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于到日本了！

2008.09.03

第一次离开中国的土地，而且以走就是1年。坐在飞机上，感受飞机离开地面的一霎那，心情非常复杂。。。但是，崭新的生活就在眼前，需要我们好好地珍惜！ 没有想到我们住的
地方就在埼玉。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就走进了这座我要生活1年的城市。不过到现在，我还没有来得及领略它的魅力。 昨天去了台场，看见的大海，很兴奋！虽然不像我喜
欢的波涛汹涌，艳阳高照。可夹在一所现代化城市中间，也别有一翻魅力！ 一切都很好，家人请放心！

林 石子的日记



刚刚吃了饭

2008.09.04

还不太习惯日本料理！觉得太甜了。。。这样吃下去的话，会渐渐变胖的！。。。 昨天，来了两个埼玉人，他的女儿和我一个学校。大家对我都很热情，我放心了。 就要和大家分
别了~要去校长的家了。。。有点担心，但是很期待！ 同学们加油啊！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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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见!

2008.09.15

大家好久不见!好久没用电脑!来到校长的家里，已经一个星期了!老师的家人都对我很好!当初我感到有点寂寞，但现在基本上已经习惯了!　 从家到学校很远!要1个半小时。所以现在
没参加课外活动。后天开始学校有考试，但我不去考。　 我们班很热闹，女学生都很开朗!所以我有点不习惯，但慢慢会习惯吧。还没交到好朋友···但是我会努力的!还有，我真的很
想上二年级!但是不可能吧···　 昨天我买了电脑!让3年级的中国人带我去的。太好了!明天我打算让老师帮我买手机。同学们，请一定要联系我哦!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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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蚊子太毒了!

2008.09.17

我现在对蚊子已经绝对敏感，在这里每天平均被咬5个包往上走...太恐怖了...大家的生活都还好吗？校长夫人每天会专门跟我准备些中国料理，太感谢了！！！ 就是由于校长家住得
太偏僻，还没怎么上过街... 最近和班上的同学关系好了一些~马上就是球技大会了~每个人都要上！所以我也不例外...紧张阿！ 还是遗憾为什么这里的文化祭要在8月份？！！太可惜
了，来这边上一年高中竟然参加不了文化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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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一下遗憾...

2008.09.19

最近认识了几个学校其他的留学生！~无法参加自己学校的，但其中有一个人在日本认识不少朋友。为了弥补我没有参加上学校的文化祭！我决定，星期日和她一起去别的学校参
观！！！！总要看看文化祭是什么样子的吧....顺便想多认识一些朋友！..只是那所学校是男子学校，好像有点不太可能... 期盼考试快点结束，一个人在图书室的感觉并没有那么好
啊...结束后就可以参加部活~可以多和朋友讲讲话了....现在大家都忙于复习阿~不太好打扰他们的... 要加油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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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有来写日记了！

2008.09.28

这些天发生了很多事！今天终于可以用自己的电脑写日志了！开心！！ 首先，我离开了校长家，来到了新的家庭。在校长家的两个星期过得还是很开心的！和妈妈一起包饺子，包
春卷，做炸土豆什么的，增加了很多生活经历。每天放学回家都会和妈妈讲很多很多，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旅游景点等等。妈妈说“因为石子的到来，让我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
也想去中国看一看了！”听到这话我真的很高兴，应为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走进中国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现在自己终于能实现这个心愿了！开心哦~走的最后一个双休，家
人带我去了横滨，看了那里的中华街，吃了久违的中国料理~现在的中华街国庆节的气氛很浓哦~ 走的前一晚，我给家里的人写了封信，感谢他们这段时间的照顾，添了很多麻烦
啊。信 在我走后家人会看到。真的很不舍阿~ 现在在新的家庭过的很好，家的氛围很好，很快就能适应。和妈妈也有很多话 说。昨天还去看了家里小一点的孩子学校 的运动会，很
棒啊~ 学校也已经走上正轨，考试终于完了。现在正是球技大会的期间。虽然我们班在第一天所有的比赛就已完败，但大家都挺尽力 的，这样就足够了。接下来的几天没有比赛就
在教室里聊天，也不错的~我和很多同学一起玩了牌~男生女生都有。结果我刚玩会就狂赢，大家都说我太聪明，没办法，中国人嘛！ 还有，终于可以参加部活了！舞蹈部训练量实
在太恐怖了，每天身子疼得要死，但生活挺充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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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周末

2008.10.06

　　上面的照片是我和上一个家庭，也就是校长一家去横滨中华街的时候照得！～ 　　这个周末过得很快乐哦～首先，去了大宫，买到了心仪的ＩＰＯＤ！然后和明里＜第一次在
这里提到她，是我现在住的家庭的孩子，和我一个学校，一个年级，现在关系已经非常好了哦～＞以及她的同学一起去了越谷的大商场，看了我在日本的第一部电影，只是那电影有
点变态，看得人挺累的～最后大家一起去照了大头帖～晚饭是在明里的奶奶家吃的，整个大家族人都到齐了，真是热闹！大家对我都很欢迎，一直想我了解在中国的生活． 　　　
虽然到这个家庭来还不到两个月，但我真的喜欢上了这个家的每一个人，以及整个家庭的氛围．妈妈和中国的妈妈一样，喜欢对孩子唠叨，但这让我有了家的感觉．两个孩子一个上
小学一个和我同年，小一点的叫万里～明里小学六年级之前一直生活在美国，所以这家人都特别能体会我的心情，总是坐很多让我尽量摆脱孤独的事情．明里还会特地带朋友到家里
来玩，让这个家变得热闹些，也让我交到更多的朋友．对于家里人所做的一切　，我都非常感激，能遇到这一家人，真的是件幸福的事！因为他们，我的生活里没有了寂寞！ 　　
最后说一句，后天有一个演讲比赛，我是用日语参加．现在正在努力写演讲稿～祝我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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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体育课!~

2008.10.07

11月份学校有马拉松大会,所以现在的体育课都是在为比赛作准备.比赛的距离是21000米,全体同学都要参加!不过学校考虑到留学生的安全,允许留学生不参加.虽然不想和别的学生有
什么区别,搞什么特殊化,但21000米的距离对我来讲实在是不可能!在中国根本没怎么运动,跑个800米人就不行了.身体还是不能勉强阿! 但体育课的训练还是跟大家一起了.昨天规定的
是3200米,可我跑到一半就头痛,只能在旁边休息了,今天又有体育课,规定是一直跑40分钟不间断,我在跑到将近20分钟的时候腿就抽筋了...但还是很高兴,因为比昨天多跑了800哦~自
己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坚持跑完800米以上的距离,真是挑战我的极限阿!看来年轻的时候还是要哦多多运动! 通过这两堂体育课,我发现了中日两国学生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国学生特
别是女生,不太喜欢上体育课,一般大家都是坐在一起讲话,不太爱运动.但日本的学生在这方面很积极,而且有一股韧劲要坚持到最后.许多女生表情痛苦地跑完6圈后,老师会问还能坚持
吗?不要勉强,要不要在旁边休息,或是走也可以.但她们无一不坚持跑完了40分钟.相比之下站在旁边的我真的很惭愧...这两天,我一直被这种坚持感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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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ch contest

2008.10.10

　　speech contest终于结束了！长时间准备的讲演，让大家也很吃惊！被大家表扬说完全像个日本人！高兴哟！ 　　我的讲演的内容是关于中国的。来日本后，问了日本人对中
国的印象，居然都是自行车！为了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现在的中国，决定了这个话题。 　　竞赛结束，被问到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的爱国心那么强？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全然
没有祖国这个概念，因此大人们也很担心。这种话听到过很多次了.但是忽然被问道，还是稍微愣了一下。因为我觉得爱自己的祖国是理所应当的。。。加上 大概因为上次的大地震
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原因?!也许吧。我这样回答了。想好好地回答，却找不到恰当的词。。。 　　不管怎么说，再一次向朋友介绍中国，很高兴！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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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意为我而来，太感谢了！

2008.10.27

星期五下午，狩谷老师和桥本老师来我们学校了！和老师们见面，特别高兴！之后，我们像平常一样一起走到了车站，乘上电车回家了！谢谢老师们送给我的万圣节前夕的点心！小
明和万里都非常高兴！ 而且还为我解决了寄宿家庭的问题，我放心了，中国的家人也终于可以放心了。谢谢。有了为难的事，马上能和交流基金的老师联系，而且能很妥善地为我
们处理，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家人在身边的亲切！正因为有老师们，所以我的日本生活变得不再寂寞了！ 桥本老师说的话，我会一直注意的。我会像平常一样继续努力的！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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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草

2008.10.27

今天和家人一起去浅草玩了！去的时候是坐船，看到了相当漂亮的风景！在街道景色中间掩映着大海，心情真爽啊！ 浅草有各色各样的古建筑，代表古代的日本。今天去了大寺
庙，非常幸运！寺庙的像神佛大门似的东西要50年一次才能打开，但是今天正好打开了！而且还有天皇切断的绳子，据说触摸了那个绳子，就可以和天堂里的人握手。这是平时不
能体会到的呢！ 今天注意到了一件事：日本人真的非常信奉神佛！在此之前，我读了各种各样的书，知道日本人信奉神佛，但是终于能亲眼看到了。求神签呀，投硬币呀，向神祈
祷等，抱着各种各样目的的人排成了长龙。我也试了试，抽到了上上签！所以我坚信在这里的生活会很快乐的！ 多亏了家人，我度过了有意义的周末！谢谢！辛苦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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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松大会~

2008.11.13

今天是期待已久的马拉松大会!!!!说是期待已久,是因为留学生考虑的受伤的危险性,不参加,...所以上面的照片和马拉松没有一点关系...只是和另一个留学生没事在公园的照的.... 我觉得
马拉松大会算是日本高中的一个特点了.因为不光是中国,从奥地利,瑞典,澳大利亚来的留学生那里得知,她们国家高中也是不举行马拉松的~21公里的距离大家也是望而却步... 算是一个
疑惑吧,一直都在思考为什么日本的学生总是会认认真真地坚持跑完那么长的距离.这在我中国的学校,应该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规定可以中途放弃的时候.从身体素质,心理
各方面来说,我们都无法坚持到最后...我觉得还是教育上的差异吧~从小学开始.这是日本教育的一个优势.我认为它做到了真正的素质教育,即与升学考试无关的方面也要认真对待... 已
经不会再天天抱怨中国教育体制的缺陷了,因为13亿人口摆在那里,谁也拿他没办法....只是,来到日本,就要学习它先进的地方,这应该也是我发现的它的优点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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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生活~

2008.11.25

好久没有来写日记了.大家有没有想我啊?哈哈! 感觉最近生活走向正规了...<是不是有点慢?!>因为快考试了.每天都只有学习,也就没什么好玩的事可以写... 前段时间和朋友去卡拉OK
了!超兴奋...高声放歌的感觉就是爽!这应该是我来日本第一次开口唱歌...两个人连续唱了两个小时,最后都唱困了..呵呵~感觉回到了从前和朋友K歌的日子~ 然后体育课结束了长跑,开
始了球类运动.我们进行的是排球和ソフトボール.ソフトボール是一种及其类似棒球的球类,可以说是女子棒球.对棒球一无所知的我,第一节课训练起来实在是笨手笨脚,除了捡球就是
被球打,一节课下来手臂都是红的...疼啊~那个接球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戴着笨重的大手套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手....但从第二次课开始,我就好像突然掌握了要领,变得上手起来了!!各种花样
的抛球都能接到了哦~而且还很期待下一次的训练呢!只是,有好多相关的规则和单词要背....痛苦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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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演习.

2008.12.11

前天学校进行防灾演习了.主要是针对地震和火灾.早就听说日本几乎每所学校都会针对自然灾害进行一定规模的演习,现在自己也终于有机会体验拉~ 首先是广播放送地震情报,现在发
生了6级大地震,请同学们赶快躲进桌子底下...然后全班估计全校也都躲进了桌子里面..像真的来地震要拼命保命 一样~呵呵 然后大概3分钟后，广播再次放送解除警报，让全校同学井
然有序地逃到操场安全地带。然后我们就站在寒风中听消防局的叔叔讲了好长时间逃生方法什么的...\ 最后就是学生代表进行高空逃生训练.消防局借给我们了高空滑梯,然后学生代表
就一个个从高空划下~ 太好玩了~这种大规模的逃生演习对于我来讲是第一次,所以非常新鲜.我觉得这种真正意义上的逃生演习对于学校来讲,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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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圣诞节

2008.12.26

　　要说圣诞节，在中国是不太庆祝这个节日的。只有百货商店给各种商品打折，大家买东西买到很晚而已！ 　　但是我认为日本的圣诞节气氛相当浓厚。圣诞节聚会啦，交换礼
物之类的？家里也装饰着圣诞树。因此，今年的圣诞节对我来说，是非常特别，有意义的圣诞节！ 　　24日--学校的结业仪式结束之后，在教室和朋友举行了圣诞节聚会！要说圣
诞节聚会，其实是点心的聚会，大家拿来点心，一起吃。当然我也带了。 　　夜晚去了教堂！因为hostfamily全家人都是基督教徒，这天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第一次去了京都教
堂，第一次见到神父，第一次唱圣歌，第一次祈愿。对我来说，不管什么都第一次，非常新鲜，兴奋极了。听孩子们唱着好听的歌，看着他们纯洁的笑容，真的感动极了，并且清楚
得明白了教徒们信耶稣的事。有了这些经历，很快乐！ 　　并且，回家之后，意外地从妈妈那儿得到了圣诞礼物!!!是冬天的西式睡衣，与灯和万理一起!!很可爱!!!妈妈把我当成自己
的孩子，真的太感动了！谢谢！ 　　25日--终于去了迪斯尼乐园!!早上5点起床，在5点半与朋友集合，出发-------------！== 离开园还有一小时我们就到达了,不过，已经排了长长
的队伍。但是进去之后，没想象得那么拥挤。因为是圣诞节，圣诞树，挂着好多装饰品，氛围很棒！并且还看到了只有这天才有的活动呀スティッチ・プレゼンツ之类的。最喜欢夜
晚中的迪斯尼乐园！到处都挂着彩灯，就像童话的世界一样！　 　　迪斯尼乐园的一天，最棒！　　 　　今年的圣诞节，最棒！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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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就要迈入2009了!

2008.12.29

　　2008,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个数字.在这一年中,我们有过欢笑,有过感动,有过惊喜,也有过悲伤.这是无法用一两个词语就可以形容得了的特殊的一年.而对于我来讲,在这一
年,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来到日本留学了!这已过去的4个月留学生活当然是丰富多彩的.所以当这充满记忆的2008即将最后迈出它那矫健的步伐时,我多少有些不舍.那个期待了7年的
2008,那个充满神秘色彩的2008,竟然就要结束了! 但,我们是面向未来的人类,所以我们不能停止不前.送走了2008,我们还要期待2018,2028,不是吗? 元旦---广岛!由于住宿家庭的爸爸
老家在广岛,所以31号沃即将达成前往广岛的飞机,开始我的广岛2日游!回老家过年应该是日本人比较传统的做法,所以应该也是一个充满传统色彩的元旦吧!很是期待呢!到时候还能一
览广岛的风采~ 不愧为特别的2008,连送走它的方式都这么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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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了~

2009.07.26

终于到家了 ~也终于可以经常来网站写日记了~ 老师们辛苦了~大家也都辛苦了！ 以后要长保持联系哈！ 对了~我没有加入到第三期的群里~！谁能告诉我群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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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见!

2009.10.11

　终于能在这里好好地写日记了！ 　大家都好么？我一直在想念25名朋友，交流中心的老师们，日本的朋友，家人们，学校的老师们。 　回来后，我与大家一样，花了一些时间适
应这边的生活。不习惯的事还是学习，学习。我回到这边也继续跳舞。可以一周休息2次左右。没有这一年的契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始跳舞。因此，很感谢这个机会。向梦想
迈出了一步，并有了继续的勇气。 　学校生生活虽然幸苦，不过很愉快。现在开始明白是为了学习在学习，而不是因为考试才学习。第一次知道了学习的快乐(有点变得变态了哟！
笑)。 　并且很喜欢greeeen的歌！特别是92的声音。不可思议的好听的声音！每天他们的歌声都支持着我。真是感谢。 　爷爷们来了这边一个月，又返回故乡了。隔了一年，再次
看到非常喜欢的爷爷，真的很兴奋。更想为他做些什么，陪他在一起，所以带着爷爷看电影，散步，每天聊天。学习当然重要,但我不想失去这个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机会。 　这一
年，明白了对自己来说有比学习更重要的事情。。因此为了将来的自己不后悔，从现在开始。。。当然学习也是。 　以上。都是很普通的事情和最近的生活。拼死努力的大家，请
与到目前为止的一年一样一起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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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交流中心的老师

2010.03.21

　今天早上，交流中心的邮件到了。还没起来，真像做梦一样高兴！ 　好久没在这里写日记了,不过，总是想起日本的老师们，朋友们和家人们。 　报告书和相片簿到了后，我马上
认真地读了2次。无法相信回来后已经过了八个月！成田机场的离别好像昨日一样浮现在脑海里。读那时写的作文，好像又去了一次日本一样兴奋。 　现在每天都在与英语苦斗着。
因此日语的水平下降了也是没有办法的。。。英语和日语都成了半途而废的状态，渐渐丢失了自信，不知道怎样做才好。但是，回忆起那一年间的经验，就会得到力量。正因为有那
个时候的梦想，与寂寞作战的决心，和克服困难的意识，才能走到现在。那个正是这一年不可替代的宝物。 　因此，绝对不会认输的。 　最后，对做了这样好的报告书的老师们表
示感谢的心情。正因为有了这回忆，也会毫无畏惧地走今后的道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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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好久不见～

2010.09.23

　　在这儿写日记,每次题目都一定是好久不见。笑。。。大家都好么??也有去大学的人吧？～无论去哪里，都像平时一样努力吧！ 　　今天是中秋。没能看见漂亮的月亮吃到月饼
很遗憾。不过，已经习惯这样了。～而且朋友在旁边，与家人也通话了，没有什么孤独感。 　　之前去了几次交流中心，与老师们说了很多，得到了很多力量！遇到初次见面的老
师稍微有点不安,不过真的很善良，说了很多!!现在的留学生们是有这么好的老师负责真幸运～笑。。当然我们的时候也很幸运～桥本老师，小岛老师，山崎老师，入矢老师，丸山老
师。。。谢谢你们的关照,留下了很多回忆！ ～考试一天天临近了，想好好努力!!老师们和大家也保重～有机会见面吧！～ 　　那么，登载今天和yue照的大头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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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请关注!!

2011.11.29

大家好么？进入大学之后与大家的联络少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大家都向着各自的目标努力？

我进入大学之后也继续跳舞！很多事很辛苦,但觉得不能舍弃自己的爱好，在努力。

并且不久后圣诞节就来了！不用说我所在的横浜国立大学的舞蹈小组R3UDE不能放掉这个最好的机会，今年也举行对R3UDE来说最盛大的舞蹈活动！向大家展示我们一年努力的成
果，并且要将我们一个人一个人的热情和大家一起热烈庆祝这个圣诞节，租借了横滨有名的旅游地—红砖仓库表演!!要说圣诞节的话，就是横滨的红砖仓库！

如果对舞蹈有兴趣，或想度过特别的圣诞节，请一定来我们的活动！绝对会成为最好的圣诞节聚会！等候着你们哟—～

时间∶12月23日

OPEN∶14:30

CLOSE∶20:00

途中参加和途中退室都可以！

地点∶横滨红砖仓库

（虽说是横滨，但离东京很近，交通也方便哟～）

内容∶各种各样种类的舞蹈SHOWCASE （hiphop,breaking,poping,punking,house,girls hip-hop等）

费价∶1500日元（但，3人以上便宜哟～）

有一点想去的话就请留言！然后请提问。～isiko在这里期待等候着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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