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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初体验

2009.09.15

图片中的这些都是和19名从中国江苏省来的短期交流学生一起做的，我昨穿了浴衣，就是夏天的和服，还拍了照。回去给大家看啊。还去我们学校的书法室写了写毛笔字。还到茶
室，里面喝了抹茶，我们学校的茶道是里千家流派，特别严格，我跪到腿都没知觉了才站起来的，茶道部的小女孩动作说不出的优雅啊，我那个时候才领悟到什么是静止的优雅。
实在是对不住大伙。到日本这么长时间才给大家发信，刚到这暂时先适应了一段。大家不要生我的气呀。 我现在的寄宿家庭是在大阪，每天坐jr，再坐京阪（城际铁路），最后坐地
铁，总计一个半小时到京都的学校。我觉得我不用再形容什么了。但是我这一家的主人对我特别好，我的日本妈妈做饭也很好吃，我从某种角度来说是相当幸运的，因为这一家人经
常接待留学生，哪个国家的都有过，所以很了解我的心情，说话也都很在意语速，连他家的老奶奶都板成普通话和我讲话，老人家时说惯大阪方言的，实在是辛苦了。 那今天就到
这吧。各位，拜拜。

董 丹丹的日记



最近的文化节

2009.09.22

　我们学校从9月十日开始是三日间的文化节。我们班为了做鬼屋，从暑假开始大家就开始收集做墙壁的纸壳了。我每天下课后，也和大家一起拼命粘纸壳。大家一起向着一个目标
努力，怎么累都觉得很快乐。 　很快到了九月十日。与文化节一起，也迎来了我17岁的生日。在当天的开幕式上，校长讲话之后，我在全校同学面前做了自我介绍。没想到的是，
校长说，“今天是とう同学17岁的生日”。听到了这个之后，全校同学自发地拍起手来。我敬了几次礼，才停下来。我怎么也忘不了那时的感动。 　然后是教室展示的正式表演。
我的工作是分配号码。一边分配号码，一边进行必要的说明。许多人认出来了我，和我说话，“对不起，你是不是早上自我介绍的丹丹？”、“生日快乐”，“你日语真好，谢谢你
的自我介绍”。有个先辈为了看我，特意地来了我们班。大家和我说话时，我一直在想是不是认识这个学长的。 　这三天的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非常累,不过，对我来说是非常宝
贵的体验。我一定会记在心里。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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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休旅行

2009.09.23

　今天一家团圆，去了滋贺县的彦根城。 　彦根是奶奶的故乡，那里还有奶奶的家。因此，我们是借着去打扫这样的名义去的。 　首先到达了我们的住所．从外表看是特别旧的房
子，但里面的电器啦用品啦，与现在的家没有很大的差异。无法相信是20多年没住的房子。其中，有个与4岁左右孩子同样大小的偶人。妈妈说“这是小沙”。“啊，什么？”，
“这个名字是可爱的奶奶起的”。可爱的奶奶年轻时一定更加纯朴可爱。 　彦根城真的是非常棒的建筑物。据说已经有400年的历史。在关原之战后建成的。本来彦根有镰仓时代建
成的佐和山城。并且今年正好是井伊直弼建国150周年纪念。天守在城的最高的地方。果然还是军事意图呀。但是现在来看，从上面俯视，视野更宽广，景色更也丰富。遗憾的是，
这次没把照相机拿来，天鹅啦，彼岸花拉，都没能照相。但是，在出口用城的印留了纪念。 　下次去二条城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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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的最后一天

2009.09.23

大家这几天玩得怎么样。 前几天的跨省际旅行刚折腾完，今天又马不停蹄地去看了俄罗斯国家杂技团的演出。 这回是和妈妈的妹妹去的。还带着我的两个———恩，就算小侄女
吧，一起去的。空中秋千，跷跷板之类的都是俄罗斯杂技的擅长项目。国家级的，的确水平很高。怪不得杂技演员不允许参加竞技体育项目，那些空中转体前后翻腾想做多少周就转
多少周。还有动物的表演，12头老虎，4头黑熊，还是看得到社会主义残留的影子。不过我个人一向是无法接受动物表演杂技的，也对杂技本身持保留意见，不掺加感情的表演，完
全摒除个人成分。观众的喝彩也只有太厉害了之类的吧，也只能有这种赞叹了。 看搞笑一家人的时候见过有人喝咸咖啡，今天我算是亲身体验了一把县爆米花的滋味，我的个心肝
脾肺肾呐，都快扭到一起去了，不过话说回来，生命不息体验不止，只也算是一个特殊的体验了，不过就是感觉有点——恩，怎么说呢，太奇妙了。

董 丹丹的日记



首次京都之行

2009.09.27

我已经不能再等了，马上要告诉大家今天的见闻。 　来京都已经两周了，但还只知道京都的学校和地铁车站，我已经不能在置京都的美景于身外了，今天一个人稍微游览了。 　试
着查了一下，在京都应该去地方太多了。就想从每天利用的京阪电铁附近的名胜开始比较方便，于是就从三十三间堂开始了（第一张的照片）。那里的正殿里安放的日本全国唯一的
1001尊千手观世音像是精华部分。这里正式称为莲花王院，是平安时代长宽2年平清盛创建的。镰仓时代重建，之后，室町，桃山，江户及昭和等各时代共进行了4次大修，保存了
700多年。看了120米的正殿和规模大的观世音像的我真的很吃惊。仅仅保存这样的国宝，就是非常困难的事。那制作时候被注入了几代人的心血呢。 　第二张照片是丰国神社。现
在的建筑是明治时期重建的，之前的在江户时代被德川家康被拆毁。我一直非常喜欢丰臣秀吉，今天终于去了供奉秀吉公的神社。好像还有丰国先生这个名字。在宝物馆看了那个时
代的铠甲。在安静的环境中思考关于历史的种种。内心似乎也明白了辛弃疾的词「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中的意义了。 感受了政治和历史之后，最后是河合
宽治劳纪念馆。什么都不管，只在艺术的气氛中，过悠闲的生活也同样精彩。关于河合宽次郎有一个评价，土和火焰的诗人。诚然，美在哪个时代在哪个国家都是被追求的对象。
今天一天非常累,不过，有价值。有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这些都是我的财富。因为还有很多没去的地方，下周继续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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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的

2009.09.27

　想说的事前面的日记大致写完了,不过，忘记了一件事情。10月3日是十五，诸位中秋恭喜恭喜（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那天是我的兴趣小组活动的第一天，啊，对了。大家
还不知道我的兴趣小组是什么。现在告诉你们。我进了剑术小组。当天的练习说不定到7点左右结束，那样的话，我可能在9点半左右到家，吃完饭就10点了，可能会忘记上来说祝
贺的话，因此今天预先说呢。大家，都过一个快乐的中秋之夜吧，没准谁会哭哟。ho-ho.那么再见。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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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换心情吧

2009.10.01

坏了大家的兴致真不好意思。下面我将功不过说一点开心的事吧。 昨天本来说好和tu老师一起游览二条城和遗迹的，但因为小雨从大阪一路下到京都，游览内容变成繁华区了。四
条河原町是以前在中国就听老师介绍过的，谁知我今天也踏上了这片土地，老字号和新兴事物的一家家小店给了这地方跳跃的感觉。看着精致的木屐还有草履，还有各种造型各种用
途的木梳，感觉到这就是京都的氛围，精致的静止的美。 然后下午参观了小学的算盘课，没想到日本也和中国一样有让小朋友从小练习算盘的习惯。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令我参观
的老师是算盘高手，也是算盘世家，曾经还因此上过报纸。现在老师的儿子也是把算盘的好手，让只会用算盘算加减的我很汗颜。 昨天还有和老师一家吃了饭，我看到了一个不一
样的tu老师，从一个认真谨慎的经济老师，变成了一个和小孩子玩得不可开交的大孩子，足足让我笑够了一天。 下一次说好教tu太太包饺子，就是不知会好不好吃，额，不对，是
不知会有多难吃，我就尽量吧，尽量不糟践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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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术小组的首次体验

2009.10.04

昨天是十五夜，大家怎么样，快乐么？ 我从昨天开始到剑术小组练习。第一天，印象最深的是，看比做难得多。 最初是滑脚。这个动作是最基本的，我觉得滑滑的感觉也很难找
到。稍微花了点时间之后，好了一点。这个练习是二小时左右，但还是时常忘了脚的幅度啦，挺直背部等。但是学长一直很和善地教我。「最开始每个人都会觉得难，不要紧哟」
「大家都是脚的皮卷了之后才熟练哟」oh my god，脚的皮，早点卷起来吧。 下面是竹剑的握法。我的问题是双手好好地挥动。学长亲切地用手纠正我的手。最后是正座，这个对
我来是最难的阶段。腿粗，时间不那么长也麻。先辈也理解我的感受，问我「腿没问题么？」。我总是笑着回答没问题，自己忍耐。但是之后，脚已经完全失去感觉了。无论如何，
坚持到了最后。因此，我想这样重复的话，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昨天真是充实的一天。非常累。不过，与自己的梦想更接近了。明天的练习也会努力的。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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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连休

2009.10.14

　这次，去了东京，有很多新的体验和感想。但是每天都在学校待到很晚还没有发表的机会。以后，想一个接一个地发表，先预先告诉大家。等着看喔。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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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东京了

2009.10.17

大家，好久不见。最近剑术的练习很忙。今天也是在没去练习之前，写的日记。 首先，10月11日我与妈妈一起去看了东京大学文化节。跳着，唱着，生机勃勃，在任何国家，最宣
扬青春，最全力以赴追赶自己的梦的都是大学吧？也看见了和太鼓。弥补了在我们学校的文化节没赶上看和太鼓的遗憾。力量和韵律的美都很好地表现出来了。在其中也看到了大家
的合作。 晚上住在横滨的旅馆。正好在横滨有名的中华街附近。那里的气氛是那么熟悉。晚饭的中华料理是日本式的中华料理,不过，总让我想起母亲亲手做的菜。母亲知道我现在
每天这么快乐的话，一定会为我高兴。这次的旅行是hm妈妈带我去的，因此最感谢的人应该是是hm妈妈，妈妈，谢谢。 第二天早晨，还没出发之前，去了朝阳门和妈祖庙。天津
也有有名的妈祖庙，所以我非常想看日本的妈祖庙。这个妈祖庙不那么大，但也是很精巧的建筑，有不同的美。但是，在里面看到了很多商人们的请求，和故乡的比有点…，不过从
远方来到日本，为了生活拼命努力，拼命忍耐，这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么。想到这些，这样的切实的愿望也可以理解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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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锻炼

2009.10.17

三连休结束了，又进入了繁忙的学校生活。本星期的星期三，再一次挑战了自我。 就是进行了肌肉锻炼。要说肌肉锻炼，其实从以前开始就做了。不过，与这次的比较，以前的都
不算什么。下面，我就详细介绍一下。 首先，从学校到二条城，从二条城转一圈，跑回学校。大家一定想，「在二条城周围跑，真快乐啊」，我最初也这样想的。但真的跑的时
候，就一点美好的感觉都没有了，只是想能不能快点快点结束啊。一共4公里，四公里，对我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距离。但终于完成了。一共花费了三十五分种。虽然最慢,不过，怎么
说也完成了。对从初中三年级开始每天练习800米的学校非常感谢。 然后，背肌，腹肌，二周跳，俯卧撑，伸展和弯曲，30个一套，一共做了三次。本来最容易的是伸展和弯曲,不
过，由于刚才跑了的原因，这个也变难了。结束这三次之后，腿也不知道怎么动了。但我觉得能持续这样的锻炼，对我来说是好事。我相信今后我能做得更好。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董 丹丹的日记



好久不见，诸位

2009.10.29

　已经半个月左右没发表日记了，抱歉。之前病了一周左右，什么都没做。终于好了之后又开始进入了繁忙的生活。每天很累，但也特别充实。昨天是每周一次的肌肉锻炼，身体还
没有完全好，,但一直努力坚持到了最后。结束之后像平时一样地做了各种练习，三十次一套，一共做了3套。最后是考试的练习。一点没做过的我也开始了练习。完全决定了形式的
动作很难记，重复了好几回，终于留下了印象。我继续努力，大家也要努力呀。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董 丹丹的日记



买东西

2009.11.02

星期天，剑术练习结束之后，终于由朋友引导着，在京都买东西了。以前在大阪花了4000日元的包，朋友说在京都2000日元左右就能买到，真令人懊悔。这次看到了各种各样便宜
的东西。要说买东西，还是在京都好。 买完东西，去长冈市看了古典音乐会。也是被朋友邀请的。一起去的有朋友的妈妈、弟弟、和姐夫。大家都是和善亲切的人。据说之前也给
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做过homestay。这样的人在我们学校还有很多.被大家亲切对待很高兴。在走廊有不认识的人打招呼也不是很稀罕的事。虽然觉得学校学习的水平太高必须努力,但
能在这样的学校真是很难得。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董 丹丹的日记



剑术新人大会

2009.11.13

上星期六，从学校出发去了福知山市。这次与剑术小组的大家一起住了一宿参加了第二天的剑术新人大会。 我只是参观的学生,不出场。但这次是每年一次的新人大会，所以我很重
视这唯一的一次机会，看了来自各学校的选手。强的学校即使候补选手也是三段，二段,比起来其实我们学校真的不那么强。不过，大家都很努力地练习，输了也一点不后悔。作为
一次好的体验，我发现了今后还应该努力的很多地方。 从本周开始，我也与别人一样戴上防护具开始练习了。被先辈打到后，，手臂都是淤青，肿得很厉害。但如果每天坚持练习
的话，很快就会习惯的。到习惯为止，只有忍耐了。那么，大家fight!!!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董 丹丹的日记



好久不见

2009.12.07

每月写一次日记很不像话哟，抱歉，诸位。 其实每天的生活如预料顺利进行着，真的像日本的高中生那样的生活。一样的烦恼，一样的期待，一样地使用「yabai」，「微妙」等词
汇。 现在，剑术小组的练习基本赶上了大家。12月12日的剑术一级审查是现在的目标，即使考试前也坚持练习。好事，现在被打到，虽然不会不痛,不过，青斑已经不出现是很大的
进步。身体变得强起来哟！变成更强的丹丹 了！ 诸位也积极地努力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董 丹丹的日记



好久没来了

2010.01.18

已经大致写完,不过，操作失误，全部丢失了。那么今天先发出照片，明天再写没有的日记。那么，诸位，请等着。。。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董 丹丹的日记



好久没来了

2010.01.18

好久没来了。以前总是说好久不见了，因此，这次换个说法。 　这一个月什么都没写，真不是故意的。只是忘记了自己的id，由于某人的帮助2天前终于想起了。因此，从现在开始
告诉大家所有以前的事。 　之后发表的照片是最近照的。寒假开始后马上，与hm妈妈一起去了和歌山的南部。那里是妈妈的故乡。拜访了那里经营点心店的亲属，他们让我看了做
蛋糕的过程然后去看了海。真是在近畿地区没有的温暖。有很多椰子树，完全是热带的感觉。在那个海岸碰到与自己一样的留学生，聊了关于留学生活的话，交了朋友。(是第一张
照片。是好天气吧)之后，12月下旬去了伏见稻荷神社。不是新年后首次参拜,不过，很快乐地登山，在山上眺望京都市。虽然是深冬,不过，心情舒畅爽朗。（是第二张照片，踩落叶
发出声响也快乐哟。）第三张是新年第二次去彦根。上次是彦根城，此次琵琶湖。如果只看照片，会以为是湖吗？ 　除此以外还去看了很多地方，会继续不断在日记中将给大家
听。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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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我的话题

2010.01.18

　上次说到新年彦根的事。那么，继续。 　圣诞节大家怎样过的？现在这样的话题是否有点晚了。还是自己查阅以前的日记吧。我25日的夜晚去看了大阪的圣诞彩灯。在光的海中
终于找到了圣诞节的感觉。其实我是一直把圣诞节作为平日的类型,不过，在日本的气氛中怎样呢、觉得有必要去感受一下看。没赶上神户的，幸而中之岛一直装饰到圣诞节，最后
一天能赶上也算幸运啊。 　上星期的周末去了清水寺。多亏一起去的担当老师才有幸看到各种各样虽不有名不过但景色极好的地方，拍了很多像美术明信片那样的照片。然后在将
军冢看了京都市。遗憾，当天很冷且有雾，看不太清。但是，在这样的安静的环境里心情也觉得舒畅哟。 　这次就到这里，还有哟，大家等着。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董 丹丹的日记



上星期末的旅行

2010.01.18

前天用从妈妈那儿得到的青春旅票去了姬路城。早上五点半起来，换乘了好几回电车，终于8点半左右到达了姬路。到底是世界遗产，非常漂亮的建筑物。地上6层，地下1层。9点
开始开门，我9点5分进去的。去天守阁时一个人都没有，阴阴暗暗的，有点害怕。可是，第一次进入天守阁也很兴奋，看展览的文物，有触摸历史的感觉。门票花了600日元，可得
到了有更高价值的东西。 　昨天去三十三间堂看连射远靶。一点都不知道有关射术的东西,不过，怀着兴趣去看了一下。虽然用的武器不同,不过，我感觉有点与剑术一样的气氛。从
120米外的距离射中靶子真的很帅。并且，女孩子们各种各样的漂亮的和服裙子也是亮眼的景色。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董 丹丹的日记



没什么

2010.01.25

　本星期的日记想写些什么，不过，真的没发生什么大事，就说说上星期六吧。 　上午，与平时一样，哦，不对。是与这几周一样，去了外科医院，接受了再诊断。大家还不知道
吧，最近我的脚受伤了。最初说是疲劳骨折,不过，二周之后用X光线照已经不是这样的情况了。因此，从新年前开始，剑术小组的练习只有摆摆样子，除此以外的肌肉训练也不太可
以。一共休息了4周，前天老师终于说，如果不痛了就开始剑术训练吧。好呀！已经无法再忍耐了！星期日的练习，隔了好久地带上面罩，好好地练习了。但是体力非常不足，比其
他的成员慢了很多。哎呀，如果今后不更努力，就赶不上大家了。ddd加油!!! 　下午到大阪国际交流中心出席了志愿者活动。与周老师一样为孩子们读小人儿书。参观前，想得很简
单，不过，看了其他的先辈，产生了做那样的事好害羞啊，我能行么这样的疑问。非常没有自信。不过，很想体验一下。因此马上进行了志愿者登记，从三月开始活动。想在回去前
做更多的事情。想孩子们的说话方式，考虑孩子们喜欢怎样的事，是今后应该解决的问题。 那个看起来很难，其实我们也是从孩子时代刚刚毕业啊，我对这种想法的转换真的很吃
惊。 　话错开了，抱歉。以上是我上星期做的事。大家都在盼望着马上开始中间进修，一起能过春节吧。我也是。老师已经告诉我从学校到宾馆的路。还有半个月。在京都等着大
家哟。（说了没什么,不知不觉间写了这么多，haha，别介意）

董 丹丹的日记



吉他考试

2010.01.25

上星期的星期五，拿到了书法授课上做的书法日历。我写了自己最喜欢的中国的谚语。假名的练习也很快乐，我感觉比汉字容易写，想来可以写的更快。 并且音乐课是吉他考试。
曲子是「乡愁」。以前不只是吉他，其他乐器都没接触过，只是相信自己的喉咙是自己最好的乐器这样的话的我，第一次可以用吉他演奏一曲。顺利弹完之后，非常满足。大家的音
乐课做什么呢？除此以外有什么选修课很有趣的吗？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董 丹丹的日记



ddd的首战

2010.02.01

　从上星期开始伤有所恢复，返回了普通的练习,不过，脚还很痛，一半时间练习，一半帮着测时间，一边看别的人一边练习。上星期日，由于人数的原因我也作为团体战的选手参
加了比赛。 　应该首战，对谁来说都是一样吧。一样紧张，一样不知怎样做。我也一样，团体战第三人被称为中坚,但，前辈叫道我的顺序时，我真是吃惊，不知是哭好还是笑好。
但不管怎么可怕，现实也不可躲避。该我了。开始时的行礼...完全乱七八糟。不明章法的我完全和对方不合拍。据说对方也是第一次比赛。因此，渐渐我也放松，自己开始积极进
攻。但是奇迹不是那么容易就出现的。对方并不那么强,不过，以平局结束了。第二回合是，对方个子高，对视时，有被从上面俯视的感觉真的很有压迫感。按教练的话，第二次比
赛心理上输了自己。最后同样是平局。昨天最后的比赛，对方是亚军学校的选手，真的很强。三分种的最后失了一手。输了。但是我能有所学习的输比起毫无收获的的胜利算有胜
处。 　团体战与个人战不同，是团队作战。虽然比赛的时候是一个人作战,不过，听到fight的声音，和前辈的指点，才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大家一起努力，正是我喜欢的感觉。 　
这次是我的初次比赛，第一次体育比赛。以前出了无数和学校的运动会完全没有体育比赛的经验的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我想今后还会连续不断有比赛。一定要取胜一次。ddd，
fight！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董 丹丹的日记



上星期

2010.02.08

　关于上星期的立春前一天的事大家都讲了很多了啊。我跟大家差不多一样，所以，就不必再说什么了。 　想说是关于中间进修的事。上星期星期日，与在京都的同伴二人一起，
去买了点心。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中间进修的时候想给大家吃。总而言之，诸位，马上，再有一周就可以吃到京都最有名的八桥点心了！一定敞开胃口啊。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董 丹丹的日记



大家，好久不见。

2010.03.23

真的好危险啊，这样下去的话，回去时也得不到1000分。从现在开始努力是不是晚了啊。 首先说明，为什么写这么长的日记，。中间进修之前进行准备，结束之后马上搬家，搬家
之后马上期末考试，考试结束之后去东京修学旅行。今天正好是一年的毕业典礼，所以觉得应该写些什么。 大家最近怎么样？我考试结束之后，去了东京fw。怎么说呢，我觉得有
很多意义。对于处于必须考虑未来时期的我们来说，能参观很多企业，会有很多感到有趣的地方，但也有比起这个更重要的目的。我觉得度过了更有意义的三天。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董 丹丹的日记



郊游

2010.04.30

好久不见，大家。大家最近好么。春假怎么样？充分休息了么？去看樱花了么？我从现在开始必须努力了，不得500分的话会很不好意思的。 前天去郊游。乘坐京阪去了枚方。这是
搬到京都市内两个月后第一次做这么长时间京阪。好怀念啊。搬家之后轻松多了，现在上学时间相当于之前的三分之一。 春天真的来了。最近京都天气或者晴或者下雨,怎么说都4月
了，错了，快5月了。穿毛衣的我。。。真的计算失误。在淀川公园的河川地上玩「拉手鬼」时（有点不好意思,都高中生了）很难受。但是因为很快乐，没太在意。 中饭是BBQ，
肉和蔬菜是理所当然的，蘑菇和饼干是常见食品，面包和地瓜是好主意。好吃哟。大家也试试？ 郊游玩得很痛快，之前没说话的同学也说话了。交了新朋友，郊游，真好啊。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董 丹丹的日记



赏樱

2010.04.30

这是春假时的事。因为赏樱，京都到处都是游客。去部活时，也要早早出发。对于安静的京都来说这稍微有点奇怪（个人意见）。我家附近是有有名的哲学小路和银阁寺，所以有这
个感觉。 有一天，我想去散步，因为不知道路，寄宿家的弟弟问(是弟弟吧)，很善良地带我去了。这个是这样哟，一人赏樱也很奇怪的哟。 二人从家里出发，计划1个小时左右返
回。却从哲学小路出发去了银阁寺，出发之后吃了中午饭，登上了大文字山。相当，在预定之外。登山之后，沿着哲学小路散步，结果花了4小时。拍了很多照片，说了很多话。很
快乐。赏花。弟弟也是第一次为了赏樱而赏樱，觉得很好。是呀，因为在身边，所以觉得很常见，知道它的美，却感觉不到。剑术小组的教练也给大家留了赏花的作业。大量的游客
从全国甚至全世界到了京都去观赏樱花，对本地的人来说也是骄傲吧。 除此以外，还与朋友去了圆山公园，二条城，京都皇宫，四条附近的鸭川。赏樱花。 来到京都真的很好。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董 丹丹的日记



剑术小组

2010.05.11

　 5月15日，葵文化节，还记得么？但是对我来说，这可能是最后的比赛的日子了。 　 本星期六，是进入到剑术小组八个月.与大家一起努力很累,不过，很快乐。现在说是太早了,
不过，真的满怀感激之情。最初还不能出场比赛时担任记录员时，与毕业的前辈见面被说「很有留学生感觉」时的绝望心情，拿到自己的名牌，大家说很帅的汉字时，第一次出场比
赛，听到大家声援的声音时，看初学者的练习作为真正的前辈听到敬语时，所有所有都很珍贵。第一次进入体育系的俱乐部，体力不好，伤呀淤青呀水肿呀，全都出现了。但是第一
次这样成就感充满心中。渐渐地，听得到自己心里你也可以的声音。这种自信是用自己的力量形成的。真实感觉到心里坚强的人，特别是女性，才能进入剑术小组！ 　 带给我这种
种回忆的剑术小组的大家，谢谢。今后自己和大家都要继续努力呀。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董 丹丹的日记



星期六的体育团体战

2010.05.18

　上星期星期六，就是先前说过的综合体育比赛的日子。结果怎样？大家也一定想知道吧。现在，宣布结果∶全部有二场比赛,不过，第一场比赛由于手续的原因未能参加，第二场比
赛是与近畿地区优胜队日吉丘打对手，对方三段，只有一级的我30秒左右不到，即被扼杀了。。。 　结果是这样。不过，并不懊悔,只是健康状态不是很好，又患了感冒。暂时休息
一下，然后有了好好地考虑的机会。今后怎么努力通过初段考试。时间没有很多，悬。但是，相信自己能行!!相信从10月开始来的绝对有价值，一定有帮助。TanTan，瞄准初段考
试，加油！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董 丹丹的日记



留学结束了

2010.07.28

真是很久没有写日记了。马上就要毕业了真是寂寞。 日本的大家能看到吧。在日本的一年很快乐。老师们，说永远是朋友的同学们，谢谢大家。 （这是把日文投稿翻译成中文的文
章）

董 丹丹的日记



hi

2010.10.10

大家，好久不见！ 隔了好久在心连心的WEB发表日记。现在，读着五届生的日记，突然像看到了当时的自己。说起来，好怀念啊，从日本返回已经是三个月前的事了。在日本时特
别快乐，现在觉得有些寂寞。回顾过去，那时做了很多事真是很好，因此从现在开始更努力创造自己的未来！加油，ddd，不是今后的挑战在等待着，而是在等着挑战！大家也请努
力。 再见。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董 丹丹的日记



寒假

2011.01.25

好久不见——不变的寒暄。 想说的事情有很多，从哪里开始呢。首先，新年快乐。（说得有些晚了）。希望今年对大家来说也是很好的一年。来自交流基金的老师们的贺年片已经
到达了，真的谢谢。看着照片，马上想起了善良的老师们。去年承蒙关照，今后也请多关照。 5届生的大家都很活跃呀。看了录像。有点变了很多的感觉。不是奇怪，而是接受了比
我们更年轻的人，四届生的大都很正式这样的感觉。 从上星期开始寒假。可以休息一下了。日本现在不休息，大家努力！（我有点过分啊）。 我回国之后头发一直没剪，发型已经
变了哟。遇到日本的朋友可能也不认识哟。 朋友上次告诉我在天津也有剑术同好会，但现在时间好紧啊。到高中毕业之前，只能停一下了。 今天看了在日本看到中间的电视剧的最
后一集。一个人看时，想起来在日本时与host family的弟弟一起在起居室看电视剧很晚，说笑的事情。真的好怀念啊。想问一下。诸位，好吗？每天快乐么？我也努力着哟。大家
也是。能看见这里写的啊。能不能听到我的心声。 原来班的同学里的好朋友全都成功考上了大学。明天要去玩，喜不自禁。我也是还有一年。最后的高中生活，享受着。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董 丹丹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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