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京

2009.09.02

　来到东京了！ 　即将开始的一年，充满期待。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張 坤杰的日记



好久不见～ long time no see！

2009.10.03

　我，现在，在冲绳县留学。 　这是我到冲绳以后的第一篇日记。其实，这里互联网不是很方便。因此，我没太写日记。 这儿景色很好，人非常亲切。从教室的窗，可以直接看见
蔚蓝的海。每次看到海，心都会得到慰寄。从学校到海，走去的话，只不过要十分钟。因此，我常常走去海边。 　下周是期中考试。现在，我在拼命复习着。这里的功课不像想的
那样难（除去国语）。我觉得理科比中国的东西容易。但是，文科的地理有点难。我要全心全力，做到最好!!!(^_-)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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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2009.10.12

期中考试之后，看了老师借给我的《黑客帝国》这部电影。我对电影中的话感到震惊。 　电影是英语发音，日语字幕。看得有点辛苦，总算明白了意思。 　电影中说，人生活的世
界是计算机的程序。实际上人不是自由的，而是被控制的。周围的东西，感情，甚至人自己也不是现实的存在。人随意地被制作，被控制。这个在电影中被称为「被支配」。 这个
电影让我想了很多。人真的是不由自主被「支配」吗？我不知道。一天都晴着，想打篮球，出门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了。在巴士站等了40分巴士，巴士怎么也不来。这时候，你
是不是被谁戏弄了？这时候，是不是觉得被「支配」了？ 　 我想这样想的话，这个电影的话与恰好现实相符合。抱歉，不是现实，人生活的世界，没有「现实」。只是被支配。 　
正因为电影的话与现实正好符合才可怕。难道人就像电影说的那样被奴役着生活吗？ 　我非常不安。如果人被控制，人为何要为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梦努力一生呢？反正人是被控
制，最后不还是死亡吗？「有开端的东西，全部有结束」。电影这样表达的。 　「不对，绝对不对。人不是那样」。我对自己说。 　看爱迪生，他失败了1000次以后，发明了电
灯。并且，肯德基的创业者Harland David Sanders在6岁的时候，父亲死了。15岁开始到社会上工作，开始做有轨电车的乘务员，军队，消防员，保险外勤员，船员，卖轮胎，全
都失败了。Sanders不死心，40岁时开始经营炸鸡店，终于成功了。这些人，不是以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吗？ 　我终于明白了。人真的是被控制，被统治。可是，支配的
人是自己！ 　 自己拥有梦想，为实现梦想而努力。即使失败，即使痛苦，也不停下自己的行走，一直向着梦的方向努力就行了。这个不就是人生存的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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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于演讲比赛的思考

2009.10.25

上星期非常忙。因为与高中学长夏实一起练习了中文。真的很累，但很高兴。因为夏实获得了冠军。 从作文的删改，到发表时的动作，我与夏实全部认真地做了。夏实写了关于中
国文化的作文。最初接触中国文化是通过琉球舞蹈，此后在高中学习中文，修学旅行去了中国等等。而且，发音非常好，压倒了大家。最终被评为第一名。奖品是那霸-上海的往返
飞机票。 我第一次成为老师，体验了老师的喜悦。那时，我懂得了老师拼命努力的原动力。对老师来说最高兴的，是学生达成自己的目标。我想今后我也要尽自己的努力，不辜负
老师的期待。 我去了演讲比赛的会场。那里的人们对中国文化抱有兴趣，学习中文，加深理解，这使我很感动。我也是在中国，对日本有兴趣，学习日语，然后来日本留学的。我
想，如果中国和日本的人们这样互相尊重对方的文化，不断学习，加深体验，日中两国的关系必定更接近，变得更好。 通过这次比赛的练习，我第一次为日中两国的彼此理解贡献
了力量。也许是件小事，但我感到骄傲。如果，再有这样的机会，我想再做一次。为两国的友好关系发挥自己的力量，对我来说没有比这个更高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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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很多次

2009.11.01

　被总是很多次的歌词打动了。 　呼んでいる　胸のどこか奥で 　いつも心躍る　夢を見たい 　かなしみは　数えきれないけれど 　その向こうできっと　あなたに会える 　繰
り返すあやまちの　そのたび　ひとは 　ただ青い空の　青さを知る 　果てしなく　道は続いて見えるけれど 　この両手は　光を抱ける 　さよならのときの　静かな胸 　ゼロ
になるからだが　耳をすませる 　生きている不思議　死んでいく不思議 　花も風も街も　みんなおなじ 　ララランランラランラーーーランランララン 　ララララランランラ
ラランラララランラララララ 　ホホホホホホホホルンルンルンルフフフフフ 　ルルルルルンルルルーンルルルー 　呼んでいる　胸のどこか奥で 　いつも何度でも　夢を描こ
う 　かなしみの数を　言い尽くすより 　同じくちびるで　そっとうたおう 　閉じていく思い出の　そのなかにいつも 　忘れたくない　ささやきを聞く 　こなごなに砕かれた　
鏡の上にも 　新しい景色が　映される 　はじまりの朝の　静かな窓 　ゼロになるからだ　充たされてゆけ 　海の彼方には　もう探さない 　輝くものは　いつもここに 　わた
しのなかに 　見つけられたから 　ララランランラランラーーーランランララン 　ララララランランララランラララランラララララ 　ホホホホホホホホルンルンルンルフフフ
フフ 　ルルルルルンルルルーンルルル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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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的卡夫卡

2009.11.04

　最近，看了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很长。但特别有趣。 　书中写了关于一个15岁少年离家出走的故事。通过这本书，我明白了很多。 　自己的人生自己走。没有命运这
东西！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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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2009.11.09

　昨天的早上，6点20分起来。星期六这么早起来真的稀少。大家因为参加模拟考试去了学校。我因为不参加模拟考试，留在宿舍。稍微做了肌肉锻炼，洗澡之后，提前学习了日本
能力考试。背单词，解答问题，学习结束了的时候不知什么时候到12点。与在宿舍的安里老师吃了中饭。发愁下午做什么。 　考虑之后，决定去书店。给Anyan老师打电话，「我
现在在那霸。来吗？」。老师问「去！去！我大声回答了。并且在JUNKU堂书店碰头。 　一个人乘坐巴士，去那霸是第一次有点兴奋。很快地整理了包，换了衣服。乘坐50号的巴
士，向那霸出发了。 　过了1小时之后，终于到达了那霸县厅前。一边查阅地图一边走到JUNKU堂书店。途中，一边询问路人一边确认了路。顺利到达淳久堂，遇到了Anyan老
师。 　在书店买了小说和日本书法的书。此后，我们去了佳世客。我买书法用品，Anyan老师买了锅。最后去了到佳世客附近的百元店。在那里，买了洗脸皂，镜子等很多的日常
用品。从百元店出来，去吃了晚饭。Anyan老师请的客。 是特别快乐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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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是中文老师

2009.11.18

这三天。大家因为实习走出学校，去了公司和企业。我因为是留学生，不能参加实习。所以昨天一直在学校的图书馆学习。很大的图书馆谁都不在，我在最靠窗的座位上坐着，低头
写作业。图书馆非常安静，只能听到钢笔尖和纸摩擦的声音。有时抬起头，发一会呆，歇口气。被可能是风，可能是图书馆管理员的脚步声，惊醒后，，再拣起笔，继续沉浸在题海
里。这样，一天过去了。 今天早上，6点醒来，在软暖的被褥中想「昨天真的很无聊。今天必须做点有意义的事！」。这样想着，立刻从被褥中出来，吃早饭，换衣服，跑步去了学
校。 到达学校之后，马上对中文老师说「老师，我想做老师教中文。只是一小时也好，能让我做一下吗？」。老师稍微考虑了一下，回答说「好,不过，要认真地准备哟。」。
「好！我现在马上准备」。我兴奋地说了。 从职员室出来之后，我立刻跑向图书馆，用计算机找寻资料，开始准备上课。第一次做老师，不知道进行什么内容。教科书的内容？不
行，太无聊，大家一定讨厌。说我在深圳的学校生活？如果只是这个，时间会剩很多。怎样做？我很犹豫。 用互联网和我在中国的日语老师商量，决定主要讲关于中国的节日的事
情。决定了主要内容之后，制定了最初和最后的内容，好容易作完了上课的经过。我松了一口气，看了一下表，不知不觉已经12点半了。「糟糕。必须吃饭，要不赶不上了！」，
跑向食堂。 上课从1点5分开始。因此，快速吃了中饭之后，马上向上课的教室跑去。没有平定喘息的时间时，马上开始上课。因为是三年级的先辈们的课，所以很不安。我像准备
的那样，从自我介绍开始了。我屏住呼吸说「我是张こんけつ」，「今天我来上课，请多多关照。」。大家学了中文三年，我先让大家做了自我介绍。可能大家的中文不那么好，可
能很紧张，大家没能很好地自我介绍。因此，我更紧张了，想着「下面的内容能不能进行呀」。 然后，我谈了自己在中国的学校生活。介绍了从住宿生活到学校学习。举了各种不
同的例子。譬如，我们学校的宿舍，必须每天早上打扫;课只有1小时40分;恋爱禁止。等々。 大家最很吃惊的是恋爱禁止。我在黑板写，并且在「恋爱」后面，打上了很大的叉(×)。
大家发出了「啊啊」吃惊的声音。 我一边做介绍，一边让他们记简单的中文单词。想「这样做，大家不但对中国的高中生活能更理解，而且也能学习经常使用的中文的单词」。 进
入这个部分之后，大家变得有兴趣了，我也稍微感到安心了。 介绍完中国的学校生活之后，为了能让大家说，我回答大家的问题。大家在那时，都带着很高的兴趣问问题。我一边
用日语回答问题，一边让大家学习中文翻译。我想「大家感兴趣的单词，能记住吧」。大家积极地问问题时，我的不安也渐渐没有了。是有自信了，变得能说了。 像计划的那样，
进入了假日的话题。春节，中秋大部分的学生都不知道。我以春节做为中心，让大家学习了各种中国的假日。这时候，看大家的脸和眼神，我知道了「大家开始喜欢我的课」，所以
用更有自信的态度，大声地上课了。 像计划的那样，最后做了游戏。是传话的游戏。一列8人，我告诉最初的人一句话，最初的人告诉第2个，第2个告诉第3个，一直到最后的人。
然后最后的人和最初的人说出自己被告诉了的话。如果一样，胜利。做了两个队,不过，最后的文与最初的完全不同。大家大笑了。 我看了一下表，说「到了结束的时间，谢谢」。
这时，铃响了。课像预定的那样，顺利地结束了。时间也正好。 课后，中文的u老师说「特别好」，感到非常骄傲。做老师绝对不简单，上好课也绝对不简单。今天就这样吧。必须
准备明天的课了。 附笔 第二次课有第一次课的经验，更好地发挥了。从最初到最后，都很有自信上课。明白了作为老师，必须有自信。如果自己不安，大家也不相信吧。先对自己
有自信，然后再教大家最重要。 我想二年生的大家通过实习，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没能去实习，但在学校成为了中文的老师，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这个难得的体验装饰了「我
的留学生活」这幅画卷，一直会熠熠发光的。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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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坦尼克」

2009.12.14

「泰坦尼克」，听说过很多次很多次这个有名的电影的名字，也常听电影的曲子,不过一次也没看过。昨天，从朋友kouji那里借了「泰坦尼克」的DVD，看了。真的被打动了。 主人
公jack和rose的爱是这个电影的主题。这个主题的背景，是让任何人都屏息的“梦中豪华客船”的身姿，曾被夸为不沉的巨船被击沉的讽刺性命运，还有面临死亡各种人的样子……
电影是回忆和现在交叉，来表达主题的。 电影的最初是打捞沉没的“泰坦尼克”。电影中的女主人公rose在“泰坦尼克”沉没84年之后的现在活在人世。上了年纪的蔷薇rose回忆
着84年前的事，电影由此展开。 Jack靠赌博得到了“泰坦尼克”的票。幸运地乘上了“泰坦尼克”的。可是，谁也不能预想到等待他的命运…… Jack Dawson是流浪的画家，Rose
是贵族的女儿。身分差异很大的两人本来不可能遇见。可是，他们偶然地邂逅了。那时，蔷薇请因为不能承受贵族生活的压力，打算从船尾跳入海中自杀，被Jack发现，救了。那是
二人初次遇到的瞬间。 此后，Rose为了表达对Jack感谢，招待他一起吃了正餐。吃饭的时候，Jack老实地谈了自己的流浪生活。被问道「是否满足这种漂泊的流浪生活」时，他回
答「是的，满足。需要的东西全部都齐了——健康的身体和素描本。早上，醒来的话，是未知的一天的开始。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可能睡在桥下，也可能乘坐世界第一的豪华
客船喝香槟酒。人生是礼物，不想浪费。被分到了怎样的牌那也是人生。重要的是珍惜每一天」。 Jack以坦率的性格，火热的热情征服了Rose的心。因此，她在有钱人克尔和Jack
里，选择了Jack。克尔不愿意认输，用各种卑鄙的手段打算破坏Jack和Rose的爱,不过，这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加深了他们的爱。 “泰坦尼克”撞到冰山，难免沉没的命运。最初，
船上的有关人员隐藏了这个消息，没告诉任何人。谁都不能接受这个被称为不沉的“梦的豪华客船”沉没。最后他们觉醒了，告知了大家。但是，救生船能乘坐的人数只有乘客的一
半，女子和孩子先上了小船。在死前，人们呈现了各自真实的模样。惊慌地乱跑的人，在命运前垂头祈愿的人，安定地演奏着音乐的人。 被陷害的Jack戴着手铐。Rose放弃了登上
小船的机会，不顾危险，去救Jack。她用斧子砍破了Rose的手铐，二人开始逃跑。Jack和克尔配合欺骗了rose,让她求生,不过，看穿了这个的rose不愿意自己一个人离开“泰坦尼
克”，再次返回沉下的“泰坦尼克”。 最后相爱的二人沉到了海里。发现了浮在海上的家具，两个人打算上去时，因为那个家具只能承受一人的重量。因此，Jack让rose上去，自
己忍耐着漂在冷冷的海水中。他明白在这样冷的水中，是无法避免自己的死亡的。死前，他说「船票是人生最好的礼物。因为，在这里遇见了你。这是天的安排指导。我充满感
激」。并且，和rose约定「一定活下去。无论如何不要放弃」。 最后Jack冻僵死了。ROSE像约定的那样，用笛子引起了别人的注意，终于得救了。Jack在大西洋底安静地睡着，84
年过去了，上了年纪的ROSE说「他一直活在我的心里」。 电影结束时，我的脸上全是眼泪。多么珍贵的爱。人从天得到生命，到底是为了什么活着？我明白了活着，不是遵从命
运，而是根据自己的心选择生活。无论怎么不可能，也要带着勇气前进。就像电影中的Jack说的那样，「重要的是每一天。」 今天早上我去了海边。凝视着海，听着mp3中的“My
Heart Will Go On”。风平浪静的海面只有一点点波浪，咸的海风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好像在低语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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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道

2010.01.23

体育课有柔道，剑术和跳舞三个选择。我选了柔道。 柔道最开始不是学攻击的技巧，而是学跌倒的方法。向前的跌倒方法，向右面，左面的跌倒方法...。练习了很多。 我练习跌倒
方法时，非常疼。一边叫着「疼」，一边继续练习着。「做错了哟。张」。我抬起头。啊，是鸭泽。鸭泽从小学练习柔道。他教了我正确的跌倒方法。我像他说的那样做，真的不痛
了。他问我，「知道柔道为什么从跌倒方法开始练习么？」。我横摇着手指，「不知道」。「如果不知道跌倒方法，被对方打到时，容易受伤哟」，鸭泽对我说。 第一次练习输的
方法。无论多么强，输是无法避免的。因此，最初练习输的方法，将输时的损失降到最小。那样的话，可以再次站起来，再一次面向胜利作战。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只要保存实力，不愁将来的复苏和发展）这个成语说得一样。 好好地练习跌倒方法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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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

2010.01.30

　来日本，过去4个月了。我想自己的日语变得好一些了吧。普通的会话没有问题，但看日语的小说的话，还是有不明白的单词。「为什么努力学习单词，不明白的东西还是这么
多？」我问自己。 　这样想着，小学时的事情浮现在脑海里。那时，我总是和母亲去图书馆学习。在某一天，在图书馆和一位20岁左右的叔叔说话。 　「你会英语么？」我问。 　
「会哟。」 「会多少呢？全会吗？」我这样问。 　「哎，多少？」他不能回答。 　我现在懂得那个时候的「会多少」这个问题是多么幼稚。如果问自己「中文都懂么？」，一定也
会回答「无法懂得全部」吧。这边的中文的期末考试，我也参加了,不过，没得满分。母语都不能全明白，外语当然更是无法懂得全部了。 　我想现在的日语学习也是那样。留学过
去四个月的现在，或者这一年留学结束后，读日语的小说，或者看日语的电影，还是有不明白的单词出来。那个理所当然。 　可是这不是中止日语学习的理由。越难，就需要越努
力。今后我还要继续努力学习日语！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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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点滴

2010.02.02

今天，换座位后扫除的划分也变了。我们图书组和保健组定为打扫教室的卫生。教师里有拖地，阳台，黑板，窗等等的扫除。我选了拖地。正树选了黑板，大家都很赞成。「为什
么？为什么正树选黑板，大家都这么高兴？」我询问了担当的Satomi老师。Satomi老师回答说「正树肯定是黑板了」，立在旁边的里奈说「正树打扫黑板没有一点脏。」 「啊，是
吗?没有一点肮。」 擦完教室之后，我留下。为了看正树擦黑板。正树开始用黑板擦粗略擦了一边黑板。然后，用刷子仔细将黑板下放粉笔地方积的灰都打扫干净。那时，正树弯下
去腰，很轻地扫灰。如果再用力的话黑板可能会坏掉。最后，用抹布擦了两遍黑板。 做完之后，我上讲台，用指尖摸了黑板。完全没有灰。并且，电灯光一照，黑板反射光线，简
直象镜子一样。 真的令人钦佩。擦黑板这么小的事都很认真地做，对被大家赞扬的正树感到衷心佩服。佩服的同时，也有些害羞。自己平时的扫除很快就做完了，完全没用心做。
我和考试时一样，很明白的问题会失误。恐怕，普通生活中的态度与考试的发挥也有关吧。平时如果疏忽大意，渐渐变成习惯，考试的时候也会经常失误吧。我明白了要改正疏忽大
意的恶习，只有从普通的生活中一点一点改才行。 正树，谢谢。你让我明白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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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进修

2010.02.19

2月13日去京都中间进修。当天早上与平时的星期六早上不同，早上6点50分起来。到10点半确认了好几回行李。在10点半时坐u老师的车去了那霸机场。 在机场和朋友贝汇合，乘
1点55分的飞机到大阪伊丹国际机场。飞机是大型的ANA的波音777-300。着陆时也一点没晃。很舒适的飞行。在大阪国际机场遇到了一部分朋友。大家精神都非常好，胖了。因为
我和贝乘坐的是最晚的飞机，大家一直在等我们。大家，久等了。好久不见 也遇到了山崎老师。我和老师开玩笑，「到了机场，全身都非常痛。为什么。」。山崎老师反应快，
「哈哈，itami（疼痛和伊丹发音一样）机场」。 大家乘坐观光巴士从机场到京都的宾馆。途中，半年没见的大家一直在聊天。巴士中经常爆发出很大的笑声。在聊天的时候，不知
不觉到了京都的宾馆。35人在那里聚齐了。丸山老师，盐泽老师也在。无法掩盖和朋友再会的喜悦，，大家发出了几乎晃动宾馆那样大的声音。大家一边交换土特产，一边打着招
呼。 当天是中国旧历的除夕，大家为了庆祝除夕，去了卡拉ＯＫ。最初不太知道卡拉ＯＫ的使用方式,不过，一边唱歌，一边渐渐明白了。最后气氛非常热烈。大家不仅唱中文歌，
日语歌也唱得非常好。 次日的早上是新人教育。大家轮流地发表了在这半年中的最有意义的努力做的事。我发表了成为中文老师的事。听大家的发表，发现大家不仅半年的留学生
活非常充实，大家的日语也变得很棒。 下午去了民族工艺馆参观。开始参观了花瓶，碟子的做法。画了碟子表面的花样后，我觉得真的很难。知道了小小的碟子也充满了古人的智
慧。之后，看了各种各样的工艺品。 印象最深刻的是木头制作的机器人。看这个机器人时真的受到了冲击。我想是谁想出了这样特别的组合呢。 　参观民族工艺馆，体验了友禅绸
染。友禅绸染是传统的染色之一。元禄左右出现在京都。我染了笋的形式和蝴蝶的形式。最后由于空的地方太多，我写了自己的呢称「KG」。我觉得完成的作品很漂亮。 　15日的
早上在建仁寺的两足院体验了坐禅。坐禅时的要领是调身，调息，调心。调身是抽出身体的力量。调息是调整好呼吸，深呼吸。调心是什么都不想，就是大脑空空的。因为穿了厚衣
服，坐禅很不便，我脱去厚衣服，只穿着Ｔ恤坐禅了20分。坐禅时一点都没觉得冷,不过，坐禅结束之后，特别冷。大概坐禅时精力集中，没感到寒冷。坐禅结束之后，和尚给了我
们三个词语。「谢谢」，「对不起」和「是」。「谢谢」是对大自然，对别人总是有感谢的心情的。「对不起」是对大自然，和别人的恩惠比较，自己做得还不够，必须要做得更
多。「是」是积极地努力。这三个言词都表达着积极的精神。 　然后，去了清水寺。清水寺我2年前修学旅行曾经去过。到达清水寺的停车场时，两年前的日语科的同学和来时的场
景浮现在脑海中。二年没见的清水寺完全没变样,不过，变得是和我一起来的大家。我站在清水寺的舞台上面，俯视树林，感叹时间的变化。大概什么时候，剩下的半年留学生活也
会过去，那时，我再次从清水寺开始眺望，视线通过树林，现在变成了过去。以前，我觉得只要珍惜现在，未来回首时，就不会后悔。其实不是那样。无论怎么珍惜现在，如果没有
强大的内心，回头看时只有沉浸在感伤里。只是珍惜现在还是不够的。因此，人生一边要珍惜每天，带着内心的坚强，微笑度过。 　下午去了漫画博物馆。参观了日本最初的漫
画。那是用笔画的，有点旧。想不到现在的漫画是从这么旧的东西发展来的。 　晚饭时，山崎老师说「明天去立命馆大学。在立命馆大学需要二人的学生代表发言，想做的人，请
举起手。质询了」。范立刻举起了手。对我说「一起去啦」。我没有办法也举起了手。因为这个举手，一直准备到当天深夜2点。 　16日去了立命馆大学。我和范的发言很完美。上
午听了立命馆大学的介绍。在立命馆大学的食堂吃了中饭。我把钱包遗忘了在宾馆，所以陈同学借给了我1000日元。范同学也忘记钱包，借了钱。但是，只有500日元。一般一人
500日元足够了,不过，因为我和范吃了很多，二人1500日元没够。怎样凑也还有10日元不够。范最后从口袋中发现了十日元，正好够了。顺便说一下，我和范二人吃了煎牛排二
个，炸虾一套，米饭L二个。因为钱不够，没能买饮料。所以发现了免费的茶时，真是高兴地要飞起来了。就是这么凄惨的午饭。 　从下午开始分成小组发表了中间进修的结果。我
的小组因为最初大家的意见不同，开始没有进展,不过，此后统一意见，进展地很顺利。我发表的是总结的部分。我在那时做了发挥，谈了很多新的想法。 　立命馆大学的日程结束
时，范和戴先回去了。四天像梦一样，刚开始了,就已经结束了。范，戴，再见。 　 此后，去了金阁寺。在湖正中耸立着金色的金阁寺，非常好。以前只有在杂志上看过的金色寺院
出现在眼前，真是无法相信。在那里拍了很多照片。 　 当天晚上去吃了中华料理。男女分别坐在了不同的桌子。我坐在一张三个男子和几个女子一起坐的桌子前。因为那个桌子前
坐着四个男子，菜刚刚出来就全部被吃了。大家说着笑话，经常大笑，气氛非常好，很热烈。是的，那是「最后的晚餐」。 　 当天晚上，我们互相谈到很晚。因为第二天大家就要
返回各自的留学地了。 　第二天早晨，乘飞机返回的人6点30分出发，乘新干线啦巴士返回的人8点45分出发,不过，大部分的人6点30分起来，送了我们。分别之际，我对陈什么也
没说，无言地high touch，惜别。虽然没有交换语言,不过，用自己的心传递了「一起努力！」的心声。 　 乘坐巴士，看到站在巴士外边的大家的身姿，眼泪不知不觉地溢了出来。
留学处的校长老师曾说过「时间是沙漏」。是的，中间进修，一转眼就过去了。这5天的回忆不断地在我的脑海里复苏了。那时，一首很好听的旋律浮现在脑海里。「再见不是悲哀
的言词，连接着各自的梦和我们，YELL...」 大家，再见！再见!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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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个美丽的地球

2010.02.22

去年的九月，我因为留学来到冲绳。在来冲绳之前，经常听说冲绳的海很美，到了以后马上和朋友去看海。 冲绳的海真的很美。有风的时候，蓝的海水变成白的波浪，撞到海边的
岩石，发出很大吼声「咚—」，大自然好象在炫耀自己无边的力量。无论隔的多远都能听得清。风小的时候，海水风平浪静，阳光一直照到海底深处，湛蓝的海成为浅蓝色，与白沙
互相辉映，亮闪闪地放着光。如果是夏季，就可以卷起裤子，光着脚与海水嬉戏。有点咸咸的海风轻柔地触摸着脸，无比爽朗。无论谁都会被这美丽的景色感动吧。 从那以后，我
只要天气好，就去海滨散步。心情无论怎么低落，只要看了海，就马上舒畅起来。 一天，我散步时，遇到一位爷爷。「好漂亮的海啊。」我搭话道。「是呀。美丽。但是，最近垃
圾变得多了起来哟。」爷爷回答说。 「是，真的吗？」 「喏，你看，那边的垃圾，能看见吗？」 我向爷爷指这的方向看去，海的一角果然有的垒积起来很多的垃圾。蓝蓝的海水旁
边有的那样的垃圾真的好难看。 「哎呀，能看见。真的。难看。」我回答。爷爷什么都不言，走到有垃圾的地方。并且，弯下腰，开始拣垃圾。我想「我也要做点什么」，也开始
拣。 捡时，发现垃圾的大部分不是日本的垃圾。而是中国，韩国的垃圾特别多。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垃圾很多。塑料瓶，玻璃瓶，塑料箱子等。产地从中国南方的海南到北方的北京
都有。我住的城市深圳产的塑料瓶也有。 那时，我作为中国人感到害羞。我仰起脸，凝视海。海与平时一样。蔚蓝的海水撞到岩石，一瞬，飞散为白的波浪。太美了。再一次垂下
头，脚边的肮脏的垃圾再次进入了我的眼睛。「就这样不知不觉中海就会被毁掉」我想。自然，拣垃圾的手也加快了。当天的夜晚，我在日记中写到。「守护地球，不是一个人的工
作，也不是一个国家的工作，而是生活在这个美丽星球所有人的工作。」 从那以后，我去海边散步时必定拿着垃圾袋。为了如果发现垃圾，马上捡起来。 诸位，为了这个美丽的地
球，如果发现垃圾，捡起来丢到垃圾箱吧。一个人的行动可能非常小,不过如果大家一起做，就会成为巨大的力量，地球肯定变得更漂亮。 现在，正需要你的力量！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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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学旅行

2010.03.15

　 本星期的星期二到星期六是我校二年生的修学旅行。我因为是留学生，取得外国签证很难，不能参加。所以，和u老师去了冲绳北部2晚3天的小旅行。 　冲绳的北部被冲绳人称
为「yanbaru」。那里有冲绳本岛最漂亮的海景。我从以前开始就想去那里。 　请u老师制定旅行的日程，我去了想去的地方。因为u老师到yanbaru这样的长途驾驶是第一次，所
以我必须看着地图，一边确认道路一边确定行程。 　终于到了星期二。我早上9点乘u老师的车从学校的宿舍出发，到高速公路1小时30分，终于进入yanbaru。到达yanbaru之后不
久，我们到了冲绳美海水族馆。(「美ら」是冲绳方言，读「chyura」。像汉字所写的那样，是「美丽」的意义。) 　u老师驾车，我坐在u老师旁边，一边看地图一边导航。日本的
道与中国的道不同。中国的道有各自的名字，而日本道路代替名字的是各种数字。因此，导航时总是出现「现在是58国道，在前头第二信号向左拐，进入449国道。」这样的语言。
所以，旅行后，我不仅知道了冲绳的主道，也基本上记住了道路的号码。 　从高速下来，进入58国道。在宫里3信号向左面拐弯，进入449国道。过了本部大桥，在familymart处向
左面，进入114县道。一直向前走，就进入了冲绳美海水族馆。 　在冲绳美海水族馆看了各种各样的海生物。用手触摸了海星。海星光滑的皮肤好象香蕉果实。可能是因为我第一次
触摸海星，那个触感太难受了，我马上缩回了手。再一次试着摸了一下，除了光滑以外，有点海水生物的感觉。我也试着摸了除此以外的种类的海星。蓝色的小海星很粗糙，五角形
的黄色花样的海星很粘。 　而且，我参观了有毒的生物。从海蜇到长刺海胆。全是日本近海的生物。看来我今后去海时必须充分地当心。 　 参观冲绳美海水族馆之后我们返回了民
间旅馆。那个民间旅馆是二层建筑。我选了下面，u老师选了上面。旅馆有阳台，厨房，洗衣机到卡拉ＯＫ，家庭剧院。晚上，我和u老师一直唱到晚上11点。 　次日去了名护博物
馆。在那里了解了名护的历史。 　然后，去了名护菠萝公园。在那里试饮了菠萝葡萄酒。奇妙的好感觉,不过因为是未成年所以不能喝。所以买了菠萝葡萄酒的蛋糕。 　也去了今归
仁城址。今归仁城址是从前的北山王的宅邸。战争中被美军打倒，成了现在的今归仁城址。今归仁城址被选为世界遗产。从城址顶峰俯视的话，长满绿色树木的峰峦和蓝色的海水进
入眼帘。只要看了这个景色，就会被自然的美景所吸引。好像从前琉球北山王的豪华宫殿出现在了眼前。战火之后，只剩下几片瓦砾。那时，我想起了冲绳的和平纪念公园和姬百合
塔。我对u老师说「今天改变原来的计划，去和平纪念公园和姬百合塔吧。」。 　姬百合塔靠近我的学校。可是因为没有时间和交通工具，我一直没能去。1945年，美军的冲绳上
陆作战开始了。冲绳战被赋予确保攻占日本本土的据点的重要地位，使用了最大的物量，日军为了推迟美军的日本本土上陆，挖了壕沟进行了防卫·持久作战。为了死守冲绳，军队
动员所有县民作战的同时，编成学生队，强行动员了学生。 　冲绳师范学校女子部·冲绳县立第一高等女子学校的学生222人，教师18人，也被分配到南风原和冲绳陆军医院。据说
在美军的猛烈的攻击下，日军的死者和伤者激增，学生们为送来的伤兵进行护理，打水，盛饭，埋葬尸体，连小睡一刻的时间也没有。 　6月，由于美军的攻击，冲绳战的战败很明
显，学生们突然被放下「解散命令」，绝望了。学生们在美军包围的战场乱窜，有些人被炮弹，有些人被gas子弹，有些人被自己的手榴弹结束了生命。被陆军医院动员的教师·学生
240人内死了136人。 　姬百合塔叙说了战争的事实和和平的重要性。我是不知道战争的人。但是，去了姬百合塔，我感到了战争的恐怖。像姬百合塔展览室的墙上写的那样，「战
争是扼杀所有生命的恐怖的东西」。返回之际，我回头再次凝视姬百合塔，合上眼，祈祷和平鸽永远地围绕天空飞翔。 　当天晚上，我的修学旅行全部结束了，回到了宿舍。这次
体验了冲绳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真是最好的修学旅行。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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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武道大会

2010.04.17

　 他倒下了。 　 我从地板上飞身起来，举起右手的食指，指向天空。力量用尽了，手指有点震动。没关系，谁都不会发现。大家大声欢呼着。地板好像都在震动。 我们胜了。 　 　 
3月19日，举行了校内武道大会。有柔道，剑术和跳舞3个项目。大家分别参加了各自在体育课上学习的项目。因为我在体育课上练习柔道，所以参加了柔道项目。 　 柔道1队3人，
共8队。我和航平，康大，3人一队。比赛是淘汰式。因此，如果输了1次，就完了。1次也不能输。 　 首战是与5班的队伍。商量后，航平1号，康大2号，我最后出场。航平首战失
败了，所以我与康大2人必须全部胜利。不久，康大的比赛开始了。2人是相似的体型，开始是胶着状态。康大灵活使用了上课中学习的技能，渐渐占了优势。他用左手用力拉对
方。对方失去重心倒了。用「大内刈」打败了对方。一本胜！康大胜了1局，分数成为了1比1。 　 因为是1比1，所以第3回合的比赛决定胜负。一场胜负。我对自己说，「别慌。冷
静地作战」。为了威胁对方，我面无表情地站在道场上，看着对方的眼睛。对方很瘦，身高看起来只有160厘米。看着对方，我平静了下来。敬礼，我不断地突进。体型相差太远，
再加上我快速的动作，在一瞬间将对方推倒了。我也没有错过对方倒地的机会，立刻扑过去，用「固技」将他推到地板上。「如果倒了25秒就输了」，他清楚地知道。因此，他拼
命地挣扎。当然，我没给他挣扎的余裕。每次他挣扎，我就大声呼喊，更加用力，制止他的挣扎。终于25秒过去了，裁判分开我们，宣布了我的胜利。这样，我们的队伍进入了半
决赛。 　半决赛是与理数科的3·4班比赛。航平又在最初登场。航平的胜利是出乎意料的。第2号是我。我的对手是175厘米左右，非常魁梧的人。比赛开始，我的脚被绊倒，摔了出
去。我被他压在下面。竭尽全力，总算解开了他的「固技」。为了解除「固技」,我用了很多力量，再次起来时已经非常疲乏了。然后，对他还击，推倒了他1次。之后，落入了胶着
状态。最后我在他凌厉的攻击下失去重心，再次被推倒了。最后输给了他。幸好，康大胜了，我们进入了决赛。 　决赛的对手是普通科的5·6班队。登场顺序还是航平，我，康大。
航平首战取得了胜利。 参加2次战之前，我想着「在这场比赛中获胜，定下胜利」，站在道场上。我毫无表情认真地作战了。比赛刚开始，我攻入了敌人的意表，迅速开始了攻击。
他突然被打倒了。并且，我试着使用了「固技」,但被对方解开了。没办法。只有再次起来战斗。 他和我的本领是半斤八两。那时，我想起了老师的话。「柔道如果抓住了时机就会
胜」。是这样的。我一点也不敢放松，集中比赛。在发现对方的疏忽后，用我最擅长的技能打倒了他。这时，裁判举起手，表示我胜利了。 　 我从地板上飞起，举起右手的食指，
指向天空。力量用尽了，手指有点震动。没关系，谁都不会发现。大家大声欢呼着。地板好像都在震动。 我们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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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游

2010.05.06

　 4月22日，我们二年生去了新原海滨（mi—baru海滨）郊游。 　 早上，大家都穿着运动装上学。穿着运动装的同学们比平时穿套装的样子精神多了。二年生的大家在学校一层的
柱子旁集合，听了学年主任讲话。然后，兴致勃勃地去了新原海滨。 　当日的天气不好。阴天快要下雨了。但是，尽管如此老师们还是决定出发。大家的高昂的情绪使坏天气造成
的不快都烟消云散了。从学校到新原海滨的路上，充满了我们的欢声笑语。 　 聊着天，我们到达了离学校4千米的新原海滨。最开始搭起了帐篷。我们1,2组的大家一起努力，最早
地搭起了帐篷。然后，开始了拔河比赛。 　有五根绳子。如果胜了三根就取胜。比赛前，班主任蓝子老师说「认真地比赛呀」。但是，我们1组是国际文科，40人中30人是女生。
男孩子只有10人。3,4组的理数科和5,6组的普通科40人中男生占了20人以上。因此，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 　「力量是劣势，就用战略取胜！」蓝子老师向大家下达了"指示"。为
了贯彻「战略取胜」这个中心，我们研究了很多方案。譬如，把男生全部集中在一根绳子上，集中力量的战略啦，放弃2根绳子，只用3根绳子啦。 　 首战的对方是3班。由于力量
相差过大，战略失败，惨败。。5根绳子都输了。第2战是与6班比赛。因为使用战略，我一个人与对方6个人在一根绳子上比赛。结果不用说，我悲惨地被拉了10米。因为比赛的战
略成功，我们1班胜了。 　拔河的结果是在6个班级中第4。虽不能说好,不过，比预想要好得多。因为是第4名，作为奖品得了很多点心。大家的脸都露出了微笑。 　结果发表结束
后，就到了午饭时间。是野外烧烤。在锅上浇上油，开始炒。班里的大家轮流做饭。自己做的饭意外的好吃。我一边与大辉和佑磨谈排球，一边吃了饭。 　此后，进行了排球的比
赛。因为身高很有利，所以打得很好。 　 3点左右，郊游的全日程结束了。我们收拾后，大家集合拍了照片。把大家快乐的时刻用照相机记录了下来。 　回程是巴士。虽然到了学
校，,但是心情还停留 在新原海滨。快乐的时间总是过于短暂，留不住。我这样想。「幸福」好象丝一样，透明而轻。好不容易感觉到，却在一瞬间消失，只在记忆里残留一点痕
迹。想在头脑里寻找这种「幸福的痕迹」，却再也找不到了。 　 然而，大概正是「幸福」的这个神秘性，我们才能不沉溺于过去的「幸福」，而挺胸迎接明天，并且，能更发现更
大的「幸福」吧。 　郊游幸福的记忆留在了我的头脑里，我再次仰起脸，朝下次的「幸福」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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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2010.07.26

　24日，35名学生在东京成田机场坐ANA回北京。到达北京是下午1点15分。 　隔了好久回到祖国应该是很兴奋的,但35名留学生必须返回自己的城市。带着惜别的感情，我们深圳
的4人办理了转机的手续。 　从北京到深圳的飞机迟到了2个小时,11点到了。现在回顾，这一年是那么快，完全像梦一样。 　老师们，朋友们，谢谢！今后会在中国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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