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呀～

2009.09.02

终于(？) 来到了崎玉～ 离住的地方最近～ 充满期待～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陳 嘉雯的日记



BOOKOFF～

2009.09.08

昨天终于去了向往以久的BOOKOFF chapapa～ 但是开始完全走错了路，从车站出来向反方向走了20分种。让中原叔叔走那么长的路真的十分抱歉。抱歉。 但是，CD等没有想的
那样多。稍感失望。 但是结界师有喔 chapapa～就买了二册～ 呵呵 太棒了～ 还想再去～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陳 嘉雯的日记



09，09，09，

2009.09.09

09，09，09， 来到岛仓家第五天， 嘿，可以说是终于，适应了这家的生活节奏了， 无忧无虑和任性中长大的我恰好合适， 因为蕨高中的文化节，到明天为止可在家好好休息， 在
家的周围转了转，去邮局寄了明信片，办了外国人登记手续，开了银行户头，拍了猫的照片， 第一天晚上，岛仓妈妈特意带去给中华料理点，吃了好久没吃的粥，没想到挺好吃
的， 大概我尝到的不是粥味，是中国的味道， 然后，岛仓妈妈纠正了我几个词的用法，教了我日本吃饭的礼仪等， 妈妈说我的讲法不是那么糟糕,不过，还是想说完美的日语,从我
来说，非常感谢， 吃饭的礼仪，将来也一定有用，预先学习了好， 来到岛仓家真好， 如果细小的错儿也一点点改正，那也是成长， 这样，这次的留学生活的价值就会倍增， 但是
还差得远， 我会加倍努力给你们看，＾▽＾♪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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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岸花

2009.09.21

彼岸花 昨天与岛仓妈妈去了巾着田。 现在的巾着田，由于彼岸花的原因，非常地热闹， 早上起来，九点左右出发，倒了三次电车，终于到了。 从车站到花田走路十五分。路边渐
渐地能看到开放的彼岸花，我也开始欢激动起来。 进入了真正的花田，我完全被彼岸花的红色倾倒了。用语言无法表达的，照片也显现不出来的，令人感动的红色。据说，制作了
这花田的不是人，而是自然。真是很伟大。 一棵上有五朵花，花瓣弯曲，花蕊伸展，形状非常漂亮。 大部分都是红色的，偶尔也有白色的，呈现出一点白色。 花在秋天开放，正逢
扫墓前后，仿佛去了那个世界的人在说着对这个世界的感想，对留在这个世界的人，说「我在这里很好呀」。 没有叶子，漂亮地开放着， 彼岸花旁边的田地里，也有大波斯菊。我
去的时候还没有盛开，所以并不是那么显眼，但在风中摇摆，特别可爱。 田地旁边，小河静静地流动 上边飞着几只蜻蜓。， 回来的时候在信号灯旁边的豆腐铺买了豆浆，味道浓
厚，非常好喝。 大家连休时也去看吧～ 去的话，晴朗的日子最好。 太阳出来时，花的红色也看上去更漂亮～ 有很大的树，并不是那么晒。戴着帽子就行了。 进到田地要收二百元,
不过，绝对物有所值。 里面也卖食物，所以不用担心午饭。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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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人

2009.09.27

蒜人 今天中午做了在中国学的虾菜 切整齐了的虾上放上切的薄薄的蒜片， 非常简单又好吃的菜， 但是，岛仓妈妈说， 日本人虽然非常喜欢蒜,不过，非常讨厌那个气味儿， 所以，
为了不让人闻到蒜味，不给别人带来不快 就不太吃蒜 在中国人们经常吃蒜很，我不觉得有味儿, 不过，日本人特别在意， 觉得很奇怪 但，考虑不给人带来不快底是很为他人着想，
这也是文化的差异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陳 嘉雯的日记



祖国生日快乐、

2009.10.01

为了今天为了今天为了今天、 我特意向音乐部请假、奔回家看国内的情况、 亲爱的祖国六十岁生日快乐、 即使在日本我也会一直爱着你、永远永远、

陳 嘉雯的日记



雨中的球赛

2009.10.05

今天是期待以久的球赛第一日 我们班参加 女子全体多级球（dodge ball)比赛 男子篮球×2+足球， 来之前完全没有玩过多级球的我， 大家教我如何玩， 与大家一起练习， 现在非
常喜欢多级球， 也非常期待这这次球赛， 「一定要晴啊」， 从上星期下雨天一直持续着， 希望正式比赛时能够放晴 但，还是，开始下雨， 即使下雨，大家也拼命努力 在雨中，大
家也拼命地投球，接球，又躲又跳， 雨，不能熄灭我们心中的火，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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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的女佣咖啡屋的kesuri

2009.11.06

「小姐回家啦」 我和小淳刚一进入店，就听见了这样的欢迎声。 接着，马上有打扮成女佣样子的可爱的女孩子出现在眼前，一边敬礼一边一齐说「您回来了，小姐」，并指引我们
入席。 那是，十一月一日，十二点半。中午的阳光很柔软，秋叶原的蓝天很清冽，的一个格外合适探险的好天气。 对，我们去的店，正是所谓的「女佣咖啡屋」，男人会迷失自己
的地方。那也是kesuri的惊奇女佣咖啡屋之旅的开端。 首先，对进店的客人，几乎都是男生,不过，欢迎词不是「欢迎光临」，而是女佣们说的「您回来了，先生·小姐」。因为不是
日本人，而且对方也是女孩子，被招呼「小姐」也每觉得什么。 下面是点菜。要决定点什么很费时间，到做好又花费了很长时间。味道没有什么特别,但除此以外不由分说地被××。
用调味汁在饭上写可爱的图画文字，吃之前被要求不明不白地施「好吃的魔法」之类… 此外，可以指定女佣一起拍照片,不过，五百日元一张。 不好意思，那时候有点迷惑的kesuri
也拍了。 然后还可以指定女佣玩什么笨蛋游戏,不知花多少（不明白多少钱,不过肯定花），胜了会获得什么，到底是容易发疯的kesuri也很坚定不做，所以谜还有很多。 但是，不管
是照片还是笨蛋游戏，都有一个跟一个的人响应，kesuri可是亲眼看到。 以后，也有做不明不白的姿势的猜拳比赛。最后获胜的是一点红的kesuri。漂亮。不过，战胜那些笨男生们
的自信还是有的。不过… 注意到的时候已经两点半。 糟糕。 还要去animate、电器街。和其他地方 …不成！来不及了！ 开始跑！开始跑！♪ 从十二点半到二点半的二小时恶梦醒来
的kesuri，急忙地与小淳逃出，决定如果不是有人出钱再不上这样的地方。 再者，多亏这个恶梦，重新认识男人这个生物无聊的一面，只有叹气。 并且，我想绝对不能在这样的地
方工作。如果被大叔用那样的眼看了，那是要遇见新的恶梦了。 下午的太阳莞然。 kesuri结束惊奇的旅行，继续前进了… PS kesuri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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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歩大会中止、

2009.11.14

09、11、11、 競歩大会中止、 当島倉妈妈告诉我、 到了学校会有一个可能让我高兴的消息、时、 我就有这样强烈的预感、 事实告诉我、我的预感是正确的、 考虑的流感的关
系、学校做了这史无前例的决定、 第一反应是欢呼、 上周被猪流感打到、一个多星期没有练习、脚板和大腿又开始渐渐痛了起来、 原本是处于跑还是不跑的迷惑中、 不跑太对不
起朋友、回到中国再没有这样的机会、 跑又坚持不下来、 如今学校干脆中止了、心里不由的松了一口气、 但接踵而来的是一阵失望、 难得我如此拼命每周跑两次四十分钟跑、 难
得我做好了死也要完成的觉悟、 怀着如此复杂的心情、 競歩大会就这么悄无声息的中止了、

陳 嘉雯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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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之夜、

2010.01.02

晚饭后离开原宿、搭乘那绕着东京跑的山手线前往惠比寿、 那道路两旁的树掉光了叶子、却开起无数点星光、在夜空里越发闪耀、 一点一点柔软的米粉色、似乎被那源源不断的水
帘所流动、 确确实实地兴奋着我晦暗的神经、 一路拍照、一路打闹、心情也被点亮、 毕竟圣诞节已过、惠比寿的彩灯剩的不多、 我们便奔向下一站、新宿、 依旧是山手线、从惠
比寿逆时针绕五个站的地方、新宿就在那里、 只是新宿站大的可怕、我们完全不了解应该往那里走、 结果乱走了一个出口、一路乱绕了三十多分钟、 我们成了迷失在新宿街头的小
羔羊、嗷、 确实也有看到一些彩灯、但规模甚小、 然后咱们摸索着回到了新宿车站、问了便利店大叔、 又一路摸索着、终于来到了那梦幻般的彩灯节所在地、 先是挂满蓝色星点
的楼道、一直往上走、眼花缭乱、 两棵硕大的圣诞树状的彩灯、闪耀着四周平淡的黑夜、渗透着我们黑色的眼眸、 披戴满白色星点的灌木丛和枯枝交错的树列、走在其间只闻得到
星光田园的味道、 还有几百盏爱心状的吊灯、仰望着那粉色的香气、寒风都变得温柔、 虽然回到家已经不早、但这星光之夜值得我纪念、 kathlylove记于09.12.28.摘要、

陳 嘉雯的日记



天声人语

2010.01.30

上星期六的早上。 在像平时一样睡了懒觉后，焦急等待着朋友的信的我将邮箱里的东西全部取出来。 「还没来啊」，一边失望，一边随便看了手里的厚厚的朝日新闻，发现了「天
声人语」这个专栏。 呀。天声人语载在这里？ 所谓「天声人语」，是朝日新闻的名牌专栏之一，由于对时事焦点和社会现象的出色评论而广为人知。用简洁的语言评论「应试季
节」「福袋」「秋叶原的恶性事件」等身边发生的事件，做出独到的评论，令读者思考。 据说，日语能力考试的阅读理解问题也常从这里出。 我开始知道天声人语，是高一时日语
老师推荐说「增长阅读理解能力」。那时还不是很懂,但现在是正好的「教科书」。 评论不长也不短，可以很轻松地读，应该可以持续下去。这样每天读一点，一定能自然地学到日
语的表现力。 还有，不断地能学到平时不太使用的词语，对自己的词汇的积累可以说非常有用。而且，也不是只有很难的词语的怎么也读不懂的文章，稍微费点劲就能明白，不至
于感到厌烦。 而且，评论的虽然是身边的内容，但叙述的都是从新视点做出的思考和感想，对理解时事焦点和社会现象，拓宽视野，非常有益。 来日本已经马上要进入第六个月
了，竟然无视了这么好的「教科书」，我是多么愚钝呀。 但是还来得及。现在开始每天坚持读的话，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补记 今天，读完天声人语以后，翻了一下报纸，发现
了「CM天气图」专栏。这个也是关于CM的短评。说「从电视每天都在放的CM引发的很多的思考」，佩服。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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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

2010.01.31

今天隔了好久用网络与国内的朋友聊了天。 其中有心灵相通的好友，也有吵闹玩的朋友。 Ro是后者的一人。 二人开始谈关于学习的事。 「总觉得，Ro以后可能不会从事很需要日
语的工作。与我不同，不会是仅当个译员就可以满足喔。」 我接着说，「我自己，是只有日语了，所以只能努力没有办法哟」 「确实…」 我以为他会讲有关我未来职业的想法， 他
加了一句话。 「确实，我觉得你总是很努力哟」。 好认真好认真样子。 我心里一动。 停住了敲键盘的手指。 忽然有什么在脑海中涌上来，却又不知道那是什么。 和Ro同班四年。
互相一直嘻嘻玩笑，打打闹闹。总觉得这样的朋友是不会认同我的。 人，都是这样吗。 在一起时，只是觉得「傻瓜！」「欺负人！」的人，并不能看出对方的好处。但，不管相互
怎样胡闹，隔开一点距离就会看清很多事情，面对很多事情。 还有，可以说上很多事情。 那个人可能很辛苦， 那个人可能不是那么讨厌。 会变得能够赞扬或认可别人。 但是，这
样，真的好吗。 现在的我们，稍微隔开了,不过，还可以联络。能传达自己的想法。但是，世间不总是像我们想的一样。一旦分开便不能在相互联络的人，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
也好吗？不传达给对方也可以吗？ 或许，因你的一句话有人会惊醒。 如果告诉了对方，或许对方会为了你留下来。 如果告诉了对方，或许，自己也能得到勇气，更坚强的走下去。
尽管如此这样也可以吗？保持沉默吗？ 我不要。不要做以后会后悔的事。 所以决定。 想到「要告诉对方」时，便使出勇气说出来。 或许，有等这我的一句话的人在。 追记 让Ro那
样说，觉得很高兴。 因为自己的努力的到承认？ 我，真的很努力也。(笑)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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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吧，细雪

2010.02.01

崎玉从二月一日白天开始下雨，到傍晚转雪。 昨天的天气预报这么说。 说下雪，可能不会下吧… 不会下吧… 只是下雨吧… 二月呦二月！二月雨！ 不是玩笑哟！ 一边想，一边穿了
很多去了学校。 白天，像预报的那样，下起雨来了。 并且，在白天的篮球练习结束时，麻烦的集会结束时，部活结束时，雨都没有停下的样子，一直在下着。 回家的路上。 与爱
丽丝（部活的朋友）一起，一边听着冷雨打在伞上的声音，一边矫捷地避开水洼，徒步走了20分，到蕨车站。 偶然看了一下雨，哎， 是我的感觉么，雨滴比平时白，并且看上去很
轻。 「这，难道是雪!?」，我非常激动，和在狭窄的小路前面走着的爱丽丝说。 「我想不是雪，是雨夹雪哟」 「雨夹雪？」 「雪和雨搀杂的东西。雪比较多吧」 「啊，厉害！」
我的眼睛亮了。 看地面，落下的确实是透明的结晶。但是，由于地面被雨濡湿，结晶马上溶化了，变成了普通的水，一点都看不出来是雪。 看自己的大衣，袖子和下摆附着什么，
闪着光。那是飞来的雨夹雪在冷空气中结晶的结果。 看爱丽丝的伞，那里也附有一样的东西。 这时，爱丽丝忽然回头，「我觉得现在差不多变成了雪哟」。 听到这话，我仰起脸，
目光落在了斜上的电线杆的光上。乘载在光上的白色颗粒，用压倒性的气势跳入了我心里。 「是细雪！」 说着，从头上移开打着的伞。打到脸上的已经不是很疼的雨，是柔软的
雪。 感动了。 在深圳的海边长大的我，看到雪，今天是第二次。 虽然冷得不行，身体发抖着,不过，心里洋溢着幸福的心情。 细雪哟，下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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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来吧

2010.02.27

春天，来吧 本星期为什么那么暖和，都不像2月了呢。 象白雪一样的梅花现在正是完全盛 开，温暖的，有点湿的空气打在脸上，进入到了身 体里。 已经很久没有不穿大衣去登下校
了 …一边想着，一边在春风中走着。 鞋踩着雪发出好听的声音。 总觉得，在风中有着儿回忆的气味儿。 深圳的朋友，九月刚来时的事，开始忘记的心里的悸动， 一瞬，复苏了。
刚刚发芽。 情人节过去，迎接白色day的现在，春 天移动着脚步。 春天哟，甜美的春天哟， 到我的心里来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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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演奏会

2010.03.20

第21次蕨高中音乐部定期演奏会 以下是宣传。 地方·川口riria 时间·03月25日(星期四) 18:30开演(17:30开场) 内容·合唱（日语，拉丁语，法语，意大利 语，中文） 音乐 组曲（毕业
生全体） 免费入场。 欢迎您光临。 请多关照。 追记 之前的练习很辛苦，不过有时候笑到肚子疼。详细请见定演后。　o^∨^o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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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演奏会

2010.03.28

定期演奏会 一月末的合唱比赛结束后，音乐部 朝着3月25日的定演（定期演奏会），每天奋斗不止。 今年的定演有三个舞台∶ →第1舞台，是Sandi前辈命名的「无国界合唱团」，
由拉丁语·法语·日语·意大利语·中文的7个曲目组成的舞台。 除了故乡和中文曲目以外全部是无伴奏。 最苦战的曲子是「demi」的曲子。 「demi」是宗教曲子，特别美， 对，从女
高音开始，女低音·tenor的顺序演唱非常动听，女高音开始的声音从中八度音的D开始也很棒，声部从中八度E升1个八度上E音的三次跳跃也很棒，但是 非常难。 中八度音上的D对
高音来说绝对不是那么高的声调,不过 因为是开始音，要唱的准确漂亮很难。 而且，开始只是高音，其他声部不能掩饰， 只能本声部同心合力，准确漂亮地唱出来。 作为打破寂静
的第一声，如果能漂亮地唱出来，其他的声部也能顺利加上,不过 ，如果失败，就全完了。 比赛前这个曲子的练习，高音狠狠地被说了。 开始音联系了一百次。 为了统一音质，得
到练习时间，4人商谈了。 为了不扯大家的后腿，自己一边积蓄这压力，一边每天努力练习。 结果，比赛得到铜奖，定演的时候唱的心情舒畅。 是努力的结果。 中国的曲子是「但
愿人长久」，我向大家介绍的曲子。 拿到乐谱和歌词的译文，爱丽丝(成员)很喜欢，大家说「好不容易小文在」把它加入了定演曲目。 然后，立刻开始发音联系课,不过不知道…自
己十六年来理所当然说的语言，那么难， 用了过量时间。 但是，大家语言感觉好好哟。 正式表演的时候，一瞬间，有与中国人一起唱的错觉。 谢谢大家。 →第2舞台，别号
sansute，音乐舞台。 原作是Shi，sandi前辈制作了剧本。 我的角色，哎呀，是混血的小姐。理由，英语的发音好。 因为是根上的平民，所以，有稍微辛苦了一下。 有很多小故
事。 ①演主人公的部员，不知为何，把时间（jikan)说成痴汉(chikan)不知是不是故意…（不是真心,不过），对白变成了这样 「要快点去，"痴汉”已经····」 「"痴汉”总算干上了，
但还是被老师凶了一通」？ ②再有野郎（mata)上面台词的后面的台词是 「我以为会死」的， 但本人说总想说成「死就死吧」 ③还是野郎， 主人公的姓是新垣，准主人公（主人
公一见钟情的女生）的姓是道下， 但MATA一天朝准主人公叫「新垣」！ 喂！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④演准主人公的fuu前辈，有跌倒的场面，而且那个场面不知为何，怎么也不
好，用要求重复演出…用本人的话说的话，「一个劲地摔跤」… 但是大家演技很好哟！ 正式表演非～常棒，很快乐！ →第3舞台，联合舞台也，也叫组曲舞台， 如果让我说，是杀
喉咙舞台。 3舞台OB，OG，帮手都可上的舞台， 可以胆壮是可以胆壮,不过，练习的时候身体，精神都累。 第3曲很难，有碰撞， 第5曲高音从中八度到1个八度音A上升，这样的
气势「必须呼喊」。唱不出那么高音的我，正式表演前的练习几乎一直偷懒。 并且，正式表演前连续二天联合练习， 结果正式表演那天的早上，喉咙疼的几乎不能说话。 但是，没
有办法，只好不说话，吃喉咙糖，终于 赶上了正式表演。 →重演曲目是宗教曲子， 这个从高音开始,不过，这次有钢琴伴奏开始，声音不那么高。 重演曲子是特别特别好的曲子，
感动，哭！非常喜欢！ 定演二小时结束了。 但是为了这个二小时，我们从二月开始，大体上每天练习二小时半左右。 学校的结业式临近的时候，上午课结束的自也有点时间,不过，
不过，从吃午饭的13点左右，放入休息时间，到18点半一直俱乐部活动，体育部使用的运动场的电灯消失，音乐室还在咏唱的日子，真不少。 我仍旧，在正式表演前达到状态顶
峰， 但正式表演前状态下来。 但是，跨过那样的练习，不顺，与大家分享定演。 那个，比什么都好，也很高兴。 正式表演结束时，声音已经哑了。 那样的喉咙，到前厅，向来的
客人们， 以歌声笑声送行。 知道了主人mother山本老师，戴san没吃晚饭的事。 平下先生，Kawabata先生带来小的孩子，拿来插入花瓶的花，说孩子吵闹十分抱歉先返回。 在雨
夜晚上，来看定演的客人，衷心的感谢。 送出客人之后，会场收拾整齐和聚餐。 聚餐在各种各样的意义，都很热烈。 从会场出来，限制时间快到，全体着急。(笑) 但是，这是我第
一次和最后一次的定演。 一次非常成功的定演，谢谢。 残余的4个月，请多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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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来了，

2010.07.30

我回来了， 轻轻地对自己说… 想起绚香的「我回来了」， 现在已经没有说「我回来了」的人了， 想到这些， 真是寂寞，寂寞… 妈妈，淳，一年来谢谢了！ 然后，在这边，继续自
己的生活， 与以前不同的，生活的继续， 懂得在我回来了之后，不只是放松， 而要作为家庭的一员，好好工作， 我回来了，深圳， 因为要把你变成更好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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