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留日”生活

2008.09.11

中日交流的老师们节日快乐，下面来介绍一下我们在仙台育英中学的生活情况，我们的一日三餐都很好，寝室一切很好，就是寝室里不让用个人电脑，学生对我们挺友好的，但是老
师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只上了3天课，而且在没有教科书的情况下，也听不懂他们用日语讲得课，但是今天老师把我们教育一顿，说我们的功课很差，尤其是英语，因为我们在
国内不学英语，说让我们在英语课时，去图书室自习，还有24号的考试，我们一定要参加，各科都有，如果我们考得不好，就要从高二降到高一，真的对我们很苛刻，希望交流中
心的老师能帮帮我们，希望能让我们度过11个月的快乐留日生活！

周 嘉鏐的日记



没看到月亮的中秋节。。。算是过了吧。。。

2008.09.14

今天。。。对我来说还蛮特别的，，，至少让我感觉我来到了日本。。。坐了快半个小时的的电车，（类似于中国的火车，就是全部是座位，而且短点儿。。。）来到了梦寐已久的
仙台市。。。虽然没有东京那样繁华。。。至少道路很干净。。。大型建筑很多。。。商场很多。。。还有公共汽车。。。比我们那个小农村好太多了。。。 这些都不是最主要
的。。。今天特别是特别到了节日上。。。中秋节。。。没错。。。是中秋节。。。中国人的节日。。。宫城县的所有中国人都聚在一起，过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节日。。。（先说好
这可跟学校一点关系都没有！学校压根就不管这事儿。。。）是宫城县的负责中日友好交流的单位什么的为在日中国人或者以前是中国人但入了国籍的举办的中秋宴会。。。本以为
是晚上。。。但由于场地和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午九点多开的。。。就是由那些比较重量级的单位的人唱唱歌什么的。。。（有一两个北京影视专业的，其他的都很次。。。）在中场
休息的时候，我吃到了久违的月饼。。。是进口中国的。。。但是质量不怎么好。。。这些都无所谓了。。。吃月饼不是吃味道而是吃情调。。。你说是吗。。。在异国吃的月饼确
实很香，很甜。。。 下午从宴会出来去看了老年人才看的歌会。。。我是完全没有兴趣。。。唱了没两首就睡着了。。。尽管现场相当嘈杂。。。（音响开得很大。。。因为老年
人耳朵不好使。。。）没多久。。。那些从福建来的我的同学也受不了了。。。就叫上我和小马从现场溜了出去。。。跑到了电车车站附近的步行街和一些大商场逛了逛。。。买了
一些被老师逼着买的一些东西。。。心疼的要死。。。（那些钱可是我的命啊。。。）本来还想买睡衣什么的。。。因为那些东西太贵。。。也就红着眼匆匆离开了。。。 坐在回
多贺城的电车上。。。本来高兴的心情一下子变的空虚了。。。想着学校老师对我们那冷漠的眼神和满不在乎的态度。。。是的。。。以及那些对中国人没有任何兴趣的学生。。。
是的。。。别的同学的幸福生活真的不属于我。。。失落和伤感。。。慢慢地充在胸腔，就像气球被打了气的那种感觉。。。涨涨的。。。空空的。。。没有一丝生气可言。。。只
是些无奈和失望以及忍受罢了。。。 。。。。。。远方的你。。。。。。请为我祈祷吧。。。。。。我会用真心感谢你的。。。。。。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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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踵而至的打击。。。我该怎么办？？？

2008.09.16

那人生当笑谈。。。说来荒诞。。。可也不乏一定的道理。。。 今天我收到了胡霞老师的邮件。。。这是我期待已久的。。。可是结果出人意料。。。 话说作文比赛的事情
了。。。每年日本一个交流协会都会在中国大陆举办一个“作文コンク－ル”，我好不容易得到了一等奖。。。又到北京去参加面试。。。好不容易又得了特等奖。。。（4月份知
道结果的）奖品是2008年11月中旬左右免费到日本学习、参观、旅游一星期。。。 胡霞老师是负责联系这个事情的。。。当时在到日本前几天还说好这个事情的，答应我让我向学
校请假一周。。。来“拿回”属于我的奖品。。。可是刚刚我打开邮件一看： 周嘉鏐，你好！ 本来想你到东京后，电话联系，如果方便见一面的，可你只发了邮件，没有留联系方
式。很遗憾。 作文获奖的访日人员，重新换了两名学生。 一来不知你们到日本后是否好请假，二来作文竞赛访日团一行的活动主要是和日本的高中生交流，另外参观一下东京的景
色，而这两项对你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意思，东京已经看了，现在每天都和日本的高中生一起上课，无需专门到东京来交流，所以你这次就不用为此活动请假来东京了。 吴香君自
始至终没有任何联系，我也就不和她联系了。 谢谢你的联系。再谈！ 胡霞 我确实相当郁闷。。。还害我一直期待了整整半年~~~泡汤。。。没影了。。。这样的形容词真是太恰当
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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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生死边缘爬了回来。。。。。。

2008.09.20

生病。。。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恐怖。。。 9月19日。。。这一天好童话。。。好现实。。。 星期五下午最后一节是数学课。。。 还剩五分钟的时候我觉得肚子有一点不太对劲
儿。。。 感觉有点痉挛的疼痛。。。 我没有在意。。。 照样走回了自己班。。。 听着老班啰啰嗦嗦废话完了之后。。。 叫上了小马同学一起去外事办拿东西。。。 从教学楼刚出
来。。。一股剧烈的疼痛袭来。。。 我以为没什么事。。。 又忍着去了外事办obata那里。。。 老师看我不太对劲。。。 说从窗户外面看到我进来的样子。。。 赶紧给了我一把
凳子。。。让我坐下。。。 我下巴一直贴在老师的桌子上。。。 虽然这样相当的不礼貌。。。 走的时候老师给我弄了几片胃药。。。 我坐在楼梯上把它吃了。。。 挣扎着走回了
宿舍。。。 一头栽在了床上。。。大概五点钟左右。。。 在后来。。。 印象就十分模糊了。。。 想不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昏厥。。。 只记得不知道在谁
的车上躺着。。。 看到了夜幕和灯光包围下的多贺城。。。（应该没有看清。。。只觉得有东西在眼前闪。。。忽明忽暗的。。。却没有意识） 花花绿绿的。。。 我还不断听到火
车哐当哐当的声音。。。 汽车很颠簸。。。让有一种快要吐的感觉。。。 但我怎么样都睁不开眼睛。。。 觉得好像在天空飞翔。。。风大的睁不开眼。。。 很久很久。。。 之
后。。。。。。 我到了日本的急救医院。。。躺在了病床上。。。 医生按来按去的。。。 我好像又清醒了过来。。。 但我还是记不太清。。。 只知道拿了药之后不知道谁又把我
送回宿舍来了。。。 好像那个时候是九点多吧。。。 。。。。。。 药应该是麻醉止疼或者是什么的。。。 。。。。。。 再一睁眼。。。 上午快十一点了。。。 啊。。。我活了过
来。。。 哈哈~~~我从昏迷中清醒了。。。 宿舍妈妈（其实已经可以叫她老太太了）来看我。。。 给我弄了一晚中国风味的方便粉丝。。。 好吃极了。。。 就是太少。。。 没吃
过瘾。。。 o(∩_∩)o...呵呵。。。o(∩_∩)o...哈哈 我的命好顽强。。。 我要活下去。。。好好活下去。。。 。。。。。。好好的。。。。。。

周 嘉鏐的日记



谢谢清水老师。。。我会坚强的。。。但。。。

2008.09.22

今天清水老师给我打了电话。。。 听到了久违的声音我怀念极了。。。 之前好多次都因为不凑巧没能联系上她。。。 电话中主要说了我生病的事。。。 听得出来她很关心
我。。。 让我超级感动的。。。 我向她说了这边留学生的事。。。 她很惊讶。。。 但也没有办法。。。 跟山崎老师一样更多的是希望我自己努力。。。 我知道有些事情是无法改
变的。。。 因为改变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事。。。 学习。。。 宿舍。。。 同学。。。 老师。。。 这些看来都变得不重要了。。。 但它不能不重要。。。 因为我需要坚
强。。。 需要勇气。。。 需要适应这个麻木的环境。。。 也许我会变得同样麻木不仁。。。 但。。。 我有一个心愿。。。 一直以来的心愿。。。 我想体验日本的生活。。。 日
本的文化。。。 所以我希望有一个ホームステイ的家庭。。。 只有两个人也好。。。 不。。。 只有一个人也好。。。 甚至多么贫穷也无所谓。。。 因为我会成为那个家的一份
子。。。 让我感受到日本确实有些东西是属于我的。。。 是我可以体验的。。。 不用整天和中国人混在一起。。。 不用看着那些鄙视我们中国人的同学和老师的眼神。。。 不用
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处理。。。 不用看着别人的幸福生活却只能眼泪汪汪的。。。 我想有一个日本的爸爸妈妈。。。 想体验真正的日本。。。 这样我才会觉得我没有白来。。。 才
会觉得我不会后悔。。。 才会觉得有些事情还是和我有关的。。。 这是我唯一的心愿。。。 我只想有一个ホームステイ的家庭。。。 不是只有放假的时候那种“借宿”。。。 而
是长久的。。。 让我真正能融入日本家庭的。。。 让我成为家庭成员而不是客人的那种。。。 长久的。。。 一直的。。。 这边的宿舍真的不是你意料之中的。。。 不是和别的同
学所说的宿舍一种类型的。。。 在这儿什么都改变不了。。。 所以。。。 我抛下我的自尊。。。 抛下我的虚荣。。。 求求各位老师了。。。 求求你们了。。。 帮我想想办法
吧。。。 帮我找一个家吧。。。 让我有一个家吧。。。 我很需要它。。。 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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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感激之心

2008.10.10

今天很特别。傍晚开始下雨，现在还在下，天气这么不好，不过桥本老师和山崎老师守约来探访我的学校。第一次听到老师们要来我的学校，我很惊讶。同时，我也非常感动。。。
来日本以后，大约一个月左右过去了，也基本上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了。虽然这样，还是有些事使我感到困惑，有些是我做也做不到。因此，跟大家聊天谈话，给了我很多帮助。我也
能够说出我一直想说出来的事，太好了。与此同时，我也明白到，我要克服接二连三地出现的障碍，到最后的成功继续下去。如果半途而废，全部都会变成失败。因此，我要相信自
己一定成功，拼命努力。至于说话方式，我也谨记在心，小心留意。真的，真的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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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京都修学旅行

2009.01.14

啥都不说了，一切尽在不言中，大家看照片吧。

周 嘉鏐的日记



朋友

2009.02.19

你苦闷的时候我没能陪着。。。 好想现在就去见你紧紧地抱着你。。。 今后大家会一直在一起。。。 神一定在考验我们。。。 太过幸福之后又会化为乌有。。。 因此要为跨越这
样的时刻而努力!!! 不能再见的话我会送你哟～ 说再见前拥抱了。。。 背上坚实的手为什么如此温柔。。。 现在单是声音也如此重要。。。 仰起脸贴近脸颊笑着说。。。 明明心境
相通。。。 为什么在这样的氛围下只是留着眼泪。。。 分开了 心中也会想着你。。。 一粒的眼泪到底是为了传达什么而落下。。。 相信不用言词而用心能觉受得的。。。 在景色
如画的那个机场的窗边，即使什么都不说，也完全能感受得到你的心情。。。 看到白天的星星了哦。。。 和发现你的那一天一样 高兴。。。 比现在还要特别。。。 不擅长说再见
的我是一只不能飞向明天的鸟。。。 如果稍微有些勇气。。。 只一点点也可以。。。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也不会忘记你的影子和味道。。。 被你拥抱的手臂的疼痛不会消失。。。
拉着睡眼惺忪的你的手仰望水蓝色的天空。。。 手指指向宾馆上空的星星。。。 那一刻不知还能再来一次吗。。。 或许会回到那一刻。。。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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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见。。。大家还好吧。。。

2009.08.16

同志们。。。好久不见哦。。。 好长时间都没来写日记了。。。记得上次是在神户分别以后写的。。。 转眼间半年就过去了。。。时间总是这么快。。。 刚回到中国的时候，很怀
念但又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 现在还好了。。。慢慢把节奏跟心情调整调整过来了。。。 只是时不时地还会想起在日本的老师同学和家人。。。时不时地想起已经成了只能回
忆的过去。。。 现在这边的学习比较紧张。。。能看一次交流中心的网站好难啊。。。 中心的老师们应该也很忙吧。。。第四届的学生不就马上要去日本了嘛。。。 祝贺他
们。。。这次能来三十多个。。。 不知道会不会分到我们以前呆过的学校。。。 我们学校也有2个后辈要去。。。其实我比他们更期待要去哪儿。。。 同志们都开学了么。。。我
们从8月3日就开始过着每天晚上11点下课的暗无天日的高三生活了。。。同志们要有上高三的也要努力哦。。。 好了。。。不多说了。。。 谢谢佐治老师。。。谢谢野澤老
师。。。谢谢TBS。。。 那张DVD真的让我好感动。。。好感动。。。%>_<%。。。 它成了我最美好最珍贵的宝物 。。。 皆様、本当にお疲れ様でした。。。——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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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久不见^-^

2014.09.30

我是第三届生的嘉镠。

现在是近畿大学经营学部的4年生。

今后要进入大学院学习。

为了毕业论文，想在这里进行研究。

从今天开始每天投稿，大家一定请留言！

请多关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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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使用博客吗

2014.10.01

同学们：

 大家好♪

为了研究课题，在这里调查一下。

希望大家协助。

 

下面是问题。

1、你有注册博客吗。

A有   B没有

2、看过别人的博客吗。

A看过   B没有

3、定期更新博客吗。

A对  B不

4、经常写评论吗。

A对  B不

5、如果标题有趣就会读内容吗。

A对 B不

6、认为有照片的博客比仅有文字的博客有趣吗?

A对  B不

 

今天的调查就是这些。

请大家一定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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