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达日本了

2008.09.03

昨天中午到了东京，见到了很多交流中心的老师，老师对我们都非常好，还去了海边。 昨天晚上住在了研修中心，每天要做的事情虽然很多，但是都很充实，跟朋友们在一起感觉
也很开心，在去到自己的日本家庭之前，感觉还有很多事情要了解。 虽然不是第一次来日本，但是每次来给我印象最深的都是日本人的亲切和对工作的认真，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
多啊。 现在每天都过得很好，爸爸妈妈放心~

王玥　ゆえ的日记



到达日本了

2008.09.03

昨天中午到了东京，见到了许多交流中心的老师，他们都对我们非常好，下午还去了东京的海边，大家都非常开心。 昨天晚上住在了琦玉县的研修中心，每天虽然很多事情要做但
是都很充实，跟朋友在一起也很开心，感觉在去自己的家庭之前还有好多事情要学习要了解。 虽然不是第一次来日本，但是每次给我印象最深的都还是日本人的亲切和对工作的认
真，值得学习的东西有很多。 现在这边的生活很好，家人请放心！

王玥　ゆえ的日记



很难习惯日本料理

2008.09.04

最近每天都吃日本料理。。 我觉得每天的菜太甜了。 而且几乎都是凉的东西。 这对于喜欢热乎乎的而且麻辣菜的我，真的是很难习惯。 但是因为还要在日本生活一年， 所以不管
怎样都必须忍耐。 真想早点习惯啊~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玥　ゆえ的日记



终于到了寄宿家

2008.09.06

今天与朋友们道别，然后与那贺高中的山田老师一起坐新干线和电车五个小时，到达了和歌山县。 和朋友们分别的时候，真的有点想哭，要有半年的时间见不到面，而且今后自己
还要好好努力，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真的有点不安，但老师们一直都很支持我，同学们也对我说要好好努力，我很感动，也恢复了自信。我今后一定会努力的。 晚上七点左右与
寄宿的家庭成员们见面了。爸爸妈妈都很亲切，而且很轻松地和我聊了很多。原来紧张的心情也放心多了。车子好大。还有啊，买了新的皮鞋和书包。妈妈在百货商店里工作，买得
很便宜呢。真有意思。房子好大好干净。妈妈的手艺很好，我期待着妈妈每天的可口饭菜。 中国的爸爸妈妈也请放心。我在这里很好。最近可能不能打电话，不过请爸爸妈妈放
心。后天去学校，要见校长和学校的老师，我稍微有点紧张，但我会努力的。你们也要注意身体啊。 大家都到寄宿家庭了吧，怎么样啊？一起努力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玥　ゆえ的日记



和学校的朋友们

2008.09.11

班级里的同学都很亲切！！我交了好多朋友，好高兴啊~每天有很多话题可以说！最近每天都很忙，学习呀课外活动等。。但是感觉很充实。现在学校的文化节马上就要开始了，所
以班级的同学都很努力。今天我加入了网球部，班级里的朋友是网球部的部长~好幸运啊~在网球部也交到了朋友~学习了3个小时有点辛苦，但是如此努力运动我还是第一次，所以
很高兴。今后也要努力。 前天晚上，自己坐电车回家了。一到车站，天就已经黑下来了。找不到会家路了，迷路了。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转了大概30分钟，寄宿家庭的爸爸
找到了我。。安心了。。因此，昨天和今天好好记住了回家的路，安全到家了。 照片是在学校和朋友们拍的，很有趣~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玥　ゆえ的日记



累并快乐着

2008.09.14

今天休息，不过网球俱乐部有练习。因此早上6点起来去坐电车。我去学校的话，先要从神前站到达和歌山站，然后，换乘，到达岩出站。早上到达和歌山站时，俱乐部的部长来了
邮件，内容是“由于下雨，今天的练习休息。”因此，我只好回家。于是，等待开往神前的电车，进了电车，电车马上要开的时候，部长来了电话，说：“听说已经晴了”。。。我
立刻从电车出来，等待开往岩出的电车。但是，之前坐的到岩出的电车全都是开往王寺方面的电车，这趟电车是到奈良方面的电车，所以，我想大概不到岩出站，再次给部长打电
话，说“已经没有电车了”。。于是部长说“那yue你今天(我被大家叫做yue)休息吧。”因此，又一次坐上了开往神前的电车到了神前站。但是，回家途中，我想“大概奈良方面的
电车也能到达岩出，也许我搞错了。。。”然后，给部长打电话确认了一下，再一次坐上电车，终于到了学校。。真不容易啊。。 到了学校，马上换衣服，开始了网球的练习。因
为马上就是网球比赛了，大家拼命努力着。大家都很忙，不过总是给我很多帮助。网球的老师也非常和善，教给我很多东西。真的承蒙大家关照了。。之前一直是很简单的练习，多
亏大家帮助，今天打得稍好些了，所以，变得能跟大家一起对打，即使很热也还是很高兴。 练习结束后，网球队的成员想为我开欢迎会，于是大家一起去吃回转寿司。我吃了汉堡
肉饼寿司和色拉寿司等等，甜品是巧克力香蕉，好吃！然后，和11个人一起拍了大头贴。 回家时，因为我不会骑自行车，所以朋友骑自行车送我到车站，我从初中起一直没骑过自
行车，真有趣。。 今天非常累，不过因为与朋友在一起所以不要紧，非常开心。 刚来的时候，一直是自己一个人做很多的事。没有朋友，想说的事也没人可以说。很寂寞。。其实
我的性格并不是很开朗，因此一直怀疑自己能否交到朋友。但是意外的是我交了很多的朋友。大家非常热情亲切，我很高兴，我想现在有了什么都能说的朋友，我一定会珍惜这份友
情。对我来说朋友是宝物。 最近终于跟在中国的家人通了电话，刚开始不能联络的时候，总是不安，不过现在已经渐渐习惯了。向在中国的父母说了最近的生活，爸爸和妈妈也感
到安心了。 今后我也会努力的!!!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玥　ゆえ的日记



lucky!!

2008.09.14

昨天晚上，给好朋友发了邮件。我问她“你有喜欢的演员吗”，后来发现她喜欢的演员也是我最喜欢的日本演员!!!我以为这个人已经不年轻了所以在现在的日本大概不受欢迎了，没
想到，我很吃惊，在中国看了很多这个演员的电视剧和电影。好象12月会上映这个演员出演的电影《生存者252》，那个朋友和我约好一起去看。好高兴啊，真幸运，好朋友也喜欢
同一个演员～期待着12月份～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玥　ゆえ的日记



想好好地学英语

2008.09.18

昨天从澳大利亚来了交流生，和班级里的同学们一起交流了。他们教会了我澳大利亚的生活，风情，以及的其他种种。而且他们的英语真的很棒~和交流生聊天，果然还是觉得自己
很喜欢英语。在中国的中学生学的时候，就已经没有英语课了。所以这次能在日本上英语课，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今后要好好学习英语！！！ 听说最近来了台风了。。
听说有点恐怖呢。。明天的体育节或与也会改变。。 文化节是下周的星期五。班级里的同学拍了2500张照片，全部排列起来，变成了一个大的笑脸。今天做成了，真的很棒啊！期
待文化节~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玥　ゆえ的日记



有趣的事

2008.09.19

最近每天乘电车，发现了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每天同样的时间坐电车，所以每天在车站等车的人也都一样，于是在车站等车时，站着的顺序、地方也都一样。坐上电车，坐的顺序每
天也一样。中国武汉没有电车，公交也没有固定的时间。所以这样的情况还真没经历过，所以觉得很有意思。 中国常说“有时必有得”。还真是这样。每天坐电车50分钟，很辛
苦，可是可以用自己的眼睛看到日本的很多东西，发现有意思的事，这也是很好的经验呀。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玥　ゆえ的日记



体育节，感动

2008.09.23

今天是那贺高中的体育节。 真的太棒了。 而且我觉得日本的体育节和中国的运动会的气氛是不一样的。 今天早上到了学校，大家早早就把体操服换上了。女生把自己的头发盘到头
顶。朋友也帮我弄了这样的发行，很好玩。 我在来那贺高中之前，出席体育节的人已经决定下来了。所以我不能参加体育节里的项目。虽然有点遗憾，但是为大家加油也是一件很
高兴的事。 本来体育节应该是上个星期五举行的，但是由于台风就变成了今天。大家一直都很期待。 所以，今天大家的热情很高呀，天气非常的热，但是大家也大声地唱着校歌，
认真地做体操。 在中国的运动会，大部分都是跑步呀，跳远呀，是非常普通的比赛。但是日本的体育节不仅仅有这些项目，还有各种非常有趣的比赛。 光是名字就很有趣。“台
风”“三人四足”等，全都是比赛项目。我们班级的小组是蓝，全部有5种颜色。所以，不管是三年级，还是一年级，大家都为蓝组加油。跑步的时候，有跌倒的人，但是大家都坚
持到了最后，不管结果怎样都认为没关系了。 与其说这是比赛，还不如说这是游戏。大家拼命地玩。 比赛有趣所以选手们一边笑一边努力着。他们重视比赛的全过程。如果这样的
话，比赛不是恐怖的，而是能变得让人愉快的。在选手的心里，我觉得一定会产生美好的回忆的。 最后，三年级全体学生跳了对扣舞。这是大家都期待的。三年级的全体戴着手做
的帽子，穿着相同的衣服，一边唱歌一边跳舞。在操场上，三年级的男生女生班主任，大家都洋溢着美丽的笑容。一年级和二年级环绕着操场，拍手，和三年级一起唱歌。真是很棒
的画面啊。三年级真的是非常努力。他们马上就要毕业了。所以，一定想在这个学校真正地努力一下。通过这次的舞蹈，三年级的学生们真的是将自己的青春毫不保留地表现出来
了，漂亮。 在发表成绩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 优胜组是“蓝组”！！！！ 在发表结果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非常高兴！！高兴得要哭出来了。 我第一次参加体育节，真不敢相信
能获胜！大概一生只有这一次吧。在体育节上大家的表现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大家的努力我从心里明白。所以这次的优胜的艰难也很清楚。优胜是大家努力的证明。恭喜，蓝
组，恭喜，2年Ｆ组！ 这次的体育节，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今后无论去哪里，都会想起大家的不懈努力。然后我就变得有自信了！ 能在2年Ｆ组学习真是太好了，我很高
兴。Ｆ组的同学们给我的回忆，我会一生珍藏永不忘记。一生珍藏。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玥　ゆえ的日记



奈良一日游

2008.09.24

今天，跟澳大利亚的短期留学生一起去奈良玩。 我已经几年没有学英语，跟她们沟通有点不容易。 虽然听的懂她们的意思，自己要说英语的时候，脑海中出现的都是日语。。 比
方，我本想说“telephone to my family”，不过开口说的是“telephoneするto my family”。。不过大家都耐心听我的话，跟我谈起很多话，说英语时说得很慢。他们真会体
贴。 这是第二次去奈良的。 进了奈良公园，看到了好多鹿。前年我来过这里，看的也是一样的情景，觉得这里很熟。 前年来的时候天气热得使人受不了。不过今天天气很凉快，使
人舒畅！ 奈良到处都看得到绿色，很多地方都有鹿，空气也很新鲜。奈良保留着古时候的日本的风气，很漂亮，我喜欢上了。 观光期间，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女孩子跟我谈起来，她
的妈妈中国人，爸爸澳洲人。加上她学了5年的日语，说得非常好，也会说一点汉语。真厉害！我们谈了很多事，比方日本的食物、喜欢的动物和动画片等。她还没去过中国，对中
国有兴趣。我也谈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事情。我们成了好朋友了。 虽然出生的国家不一样，不过能够领会彼此的心情，也能成为朋友。我来日本以后深深地体会到这点。 今天过得很
愉快。明天和后天是文化祭，很期待。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玥　ゆえ的日记



文化节

2008.09.25

前天是体育节，昨天是奈良旅行，今天文化节开始了。明天也是文化节。。 这个星期的确很忙啊。 但是真的是看到了很多的新东西，我开始觉得学校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充实。 今
天的天气也很凉快，这好。 在此之前，也就是在日本的电视剧中看到过日本学校文化节的样子。今天亲身经历了一次，比想象中的要有趣！日本的高中生的创意真棒！！难以置信
的创意层出不穷。 首先我们班，班级成员全体照了2500张黄色，蓝色，红色，黑色的照片。把这些照片全部按顺序排列，变成了一个大笑脸。今天完成时，果然作品完美得让大家
吃惊了。大家真的是为了完成这个作品在拼命努力了。 还有，其他的班级装饰自己的教师，变成了太空模样的空间。进到里面，果真有太空般的感觉！周围的星星，月亮都一闪一
闪发光。非常有趣！某个班级上演的是话剧。我和朋友看过Shakespeare的话剧。这个班级的话剧，无论是服装还是道具都很好，学生们也很认真。真棒！ 最喜欢今天的食物
了！！很多班级举行了食物的贩卖活动。有各种独特的食物。饺子，炒面，冰天麸罗，都很好吃！而且学生们几乎全都是自己做菜，自己销售，服务态度也很好。总感觉大家和像大
人呢-！ 在中国类似文化节的活动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学生们的创意和学习以外的思考不能充分发挥出来。我认为文化节对于现在的高中生来说，真的是很有意义而且能学到很
多东西。今天看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真的很高兴。 明天也是文化节，期待中！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玥　ゆえ的日记



最近的生活

2008.09.29

上星期六，和歌山县的报纸登载了我的采访，也有朋友和担当老师的照片。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不过，真的有趣。。在中国的15年，武汉的报纸没登载过的，来到这里，马上日
本的报纸登载了，高兴。 今天真的冷了，秋天来了吧。据说下下星期开始穿冬天的制服。据说中国的武汉也突然冷了，大家不用患感冒，当心身体！ 刚才回来的时候，收到了来自
崎玉的信，这是我们在崎玉的时候的导游的志愿者青木先生的回信！青木先生问我很多事情，还说「要观察中国和日本的差异」。真的感动，高兴！志愿者们一直没有忘记我们！一
定写回信! 下周有考试，我有英语,数学,日语和现代文的考试，文化节和体育节已经都结束了，本星期要好好地习，学英语还是辛苦，不过，拼命地记着单词，要努力！ 最近吃了好
多好吃的东西。。已经相当胖了。。没办法—，日本的点心好吃，这里的妈妈很会做菜。。目前还是这样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玥　ゆえ的日记



喜欢做家务了、但是就要考试了

2008.10.05

下周是学校的第三次月考，这个星期好好地学习了。虽然数学不难，但是有些在中国没有做过，必须自己看书自己学了。英语里也有很多新单词。班上的同学们都为了考试在努力。
有些同学学到凌晨5点，真厉害！ 星期五，我自己去了和歌山市的商场。这家商场在离我换乘车站很近。寄宿家庭的妈妈最近很忙，我想自己去。从周一开始，一下课，我就到处
找。但是没找到。家里人和朋友为我画了详细的地图，我决定周五在去找一回。我仔细地看着地图，终于找到了商场，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好开心。 昨天妈妈因为工作，回来得
很晚。所以我就给爸爸打下手帮忙做晚饭。我切了大蒜，炒了肉。第一次炒菜，很有意思，我想今后也要多学些日本菜的做法。吃完饭后，我洗了碗筷。我觉得刚开始时会有点慢，
但是会渐渐熟练起来的。在中国我一点家务都没做过。所以，来到这里后，我学了许多功课之外的东西。以后回到中国，我也想做做家务。 每天吃晚饭时，都和家人一起看日本的
电视节目。我真的好喜欢日本的节目和电视剧。觉得好搞笑，而且能看到喜欢的歌手和演员，听到喜欢的日本歌曲。真好。 大家在日本的考试怎么样了？如果马上就要考试了的
话，加油哦~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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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和比赛

2008.10.10

这星期是学校的第三次月考。 今天已经是周四了，我考完了数学2数学B、现代文、英语2、日语。 数学有在中国没学过的东西，但是不难。考试之前，我自己看过课本，大部分都
做出来了。但是考数学的时候，时间真的很短啊，做最后一道题的时候，就剩5分钟了。＞＿＜解题时，因为写得很赶，大概还掺杂了一些中文。。。老师看的时候有点够呛。 现代
文也是时间太少了，只做了一半，但比原来想的好多了。文章的意思大体明白，单词也都是在家背过的。但是充分理解日语文章的内涵，用流利的日语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是最难
的。要好好加油了。 英语真的好难啊，一直在背单词，但是不会的单词还是有好多。。有些语法也没学过。。但我很喜欢英语，不会轻易放弃的。 这周一，家里的爸爸带我去了和
歌山的古城。城里的绿化很好，空气很清新。种了好多种的花和树。还看到了练太极的老人们。好像这里充满了爸爸的童年回忆。在城里还有很多日本国宝。爸爸一边和我一起看
着，一边告诉我许多日本当时的历史和文化。上到城楼上，可以看到和歌山县的全貌。真美。我也想把将要生活一年的城市的样子好好地记在心里。 明天久违的网球社团活动开始
了。已经2个星期没有打网球了。也想见见社团里的同学了。期待中- 明晚要和去中国留过学的三年级同学一起吃饭，想好好聊一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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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没注意到的事

2008.10.14

听说我的寄宿家庭的妈妈和爸爸非常喜欢茶。 因此，我把上星期父母从中国寄过来的中国的名茶给了这里的爸爸和妈妈。 把茶的产地啦种类啦这个那个地向爸爸做了介绍。 爸爸马
上放入开水，泡了一杯暖暖的茶。三人一起喝了这个中国茶。爸爸妈妈都说"气味真好闻，真好喝"我听了特别高兴。 其实在中国我也经常喝茶。但是一般情况下我几乎都是当成喝水
那样喝茶，全然没慢慢地品过茶的味道。但是，上星期与爸爸和妈妈一起喝同样的茶的时候，我第一次慢慢地喝，细细地品味，才发现原来真的很好喝. 大概人在国外，中国的很多
东西对我来说都更增加珍贵了，因此，比在中国的时候更加的珍稀中国的东西。在日本发现了很多在中国没有注意到的事.今后无乱在哪里，都要珍惜自己周围的东西！ 昨天给妈妈
和爸爸做了只有武汉才有的"热干面". 武汉人人每天早上都要吃热干面,非常喜欢。只有在武汉才有。 吃这个的时候，感觉好像身在武汉。 妈妈爸爸吃的时候说"这个真好吃，好像日
本的炒面" 我也很高兴。有空的话，还会再做的. 前天网球队练习的时候，我因为没有带冬天的裤子，就只是做了些基本的练习。 即使那样，我也能学习到很多的东西。 看着前辈们
打网球的漂亮身姿，自己跟在后面做仿效。 近距离击球的练习，可以对球更加习惯。 不管怎样象我这样的头闹不发达的初学者来说，基本的练习是很重要的。必须认真训练。 休息
的时候，很多网球队的朋友们向我打听说中国的事。大家对中国的事都不太了解。因此，我就把中国现在的社会啦，都市和乡下的情况啦，年轻的人们喜欢的东西啦，中国的学校生
活啦，我的故乡武汉啦，跟大家说了很多。大家是第一次听,所以好像都很有兴趣的样子.能让日本的朋友更多的了解中国，我自己也很高兴，这个也是在中国的时候，到日本打算做
的事。 爸爸和妈妈问我中国的事情的时候，我时常不太明白，就用网络查寻后，再准确的回答。从这件事中，我又注意到了,我不了解的中国的事还有很多.更多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政
治，向日本人详细的介绍正确的中国。同时也想更多的了解日本的文化和历史。真的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哟。 今天数学2的成绩发表了，平均分数是50分我76分. 有看错的地方。
今后一定认真审题.现在正在为12月的考试而努力。 本星期的星期五的郊游去大阪的ユニバ，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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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家聊过了

2008.11.04

一直都没写日记。。 最近真的很忙。昨天爸爸带我去了电影院。第一次一个人看电影。是＜容疑者Ｘの献身＞。我在中国的时候一直都想一个人看一次电影。但是一直都没有机
会。这次一个人能看了，真的太高兴了。电影真让人感动！！一个人流泪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笑）。大家要是有时间的话，一定要看看这部电影啊，福山很帅哟！ 前天有网
球大赛，所以上个星期的社团练习很辛苦，每天一直练习到天黑，很努力。我还不能参加网球大赛，所以一个人对着墙壁练习。用网球部前辈教给我的方法，我每天练习3个小时左
右。练得手又痛又累，但是我感觉到比以前有所进步了。前辈的方法真的很厉害啊ー＾＾ 本来我打算和网球部的同学们一起去网球大赛的，去为大家加油，但是前天我参加了对初3
的说明会。没能去为大家加油非常遗憾，但是说明会也很有趣。 好久没用汉语自我介绍了，而且也教大家说了汉语。大家好像很感兴趣似地听我讲，真的是太高兴了。 最近每天都
很忙，但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日本人，能和他们进行交流。 有一个和我一起参加说明会的女生。去年她作为学校的代表曾经去美国经历了2个星期的寄宿生活。这次的说明会中，她
作了关于美国学校生活的报告。第一次和她见面的时候是说明会的彩排日。那天练习结束后，我们乘的电车是在同一个车站，所以一起回去的。她很可爱也很开朗，所以我们第一次
见面丝毫没有感到紧张。我也在美国有过一个月的寄宿生活，所以我们就美国聊起来了。认真听了她的话之后我了解到，她其实是前年去美国留学了一年。在20分钟期间，感觉说
了很多话。感觉从学校到车站的距离非常短。说再见的时候，我们约好了下次再聊。多亏了说明会，我交到了一个好朋友。 说明会那天，好多中学三年级学生来旁听了。说明会结
束之后，我乘电车回家了。在电车里，我旁边的座位坐着的女生穿着中学的制服，所以我想大概是到我们学校听说明会的。在电车里的时间很长所以一直听着音乐。10分钟左右之
后，旁边的女生突然对我说话了！我正听着音乐，所以有点晕，吃了一惊。那个女生说“我可以问问吗？”声音很小，看上去是个温柔的女孩子。那个女孩子现在正在为去我们学校
还是另外一个学校而犹豫着。所以向我问问学校的生活呀，严厉程度呀，老师都怎么样呀等等。就快到车站的时候，我让她听了中国歌手的歌曲。她说声音正棒。分别的时候，她对
我说，“今天能遇到你和你聊天真是太好了。”我也好高兴啊-。明年的4月如果能在学校见到她就好了。 昨天晚上妈妈的亲戚的爷爷来我家了。一起去吃了饭。那位爷爷已经74岁
了，但是还很健康，对农耕工作还有很浓厚的兴趣。而且对中国也非常了解，跟我聊了很多。我觉得那位爷爷说的话和普通的年轻人不同。是非常标准的和歌山音。虽然很难懂，但
是也学到了很多方言哦。（笑）很有趣。 今天下午，爸爸公司的一个员工来家里吃午饭了。那位员工已经是两个中学生的妈妈了，但是看上去还很年轻。特别是她和我喜欢的女演
员长泽雅美很像！！所以我叫她姐姐。我们最近都在看同样的电视剧，所以聊了很多关于电视剧的话题。那位姐姐很风趣所以经常让大家开怀大笑。今天的午饭吃得很愉快。那位姐
姐还会再来的，我很期待。 现在的家人去年接受了一个来自拉脱维亚叫rena的留学生，为期一年。拉脱维亚是一个离俄罗斯很近的小国家。爸爸妈妈经常和我说关于rena的事情。
也给我看了很多rena的照片。昨天在网络电视上，妈妈和rena聊天的时候，爸爸叫我过去，让我和rena聊天。rena的日语很棒。来日本之前，完全不懂日语，过了一年，已经可以
说很地道的日语了，真厉害啊-！我现在的生活和rena一年前的生活很相似，所以有很多可以聊的话题。说再见的时候，我还觉得有很多话要说。rena对我说，“什么时候回到和歌
山，想见见你”。那天真快乐啊。拉脱维亚人和中国人用日语交流，这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啊！！ 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用另一种相同的语言传达我们自己的思想给对方，
理解对方的心情，这就是语言的魅力！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那些人们都是我人生的一部分。是我的美好回忆。虽然时间短暂，虽然不知道今后能否再次相
见，但是今后想起那个人一定会感觉和他度过的那段时光是很快乐的。所以，无论将来何时何地，我都不会忘记那些人们的。 这周星期六有演讲大赛，已经把演讲稿写好了。一定
会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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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见～

2008.11.29

好久不见了~ 一直都没有写日记了~下周是第四次定期考，所以最近很忙。 前两天参加了和歌山县留学生演讲比赛。我用了一个月时间做的准备。那天我和学校的老师，英语系的学
生一起来到了会场，人数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好几倍。。有各个国家的人。本来不紧张的我开始紧张起来。上午是和歌山高中部英语系的英语短剧比赛。我们学校的同学身份努力，演
的非常有趣，我觉得相当不错。但是可惜的是强手太多，没能获得第一。英语系的同学哭了。但是所有在现场的人都看到了他们的努力，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剧给大家带
来了欢乐，是十分完美的！！ 下午是留学生演讲比赛。我是最后一个出场。因为在家里练了很多次所以不是很紧张。但是第一个出场的是在日本留学一年的，日语的发音非常好。
内容也不错，是关于方言方面的。之后出场的学生全都是在日本生活了好几年的留学生。不仅日语好，而且内容也好，有的是关于人性啊，爱啊，战争啊，犯罪啊等等。。。我感觉
很震惊。同时有点担心自己的演讲能不能好好表现。但是大家都很支持我，虽然有点紧张，还是带着自信走上了讲台。 按照老师教我的，吐字清晰，速度适中。演讲的内容是自己
来日本的感想，中日差异，身边的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和中国对日本的印象，近年日中关系的发展，最后衷心希望中日友好。和在家里练习一样，想说的全部正确的表达了出来，发
挥的比想象中的要好。大家都说棒级了。 突然老师说：“yue，你的日本爸爸来了”我大吃一惊。爸爸为了不让我紧张，没有告诉我他要来听演讲的事。真的好感动！！！ 能把自
己所想的表达给大家，大家也很认真的听我的演讲，感觉真的很高兴。其他留学生的演讲也十分精彩，我能的第一完全没有想到。 结果发表的时候，意外的听到了我的名字。第
一。。。真不敢相信。。大家都像我祝贺。再次上台领奖。能够在这场高水平的演讲比赛上获奖真的是没有想到。太高兴了。 休息的时候，和各国的学生聊了一下。还见到了台湾
人。用中文聊的，好久没用中文了。我经历了一次难忘的活动还结识了很多新朋友。 上周五放学后，因为要考试了所以部活动也取消了。部里的3个朋友骑自行车带我去了学校附近
的便利店，一起吃了肉包子。很好吃！！！4个人一起在寒风中吃包子感觉很有趣。然后又带我去了商店，一起买了奶油吃，还买了衣服。聊了许多。十分开心~ 上周五和班主任聊
了2个小时。我把自己最近的心情，感想，想说的话全都告诉了老师。感觉轻松多了。老师给了我很多意见。 现在跟朋友的友谊越来越深了，觉得还是和朋友在一起开心~ 最近迷上
了高尔夫。 石川遼大家认识吧。最近经常出现在报纸电视里~又年轻，又有实力，而且只比我大一岁。。 红白歌会的歌手名单已经出来了。有很多我喜欢的歌手~ミスチル、コブク
ロ、aiko、浜崎あゆみ、连羞恥心也要初次上红白歌会了，真期待啊~ 下周就要考试了，努力 希望老师早点来~我想见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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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2009了

2008.12.27

　寒假终于开始了。 　但是，全然没变得闲空。。圣诞节象普通的休假一样过去了，从26日开始俱乐部活动。虽然只是每天上午,不过，因为上学时间是早上必须得起来。。稍微有
点累，但也感觉每天过得很充实。 　前几天在学校，我和来自丹麦的留学生一起学习了日本菜的烹调。煮饭啦，饭团子啦，酱汤之类的。学习了很多日本菜的做法。我想好好地记
着，回中国给家人和朋友做。这个也是老师给我们的作业。并且，我生平第一次为日本的家人做了中国菜。在中国一次也没做过。。花了2小时,不过，最后作出了好看又比较好吃的
饭菜。作为首次做得饭菜也算是成功的吧^^家人也吃得很香的样子我很开心那～ 最近与朋友一起谈论了小时候看的漫画和动画片。～受欢迎的动画片大部分都一样。想起很多动画
片，很怀念。 　上星期爸爸和妈妈带我参加了公司年轻人们的忘年会。遇到了很多年轻人。大家都很帅很和善特容易交流。大家看起来虽然都很成熟,不过，其实大部分只比我大2，
3岁。其中，也有一边在大学学习一边在爸爸的公司打工的人，也有高中毕业就工作的人，也有为了成为理发师而努力的人。大家和我差不多的年龄，已经早早地步入社会，经历了
很多。对工作认真啦，服务啦，感觉他们很厉害。对现在的我来说，完全不懂。并且，他们现在不仅仅只是打工，还未自己的梦想，比如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大学的学习、理发师证
书等(笑)。。而努力着，感觉他们真伟大。跟大家交流了很多，自己也学到了很多。 　吃完饭后，大家一起去了卡拉ＯＫ。唱了好久没唱的中国歌～也唱了一首日本的歌。。日本的
卡拉ＯＫ有特别新的中国歌!!!很吃惊！好厉害啊～ 最近的体育课为了2月的马拉松比赛，全部内容就是跑步。。30分一直不停地跑。对运动痴的我来说真的非常残酷。。但是，和朋
友一起慢慢地跑，坚持跑完了这2周的体育课^^，只是或许已经到了极限。。不管怎么说，马拉松比赛之前，就这样努力着。 　在昨天写了很多贺年片～在中国几乎不写。。贺年
片是用来传达去年对别人的感谢和来年的祝福。 　看昨天的music station超SP了吗？现在受欢迎的歌手，今年流行的曲目几乎都有吧！滨崎步因为有伤没来。。遗憾!!!!希望早点儿
医好～～昨天コブクロ和绚香唱的时候，现场有很多感动哭了的人!!好听的歌让大家很感动！最后出场的Mr. Children最棒!!!气氛很热烈！樱井拼命唱了吧～好喜欢GIFT～ 最近的俱
乐部的练习量多了。最初是初学者，做了最简单基本的练习。但是现在渐渐进入水平高的练习。其实之前我一直认为水平高的联系对我来说太难所以一直害怕。但是，心想我还很
差，为了不让自己后悔，为了不给前辈们添麻烦，一定好好努力!!现在速度比以前快了，力量也大了！ 　2008年马上结束了。今年的中国很多事情啊，中国一辈子也不能忘记的一
年！ 　我们到这儿来，已经4个月了吧，自己的日本家庭啦，学校啦，都已经习惯了。我想今后我应该好好想想怎么做 自己的生活充实，体验怎样的事情，怎么应付较弱的科目。
特别是好好地计划在时间短暂的寒假，怎样度过有意义的每一天，新的一年，度过美好的每一天～ 新的一年，想遇到老师～ PS，现在已经变成了关西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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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一人去了医院

2009.02.01

最近一直很忙，所以也没顾得上写日记。 上周一的体育课上，与平时一样进行马拉松练习的时候，摔倒了。。 脚踝出了很多血。。。 但是，周围的人马上问"要紧吗？"，把我送到
保健室。真的很感动。 回到家，脚伤好像多少有点化脓，不止是血，还流出来了很多像液体的东西。 妈妈带我去了附近的医院。 医生说也不能洗澡。。 并且，几乎每天都得去医
院，换新的纱布。 昨天爸爸妈妈工作不在家，必须得自己去医院。 心里七上八下的。 但是，正确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听明白了医生的话，最后付了钱，顺利地结束了。 日本的医
生很和善哦。 现在虽然脚不能很好地弯曲，但是已经不像最开始的时候那么疼了。我想能 马上治好。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我也想早点儿开始网球队的训练。 前几天，学校来了新
的留学生。 澳大利亚的两人和韩国的一人。都很可爱～ 前面的日语课上，与留学生一起做中国饺子和日本拉面。 说实话，自己在中国也基本上不包饺子的。。几乎都是家里人做，
我只是负责吃。。因此一边紧张一边包了饺子。。澳大利亚的那个男孩包饺子相当有一手。好不好吃虽然不能断言，但是外表都很好看。。(笑 与大家同样，第一次一个人度过了中
国的新年。 大家看中国的春节晚会了么？我想应该很有趣。舞台也很漂亮。来到日本，一直看日本的滑稽故事，猛然一看中国的滑稽故事，感觉特别搞笑。。 非常喜欢的刘谦也出
场了～很不错吧！我还多少有点紧张呢，不过，评价很好的～真好。刘谦的不可思议的让人无法相信的魔术还有很多呢！请一定要看哦～ 以后二周左右在神户能见到老师和大家
哟，现在每天真的过的很快乐～希望15号快点儿来。 最近流行性感冒相当多，为了预防，大家每天回家后好好地做漱，当心身体哦！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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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感谢大家,剩下的半年,一起努力吧

2009.02.19

疯狂的短暂的神户之旅就这样结束了 四天总共加起来睡了十几个小时的难忘旅程 上星期天在和歌山车站跟妈妈短暂的道别之后 就一个人背着包,拖着沉甸甸的行李箱上了电车 还清
楚地记得在大阪车站转车时, 因为找不到约好的戴蒙,焦急不安 当接到戴蒙的电话时,欣喜万分的心情 虽然在此前,跟戴蒙并没有很多很多的交流和接触 但是当看到她的时候 心中还是
充满了亲切和安定的感觉 在车上聊了近半年来的生活 戴蒙的开朗和乐观让我也深受感染 在宾馆就到久违的大家 安定的感觉取代了激动 大家都更美了,更帅了,更可爱了 跟石,博莹在
一起的时候,感觉又回到了从前 我会记得 我们一起到神户学院大学去听的防灾报告 见到了很多人超好的大学生 我们一起去防灾未来中心 听到了亲身经历阪神大地震的爷爷讲述那场
恶梦 也详细地,深刻地了解了那场地震带来的一切 看到那些受灾后的道路,房屋 和失去亲人的人们的眼泪,祈祷 又想起了我们的四川大地震 如今十几年后的神户,已经是一个繁华而美
丽的大都市 而四川的复兴之路还很长很长 我相信通过人们的努力和国际上人们的支持 四川的未来一定也会非常美好 我会记得 我们一起去南京街和神户塔 在南京街的中华料理店里,
见到了好多打工的中国人 跟我们说着熟悉的中国话,亲切无比 在神户塔附近的商店里购物 跟石子两个人到处跑,到处问路 最后还错过了集合的时间,真是抱歉.. 我会记得 我们一起去舞
子高校 在一路上一起练习那首决定了好久的歌<大手拉小手> 看看歌词,确是很符合当时我们对彼此的心情 我想我以后听到这首歌,一定会想起那时的我们 在高校里,听了一堂非常收
益的减灾课 跟高中生们的交流,也是从生疏到彼此了解 从简单的自我介绍到一起聊天 一起吃便当,一起思考问题,想方法,做海报,发表 一起和一部分人坐巴士到三宫去玩 跟石子一起东
转西转还是找对了路 第一次能够和石子,博莹在日本照了大头贴 然后跟杰靴在约好的地点四个人照了一次无比搞笑的大头贴 确是是搞笑,但是非常珍贵 晚上送舞子高校的同学走的时
候 大家都是一步三回头的依依不舍 虽然大家彼此只有短短几个小时的交流 但是却有了很深的感情 希望今后来神户的时候,还能够在一起玩 我会记得 我们一起在宾馆的每一个晚上
在房间里面,看到石子的舞,惊艳!!! 跟博莹,石子三个人一起彻夜长谈, 聊了半年想讲的话却还是远远不够 三个人一起用电脑,放歌,唱那些有回忆的歌 陪博莹一起发邮件,希望到东京时你
的邮件还一直持续哦~ 还有朵朵和我的魔术秀,我承认我水平烂 还有跟石子一起在半夜泡着茶,躺在床上看春晚 有天晚上因为太累,两个人趴在床上没换睡衣就睡着 半夜4点醒来,两个
人再去洗头洗澡 又接着睡到7点40...我们的作息啊... 我们一起看彼此的大头贴,说着在日本的新朋友 还有跟杰靴和石子,三个人看着以前班上的贴吧的帖子 想到了好多好多以前的经典
的,搞笑的话和回忆 想到了好多如今已经不在一个班的同学 其实在笑到肚子疼的时候,大家的心里多少也会有那么些忧伤吧 然后在最后一天的晚上 买了一堆零食在房间开PARTY 跟嘉
锍,越,豆,猴一起聊了好长时间, 因为第二天就要分别 聊到最后还是不自觉地感觉到悲伤 我会记得 大家所有人都顶着黑眼圈早上7点多钟起来送上飞机的同学 一直陪着他们走,直到巴
士的旁边大家还是迟迟不上车 心里都是一阵阵的难过 有人哭了,但更多的是用微笑送别 我们一直一直挥手,直到车已经远得看不见了 才回去宾馆 自己走的时候,还是很难过 直到跟戴
蒙道别,一个人坐上和歌山方向的电车时 心里才慢慢沉淀下来 想想这几天,真的像是梦 然后又回到现实 时间快得让人感觉不可思议 实际上,我们26个人总共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一个
月 可是再见面的时候,就像是很熟悉很熟悉的朋友一样 虽说这半年大家在日本的各个地方 可是大家的好多经历,好多心情,都是大同小异 都能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互相倾诉 人不在一起,
心却在一起 所以,即使现在分别,也不要伤心 因为大家不是一个人,并不孤单 中途研修,从大家这里,收获了很多的勇气和干劲 今后 努力,要带着26个人的目标一起努力 开心,要把自己的
开心乘以26倍 伤心,要把自己的伤心除以26 剩下的半年,很快就会过去 大家要共同珍惜,共同努力,互相鼓励,互相帮助 喜欢小手拉大手的那几句歌词 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 我小小的
关怀喋喋不休 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 我们小手拉大手 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 我们小手拉大手 今天为我加油 舍不得挥挥手 希望在东京看到更加成熟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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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

2009.03.22

一最近直没写日记～ 昨天和网球队的三个朋友一起去大阪了。从早上9点玩到下午6点左右。 大家一起看了马达加斯加电影2。在中国看过1。真的很有趣一直笑到最后。想再看一
次。而且也有感动的部分哟，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看看啊～四个人一边看电影，一边吃了韩国拌饭，韩国菜。特别好吃!!给大家推荐一下～ 下午大家去买东西，照大头贴，特别高
兴。那里因为离海很近，我们一边吃冰激凌一边看着海，高兴的不得了。 四个人虽然是不同的班级，不过因为俱乐部相识，能够成为好朋友，真的珍贵的友情啊。 最近几乎都是上
午上课，俱乐部每天练习4小时左右。很累啊。但是，好好想一下的话，在这里残余的时间只有四个月了，为了以后不后悔，要努力一点啊～前几天，为了毕业了的网球队先辈们，
我们举行了聚会。大家用气球和花装饰教室，给先辈们写信。后来大家练习“龙猫的歌"未来"。这首歌中文里也有，因此很快就会唱了。 据说先辈来的时候，看到漂亮的教室，很是
吃惊。我们几乎是哭着唱着歌。最后大家一起说"先辈，我喜欢你们"。然后，送给他们准备好的鲜花和书信。据说先辈们相当感动，眼泪都流出了。。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先辈们大
都忙着考试，几乎都没怎么来俱乐部。但是，每次来玩的时候，总是对我说很多，教我很多。虽然在一起在的时间很少，不过承蒙先辈们的关照。而且从先辈们那儿得到了打网球的
干劲，今后一定要努力。 非常喜欢先辈！ 从一开始就一直受到关照的英语老师加藤老师也由于工作的原因调到其他的学校了。伤心啊。 最初来学校的时候，每周星期三的下午是和
加藤老师说话的时间。刚开始的时候，一直说自己还不适应的事，老师总是听我说，给了我很多意见。对加藤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听说最近冬天的电视剧大部分都结束了。就要
开始春天的电视剧了～期待着。 大家看过日本的滑稽故事吗？从猴子知道了はんにゃ，很有趣哟。オードリ也很有趣。日本的滑稽故事虽然有点难懂，不过，越看越能明白其中的
乐趣。 2F马上就要结束。 下周的最后两天，一定要好好珍惜。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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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这半年谢谢了！

2009.03.25

昨天是2F最后的一天。。 大家都哭了。。 班主任和班里的几个人把2F的一年的各种各样的照片制作成了DVD。 2F的44人都在dvd里。 大家一边看DVD，一边回忆当时的事情。
有趣的事，快乐的事，努力的事，感动的事。。。都回忆了出来。。 DVD的一开始是学校的门，去2F的台阶，2F的走廊，2F的教室的门的全部照片。 这真的是每天进学校必走的
路。看到这个，想起了第一次来这里的我。班主任带着我，进入了2F。 心里充满了不安与紧张，七上八下地做了自我介绍。 但是那天，大家真的很和善啊，不管什么事都跟我说，
很亲切。男孩子也很有趣，把我弄笑了。。笑。 球赛大会的时候，我还没来这里。看着大家的照片，笑容满面，很快乐。 从体育节开始，在2F的照片里出现了我。。笑 那天很
热。。>< 虽然朋友为我做了团子发型，不过，还是失败了。。笑。。但是，很有趣。 大家真的很努力啊，我也努力支援了。 最后2F所在的青组能胜出，真好。 文化节，我们班罗
列了2500张不同颜色的照片，制作了一个大的笑容照片。 那个笑容里有44个人的两个月的努力。 虽然最后的表彰大会，2F什么也没拿到，但是这在我的心里就已经是最高的作品
了！ 很怀念ユニバ和海的郊游！ 吃ユニバ，玩，看美丽的海景，现在还记着这事。看海，心情也变得很好。 LHR的植物采集～很好的天气呢，冬天的大晴天 大家带了点点心，从学
校走着去了神社。 在神社附近玩游戏。虽然是寒冬，却出了一头汗，快乐!! 点心也很好吃。 马拉松比赛，大家努力到最后。 厉害!! 我因为受伤，给大家分发毛巾，所以没能跑。 但
是，我写了2000字左右的报告。。 这也是很好的经历啊。。笑 在中国一点都不运动的我，现在在长跑，排球，篮球方面，真的都进步了。真的多亏大家啊！最后的体育课时，和大
家一起玩排球，第一次感觉出来打排球的快乐!!虽然有点疼，但是真的很快乐！ 然后， 早上进教室说早上好的大家 下课后，说再见的大家 与大家聊天的休息时间， 一起吃盒饭的时
间 在教室走动的时间 贴满照片的教室的墙壁 开着有些困难的教室后门 午休时总有味道的教室 全部忘不了!! 大家给了我很多回忆，真的谢谢！ 半年时间真快啊。。 现在看着
DVD，感觉象是昨天的事似的。 2F的回忆全部都是快乐的事。 能进入这么好的级，是我的幸运！ 大家教我的事，帮助我的事，即使是小事，我也都好好记着。 回到中国，要跟家
人和朋友们讲讲。 作为班主任的川口老师和山冈ミ老师真好!! 我虽然没有与山冈ミ老师说过那么多话，但是我觉得他是有趣的好老师。 川口老师总是在部活动的时候，给我们照很
多照片，用照相机留下我们的回忆。 非常感动！ 总是理解我们的心情，我觉得他是为学生考虑的好老师。 这一年真的很关照我们。 辛苦了！ 真的是言语无法表达的十分感谢。 大
家成了三年级，要根据各自的选择进入到新的班级啊。 川口老师说大家成了三年级，自己要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啊。 我在照片里看2F的大家的笑容，看努力的身姿，就能得到力
量。 就像DVD的最后用扇子上写的话一样，别放弃自己的梦。大家，一起努力三年！ 即使升到了三年级，班级分开了，2F也一直在我的心里。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从去年的九月
份开始到现在，能与2F的大家一起度过，很高兴！ 这半年间，因为有2F的大家的存在 快乐 最高 谢谢你们。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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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心连心网站上的游戏

2009.03.31

新出的那个留学的游戏～ 大家一定要玩～真的很真实也很好玩～～ 可是到最后回国的那个环节好像会卡住。。 好像大家都有这个现象啊。。 不知道会不会修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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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香名一起去听演奏会

2009.04.19

今天与香名一起去听那贺高中吹奏部的演奏会 ～ 第一次跟穿校服以外衣服的香名外出～ 香名特别可爱。。不愧是～ 有三个朋友在吹奏部。 在学校经常看到他们为演奏会努力准
备。 静谧的曲子令人听得忘神。 热烈的曲子又令人兴奋，气氛极好。 其中的舞蹈也很有趣，很开心～ 真的很震撼很感动。 大家实在太棒了。 之后与香名一起在车站买东西。 我们
想买一样的东西。 而后，我们发现了特别有趣的小玩意!! 会跑的Erumo。 看到它，把我们笑死了。。^ ^ 真的太好玩了～(有照片) 看到这个，一定会让我想起香名来。 可不吗，跟
香名长得极相似。笑 香名和香名妈妈买了给我。 香味、香名妈妈，谢谢～ 现在我会放着，等回到中国再用。 我一定会珍惜它的～ 然后，吃了麦当劳。 坐在靠窗的地方，聊了好
多。 与香名在一起，非常开心。 外边渐渐黑起来，夜色很美。 我时常想起香名 觉得不可思议。 从开始到现在 从完全不相识的人到现在这样要好的知己。 总觉得我们二人之间，一
定有什么相通 香名和我有各种各样的美好回忆。 我会一生都珍惜这份友情。 吃完饭，二人慢慢走向车站。 途中，被谁叫住，说落了什么东西 回头一看地面，是一个香蕉。笑 那俩
个男的说自己是魔术师，要给我们看魔术。。 我和香名不赶急，打算看这二人的魔术。 上次因为刘谦现在对魔术非常有兴趣。 这二人的魔术也很有趣。 突然从口中变出了扑克
牌，让我们吓了一跳。。 而且说知道刘谦又让我们吓了一跳。 挺高兴的。 但是最后互换邮箱地址。。 有点可怕。。笑 香名太有魅力了～ 然后，与香名稍微聊了会，就坐电车回家
了。 今天又是快乐的一天。 跟香名成为朋友真好。 希望一直是好朋友。 我喜欢香名。 今天是感觉很好的一天。 笑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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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到达武汉

2009.07.28

现在在自己武汉的家写日记 还有不可思议的感觉。。 上星期在和歌山站，学校三十名朋友来车站送我，那真像电视剧里的场景一样，大家哭成一团。 在去东京的新干线上，一边读
大家写给我的信，一边听欢送会上同学们唱给我的歌。 泪流不止。 这一年，与大家的相遇是我人生的宝物。 遇到困难时帮助我的人，寂寞时与我聊天的人，不明白时教给我了的
人，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这一年中无论高兴的时候，快乐的时候，痛苦的时候，寂寞的时候，悲哀的时候，都有你们在我身边，这是我一生都不能忘记的。 特意赶到东京送别的
host family的爸爸，谢谢。 无论怎么忙，每天早晨也要为我准备好吃的盒饭的妈妈，谢谢。 谢谢。 东京的进修时间虽短,不过，特别快乐。 又多了一份跟大家在一起的美好回忆。
在机场的离别因为很匆忙，没有与老师们和大家好好地说再见。。 非常遗憾。 但是相信一定会再和老师们和大家相见的。 为了那一天，我一定拼命努力。 现在在武汉，这边学校
的学习等等，非常紧张，不过，我会不懈地朝自己的目标与大家一起努力。 清水老师，入矢老师，小岛老师，山崎老师，佐治老师，桥本老师，这一年的关照，谢谢！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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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见！邮件到了！^^

2010.03.23

　今天，来自交流中心的报告书和相册到了家。真的很吃惊，特别高兴!! 　一边读着相册和报告书，一边回顾了我们十一个月间的留学生活。快乐的事，和难过的事，全部想了起
来，眼泪也涌了出来。我们真的一起经验了很多事，一起成长了。 　现在我与林一样，为了托福考试，每天学习着英语。总是连梦中都在记英语单词。。(笑)。考试的日期不断接
近，现在感到非常不安。完全不知道会取得怎样的成绩。。但是今天读了报告书和相册，发现那个时候的我克服了比现在大几倍的困难。因此有了自信，一步一步前进就可以了！ 　
我的日本班级的朋友们，现在大家都毕业了，很多朋友已经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一直和大家通邮件，看到朋友考上合格的邮件，我也非常高兴。而且，日本的朋友总是用邮件支
持着我。日本的爸爸和妈妈也总是用电话鼓励着我。 　我不会忘记交流中心的老师和host family，学校的老师和朋友的期待，向着自己的梦想努力～！ 　真的谢谢交流中心的老师
们，制作了这样好的报告书和相册。我一定会把这当作一生的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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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一周

2010.05.24

　诸位～!!身体好吗?? 　上星期，我的日本的爸爸和妈妈到武汉来了!!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很开心的一周!!　第一天我和中国的父母和亲属们一起到机场去迎接。拿着花束一边七上八
下一边等着日本的爸爸和妈妈。看从出口出来的爸爸和妈妈的身姿，高兴得眼泪也出来了。中国的父母和日本的父母是初次见面,不过，简直象是老朋友一样相抱，说了很多。爸爸
和妈妈看起来都很精神真好！ 　我们从一个月前开始立这个一周的日程，找方便的宾馆，家里全体人员衷心期待着日本的爸爸和妈妈的来到。 　之后与日本的爸爸和妈妈一起登上
船，去了三峡游玩。乘船时有各种各样的有趣的事情，并与家里人说了各种各样的事特别快乐地度过了！　日本的爸爸和妈妈对长江的雄伟很吃惊，对中国的辽阔感到佩服！　 　
从三峡返回，我和中国的父母，武汉的与表姐，姑母和叔父们一起带日本的爸爸妈妈去繁华街旅游景点。他们说武汉真的与和歌山不同，有很多人和车。说武汉的有名的饭菜也好
吃，真好！ 　最后那天，亲戚们汇集在奶奶的家，为了日本的爸爸和妈妈做了饭菜。大家也包了饺子。　日本的妈妈和我的奶奶第一次见面，但二人的手紧紧相握，一边说眼泪一
边出来了。那个瞬间，我想。即使言词不同，人的感情和心也可以通过看不见的纽带相连接！这是用无需言词传达，也不传达不了的深感情。　我小时一直跟奶奶一起生活，关系很
好。去日本是，奶奶每天担心我不能入睡。但是我总是和奶奶打电话，说日本的爸爸和妈妈对我特别和善，不管什么都想着我。奶奶才放心了。因此一直期待着此次和日本的爸爸和
妈妈见面。 　大家吃最后的晚饭时，日本的爸爸说，真的是上天把我们这个二个家庭联系在一起，一起坐在这里，一起吃和饭～。并且在来中国之前，同样对中国有很多不明白的
事，也有偏见。但是通过这一周，对中国的想法相当有改变，变得更想学习中国的历史，想再次多次来中国。那对我来说真的是最高兴事。　 　一周过去的很快。今天早上与家人
一起到机为爸爸和妈妈送行。中国的妈妈哭了。我也想哭,不过，忍着想很快会再见面。这边的家人去见日本的爸爸和妈妈，日本的爸爸和妈妈也再来中国，说好了一起去九寨沟
的。还有很多相见的机会！所以用笑容与爸爸和妈妈挥手说了再见。 　乘三峡的船是日本的妈妈说，人是不是幸福，是自己决定的 。我觉得她讲的很好。此次日本的爸爸和妈妈来
武汉，与家人一起说，笑，很感动，那个全部的小小事情对我来说最大幸福。这个幸福使我成长。　真的感谢与日本的爸爸和妈妈的相遇!! 　 　诸位和交流中心的老师们是不是都
好？我与 石子7月去东京的语言学校准备日本大学的入学考试。下月和石子去看上海的世博会！今后拼命努力!!再在日本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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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好吗??

2010.07.30

大家～～ 好久不见～～^^ 我和石子终于返回日本了哟～ 现在每天在东京的语言学校上学！ 二人朝着日本的大学努力。 下月和石子去国际交流基金！ 期待着和老师们见面。 大家
怎样？暑假怎么度过？ 最近很热注意不要中暑！ 再来日本时联络哟～！ 那么，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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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会是考试日!!

2010.11.16

昨天与石子去考了日本留学考试～！　这几个月与石子一起拼命学习，这一天终于来了！过于紧张，前一晚一点儿睡不着，考试中，肚子也痛,努力到最后了。祈祷两个都有好的结
果。 而且，隔了一年半后，与豆也在考场再见了!!没想到会在考试日再会!!豆看起来精神很好！还是那么可爱^^考试结束了，三人说了很多，很开心!!　没照照片有些遗憾,不过约好
了下次去秋叶原玩！期待着～～ 终于留学考试要结束了，有很多想享受的～！有很多想看的电影，想去KinKi Kids的年末音乐会去!!今年能见到KinKi的二人就好了 顺便说一下，12
月1日推出的KinKi的新专辑是刚作词，光一作曲，真的是很好的曲子!!大家都请听～～ 与石子二人生活的时间只有四个月～ 想到这有些遗憾。。T_T 今后是二次考试!!这个也非常重
要!! 应试的大家，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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