出来，只好从写一篇了…… 刚见到大家时被吓倒了，每个人都变得更漂亮或帅了，还
有有些人在变漂亮的同时胖了一圈啊（就不点名了)我由于适应了日本料理，减了2.5kg哦，很不幸，连上一星期前的休学旅行，截止到今天又长了3.5kg ~~>_<~~ 这几天熬夜熬得
很凶，但是远远不如熬通宵的那几位。大家白天看起来都相当精神，青春的生命力无限啊~~~ 印象最深的是去南京街，吃了半年都没吃的中国菜。一条街上的店很多都是中国人开
的。我买了几个麻团，吃得很感动……大家在日本好好享受日本料理吧，一样的道理，回去就吃不着了！ 晚上出去照大头贴照了个够，和せっちゃん和交流中心的老师找的那回，我
把所有人的头发涂成了紫色，金色，绿色，せっちゃん把她和我的眼睛周围画上了眼线，要从大头贴中看出谁是谁还真挺困难…… 吃过晚饭后去神社，大家站成一排闭上眼睛许愿，
很虔诚很壮观，我许了一堆愿望，睁眼一看就剩我一个了，-_-# 老师们给最近过生日的同学蛋糕的那一幕真得很感动，顺便从小张辉那里弄了1/4块蛋糕，很好吃的说。 最后一晚上
的party因为困得不行，没能熬成通宵。中间碰上了来串门的李越学姐，聊到了我们原来学校门口大受欢迎的土渣烧饼店，食堂一元五角的面包，还有校园里的流浪猫等等，非常怀
念呢…… 最后一天早上被赵天歌同学拎起来，这几天辛苦这位室友了，我想把一个睡的像死猪一样的人拽起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吃完早饭后杨萌轩说要帮我把行李提下来就上楼了
（很感谢~），五分钟后我突然意识到行李还没有收拾呐~~~囧 意料之中，离别之日不少人哭了，有点悲剧色彩，我也被情绪化了…… 写到这里就结束吧，最后感谢交流中心的老
师带我们过的这五天很充实，很温暖，お疲れ様でした！ 还要感谢同学们送的点心和杨萌轩的寄宿家庭送的礼物。这次我没想那么多，空着手去的，真得很不好意思。我保证7月份
是一定会请客的=^_^=

戴 澗溪的日记



3月～4月

2009.04.06

3月4日是毕业典礼的彩排。彩排前老师们说有“意外惊喜”。所谓“意外惊喜”…就是彩排结束后，某乐队将演奏GReeeeN的“步途(Ayumi)。这个乐队的成员…竟然都是三年级的
全体老师!!!老师们不仅仅是歌，吉他、小提琴、架子鼓、电子琴都非常棒！这首歌是老师们给即将毕业的学长们的最好的礼物… 3月18日，看了电影“入殓师”。好像这部电影今年
获了奥斯卡金像奖。电影讲的是葬礼的入殓师的故事，给死去的人最后的、并且是永恒的美。主人公和父亲的亲情非常让人感动。顺便提一句，电影的外景地就在我住的酒田市这儿
哟！大家一定要看喔！ 上星期下了雪。特冷。樱花…当然还没开放。我等着、樱花盛开的日子！(>-<)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戴 澗溪的日记



誕生日だよぉん！

2009.06.04

日记写得有点晚，5月28日，16岁生日...^_^ 不幸的是，当天是期中考试的最后一天。0：00分，在复习中迎来了birthday。0:10，羽毛球部的真理子发来了第一个短信,想必大家都
在为了明天的考试挑灯奋战…… 在学校收到了不少礼物，什么笔呀，手机链，杯子之类的，呵呵，好开心^^ 考试很惨，惨不忍睹，静静等待星期一暴风雨的来临。 因为考试下午没
课，杏奈教上我去唱卡拉ok，唱得昏天黑地，走的时候她说她请客，算是生日礼物了。杏奈だいすき！~~~ 晚上回家，爸爸妈妈给我买了蛋糕！家里的人也送了礼物给我。爸妈送
的睡衣，姐姐送的今年很流行的形状奇异的袜子，两个弟弟送的迪斯尼的手表。乐疯了，不只是因为礼物，因为大家的心意... 交流中心的礼物晚了一点受到，看到刚来时的合影，笑
喷了，找了半天找不着自己在哪，家里人说我变化太大了，和当时一点都不一样... 第一次在异乡过生日，但是丝毫没有感到寂寞。这个特别的生日我想永远不会忘掉吧！

戴 澗溪的日记



到家了！

2009.07.30

刚写了一篇很长的 花了一个半小时 然后弄丢了…………………… [发狂ing] 刚才那篇很富有感情的 写到最后都快哭了 然后弄丢了 就真哭了-_-# 到家了，报个平安！ 一年来大家辛苦
了！

戴 澗溪的日记



再写一遍

2010.11.06

这篇日记在2010短期第4批里也有发表过，再贴一遍为了让长期第三批的大家看到。我又去日本咯~东京名古屋长野大阪~好开心啊~就是回国后补课很痛苦！ 以下是日记正文
—————— 现在有两张心连心卡了~呵呵 大概长期留学和短期访问都参加过的，就我一个吧！so lucky~谢谢交流中心给了我这个机会。 好久好久好久不写日记了，原谅我这个
懒人吧...(-_-;) 短期和长期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这次换了一个视角，作为一个旅游者看日本。 又看到了熟悉的街道，听到熟悉的日语。怀念在日本度过的11个月。 长期第三期
的同期生，很多都到了日本。加油！努力去拼搏，实现自己的梦想吧~ 短期第四批同期生们，我们能遇见是一种缘分，大家在一起的12天好high啊~ 话说，我目前还是打算在国内
读大学，但是可能会到日本读研深造。至于工作嘛~不想定居，想在两个国家之间跑腿。。嘿嘿~ 交流中心的老师们，大家还好吗？谢谢你们的付出。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交流活动
都非常成功，多亏了大家，很感谢~ 还要谢谢佐藤家和伊藤家。无论11个月还是1天的homestay，都是最最美好的回忆。那种感动会一直持续下去陪伴着我，谢谢你们，祝身体健
康。 ps， 和我照大头贴的是住家的莉绪，特别可爱的高一的小妹妹!她和普通日本女生不太一样，头发不拉直，校服裙子不往上卷，从来不化妆，大头贴机用的也不太熟练...有时候
觉得我比她更像日本女生一些（笑）...莉绪小提琴拉的特别好，学习很刻苦，喜欢古典乐。回国后中国的朋友们都说她笑起来像个小天使~要是有个这样的妹妹就好啦！ 穿私服的那
张，是同去的第4批短期的朋友们。我们一个团20人，我们团都是石家庄几个高中的。大家这12天混得老熟了！ 还有访问长野一所高中的照片。那个高中没校服，大家都穿运动装
或者私服。我体验了一节音乐课，老师让5、6个日本学生一组教中国学生唱“故乡”。因为短期生都不会日语嘛，学起来颇为困难，但是那首歌我初一的时候就会唱了，于是和同
组的日本学生杂谈...聊了好多还谈到arashi什么的...最后那几个女生强烈怀疑我是不是中国人... 嗯，就写到这。Dewa，大家加油啊~交流中心的老师们保重啊，想你们了(>3<)

戴 澗溪的日记



天灾...祈福...

2011.03.15

大家没事吧？？？ 东京貌似相对安全，相对... 东北太惨了... 太惨了... 外教课看了视频，心里很难受。电视的新闻也在天天播，都不忍再看了。 很多生命从此消失。很多人失去亲
人。 陌生的人们，我只能在海的另一边为你们默默祈福。 一听地震的是东北地区，震源是宫城县，我都快要吓死了。山形离宫城那是相当近啊！原来住家的爸爸妈妈还开车带我去
仙台玩过。 福岛我们家也开车去那里过，也就几个小时车程。被完全摧毁的相马市，就是途中我们吃拉面的地方。 地震后第二天终于和山形的家人朋友取得了的联系。 酒田只是断
电了，鹤冈甚至都没停电，震级5级。虽然离震中那么近但是震级和东京差不多，山形的大家都平安。 思韵在琦玉，三期生在日本的也都在东京，听说都平安。 也给第二次去日本
时的住家发了短信，莉绪妹妹说没事。 真的很后怕。 不知道东京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愿大家平安。 这些都会过去的！ 加油！

戴 澗溪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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