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于来到的日本

2009.09.02

开始学习日语已有4年了 这期间学了很多东西 但，也知道自己有很多不足 去年已经获得了一级 但直接和日本人交流的时候，还会很紧张，想不起单词。想早点能讲的流畅起来。 这
一年，一定会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祖 天琳的日记



剑术。。。

2009.09.09

今天是第一次参加剑术课,很吃惊 剑非常沉重 让用三根手指握住怎么也办不到 比起剑,护具更重，比上学时用的书包沉得多 好辛苦 舞剑时我才明白:动画片中的剑客们真的非常辛苦
但是 剑术还是很有趣 北高的剑术好象相当厉害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祖 天琳的日记



愁啊愁啊。日剧里演的全是假的（一家之言。。。多多包涵） 连载1

2009.09.14

1.校服 几乎所有日剧里对日本高中女生校服的描写都是水手服，可是事实上真正用水手服的学校少之又少，终于出现一个居然还是灰色版的 然后便是领结了，日剧呀动画呀看来看
去总觉得好像是能解开系上的，可是原来是纽扣式的。。。如图 至于正宗的水手服应该是用系的吧- - 最后说下鞋子，所有人都穿着一样的鞋子，以至于我以为是统一买的结果事实
不是这样的……原来是所有人都去买的一样的鞋子。。。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真是有如五雷轰顶般的大囧了三日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祖 天琳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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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20

2.上课 上课的时候总是很安静，没有说话的，以至于老师提问时也是（所以老师们总在点名提问）。老师讲完几句比较搞笑的话只能自己呵呵几下，台下不会有什么反应，让我觉得
老师很悲哀。。。提问方法也很特别,比如是9日就会先叫9号同学回答问题,这样一天下来9号同学几乎要疯了 教学方法多样而浅显易懂到了一定地步，不光教科书上有丰富的图片帮
助理解，老师也是很勤于画图的。我最震惊的是讲社会的时候老师拿出了冰箱贴似的所述人物半身像唰唰唰粘在了黑板上，于是下课时黑板上贴着十来名伟人，甚是壮观啊。比较可
惜的在于教室里没有电脑和幻灯机，要不然一定会有更加多样的教学。 老师们非常负责非常努力地要学生学会知识还有不产生误解。。。所以就有了把x轴y轴形象化的自制教具，
所以就有了把已完成板书擦掉重新补全的老师，所以就有了在底下小小地感动了下的我 最后要说的是有的时候前半节讲了保健知识结果突然就换了老师改讲数学来了,弄得我手足无
措.至于公开课也是极尽节省时间之能事,进行到一半请学生上去做题时就换了另一位继续讲…啊天哪

祖 天琳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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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25

3.教室 首先是楼层安排和国内相反，一层是来客登记室啊图书馆啊接待室（真实身份是校长室）啊还有小卖店和鞋柜什么的，所以从二层开始是教室。老师们都挤在一个叫职员室的
大房间里办公，走廊里放着一些大学的资料，然后就是三年级的教室了。所以二年级就在三层了，当然，实验室什么的都分开在各层了。据可靠消息，这样的安排是为了三年级学生
去找老师商量进路（也就是考大学还是短大还是工作这类事情）时方便。。。。嗯，的确方便 其次是教室里的物品，就算是一年级教室也一定会有一个书柜放着各大学索引介绍什
么的，而且总会有进路调查表和每天学习时间报告发下来，多少增加了一点紧迫感吧。还有就是强大的清洁板擦的一个机器，如图，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欲语不能

祖 天琳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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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01

4.日本高中生一点不轻松 在国内的时候毕竟消息闭塞而且经常以讹传讹，所以我一直以为日本高中生很轻松，到了日本才知道还是国内好，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国内课程的确有
难度（不知道为什么，日本课程那么简单结果一个一个都在叫难），但是这样才有学习的意义，而且考验的应该说是耐心，可是日本就不一样了。 一般情况下上下学都是一种考
验，很多都是要走到车站（有时还要跑着赶电车。。要不然就要坐一小时后的了）然后等车然后晃晃晃到站（不说火车，就是国内的公交车都比这里电车走得稳）然后又要走回家，
一般单程就要花一个小时，至于下雨下雪天那就更加辛苦了。而且我感到很不解的是人人都背着硕大无比的书包而且貌似装了很多很多书，要是每天背着如此重担上下学就我看来便
是伤心的上学史一页 而且很多人都加了社团活动（学生会居然也算一个社团活动。。。）于是很多时候放学了也不能回家，体育类的要进行艰苦的训练（然后参加比赛），要是考
试没考好还会被迫参加学习会（补习样式的）。很多人都喜欢在学校写作业和看书，可能家里没气氛吧。再加上有时候面临考试学生们就更是满面愁容了 我刚来的时候看着没几个
人戴眼镜还以为他们都眼睛很好呢,后来一问才知道都戴着呢,不过是隐形的…高年级的话普通眼镜会多一点.

祖 天琳的日记



生硬的话题。

2009.10.01

　学校让作为留学生写篇作文就写了这个,不过，还是有点生硬、、、对不起。就此发表一下。 　特别的地方，就是对他人的体谅 　以前就觉得日本很先进非常好，从飞机下来，最
初觉得的是经常听说的「空气新鲜」等，建筑物也不是与北京那么不同。走的人也全部有与中国人同样的脸，从外边看城市没有明显的差别，但里面的人是确实不同。 　任何地方
都有为盲人设计的点字，希望得到注意。太多地方都有，甚至普通的家庭买的电器也有点字。巴士设计的也方便轮椅上下。在这样的环境中，大概身体有残疾，也能感到社会的同情
心，内心感到一点温暖吧。 　学校里也有很多便利之处显出对人的体谅。鞋箱子旁边有伞架，不会忘记。为了能随时进行升学咨询，三年级的教室与职员室同样在二楼。关于大学
的资料也满满地放置着到所有的教室。并且，教室后面有大的柜子，考试的时候把书放在那里不用搬来搬去。 　教室里不想我的学校那样有计算机,不过，教师们积极制作各种教具
能补充了。 　日本人对外国人比我想像的和善得多。面向全校作了自我介绍，全校人都用中文问「你好」。不知道的人也向我寒暄。有什么不明白的事谁都热心地告诉我。 　因为
总是仿效日本人与人寒暄，日语相当有进步，但我觉得日本人的生活非常辛苦。 　日本绝对不是天堂那样的好地方,不过，对我们留学生活一定非常有帮助。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祖 天琳的日记



作为中国人。。

2009.10.02

最近有点很吃惊的事。。。 上次，骑自行车绕家附近遛弯，路过一对步行的夫妇的旁边,然后，听到妻子对丈夫说:那个女孩是中国人哟。。。唉呦，那时候真的汉啊。首先想到的
是，在左边骑车，没错，信号看了，没错，让车了,没错，检查来检查去的。要是做错了什么，可能变成国家的耻辱。然后我比平时小心十倍的骑车回到家。 还有另一天，上车站的
台阶时，旁边的另外的学校的学生说同样的话，也听见了。那个时候是要死的感觉，哎呀，还是因为城市小吗？不管怎样，就当是全部的人都知道我是中国人吧。父母和，学校的老
师和，国际交流基金的老师都说着,不要给中国丢丑，正是现在这个时候开始，对，比谁都遵守规则，即使不明白也好好听课，感到为难时也继续努力，我决定了。 我还很无力,不
过，现在我至少可以努力不丢丑。 说些无聊的东西很抱歉,不过，我和大家一样相信中国一定会更强。如果有一天能为国家作些什么，比什么都光荣。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祖 天琳的日记



走了二小时，没有泥

2009.10.08

　今天大家都知道，台风来了。不过，到底没能与初中生一样，去了一下学校。回来后看了一下鞋，确实有很多水，,却没有泥，很吃惊。。。 　说日本是非常干净的国家，就是指
这个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祖 天琳的日记



河童寿司，哈哈哈(伪BROOK)

2009.10.10

　今天的晚饭去河童寿司吃的。因为很是吃惊，所以写一下。。。 　在中国也吃过寿司，所以对为什么寿司一个100日元(实际上105日元)可以随便吃非常奇怪。但是，看到寿司的
时候，觉得有点明白了、、、这个这个，只有在中国吃的寿司的3分之一的大小。我想这个是不是便宜的理由呢。不过，问了host family的妈妈，听说日本的寿司好象全都这个大小
的，再次吃惊。 　说是回转寿司，也可以简单地订购。可在店内不能拍照片。我现在不能很好地解释很遗憾，下次去的时候，就说「想宣传一下」，求他们试试。订购的机器每隔1
米有一个，试着用了一下，既有种类，照片和价格都很清楚地标注着。点了之后，像电车一样的「东西」就会把寿司什么的送来，取了之后按按钮就回去了，确实很方便。 　最后
想说的是小心酱油。最初与吃饺子的时候一样，满满地放了酱油，把饭的部分蘸酱油吃,结果饭浸到酱油里，味道怪怪的。再试一次也不行，就决定不用酱油了。。。大家一定注
意，不要重复这样的悲剧的～～～ 　(回来的时候去了nice这个超市,有很多很多东西，虽然平时也是这样，但很吃惊很吃惊，努力记着路好下次自己也能来，不要迷路了。。忐忑不
安)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祖 天琳的日记



像做梦。。。

2009.10.16

四天三晚的修学旅行结束了。。。虽然我有所预料，但仍觉不可思议。 　受到面试来到日本，从一年级升到二年级，和现在与大家一起旅行的事，全部都不能相信。可能到真的相
信的时候就是已经应该返回时候了。。。（忘记了照相机的电池充电器也是不能相信的。哭、、、） 这次的旅行也去了到金阁寺，没想到能再一次看到金阁寺，也根本不知道它那
么有名。 为什么世界上最古老的木制建筑是法隆寺,我不太能理解。不过，气氛相当严肃。(和尚的日语太好，我不能很好理解他说的意思。。。。。。。) 嗯。USJ的东西好贵!!!人也
非常多,不过，是个好地方。如果是和大家一起去的话，至少应该带1万日元才好。 最后，导游的关西方言和歌很有趣。老师们为了我们不得病，能愉快地旅行为我们做了很多,非常
感谢！(敬礼。。。)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祖 天琳的日记



做了翻译。。

2009.11.01

从昨天下午到今天白天，又有两个中国女孩子来homestay.因为她们只学习过英语，日语只是会几句寒暄用语，所以我承担了翻译的任务。 就是这短短的一天，我开始明白了翻译
这个工作的重要,不过，也懂得了语言不过是个工具。 最后，小宋，小夏，再来玩。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祖 天琳的日记



11.2 特别冷！

2009.11.08

买了传说的「紧身裤」，但是根本不像宣传的那样防寒，又薄又冷。。。好像只有空气通过似的。。。 　从以前开始一直零度以下也上学的日本女孩子们，了不起哟。。。但是，
还是太冷。。。还没下雪。。。 　出生十五年以来，才开始喜欢中国的制服。冬天可以穿很多很多！。。。 　我觉得因为日本是海洋性气候，冬天应该比内陆暖和一些，真是大错
了。 Ps:一次雪一次雨之后，现在以非常暖和，室内20度，好像要继续两周，很高兴。果然还是暖和好呀。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祖 天琳的日记



非常失败的讲演

2009.11.15

　 在中国参加过两次演讲比赛，不过，第二次时被练习折磨得尽失兴趣(根本就不太擅长。。)。发誓再不参加。 　 但是，一个月前，正好是修学旅行时，接到通知，真得不想参
加。不过，觉得不能做逃兵，所以申请了。非常不乐意地写了原稿背诵，今天的正式表演果然太过紧张，弄错了两个地方非常不好。 　 我觉得很对不起给我改稿的古典老师和爸
爸，纠正音调的妈妈。自己真的没有用。但是，再有这样的发表，我即使讨厌也要参加。在回国之前要做到怎样的发表都不紧张。 　 参加奖有5000日元的图书卡，想买英语书。。
因为日本的书特别贵。。。。。。 　 所以，我还会努力的。 　但可能是对我没用的惩罚。为了让自己稍微平静一点戴上的连衣裙的手镯丢了，怎么找也没有。最后在别人的桌子上
面找到了，很受打击。。。。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祖 天琳的日记



想家的理由有很多

2009.11.20

　一个人在国外，在多好的环境中，也会有很多想家的理由的。但大概没有逃跑的理由。 　自己努力做着以前父母做的事时，即使做得很好，也有点难过。 　与朋友商量马上能解
决的问题，现在自己必须花很多时间来做，所以有点难过(特怀念自习的时候。。。) 　总是随便用的计算纸张现在成为了重要的「资源」。日本人实际没有这样的，我使用时总是把
笔记本弄坏（总有象做了坏事一样的心情,想不到好主意 、、、） 这二个月查了很多日本的大学的申请资格，越查越发现大事不好。 　18岁的要求了，12年的课程了，特别是「在
国外学习结束」了，真是严格地令我生气。 　从前的我，如果知道了18岁的要求和学费的事，马上会不上日本的大学了，现在的我没有逃跑的理由。总是为从前没好好学习的事烦
恼，但不管现在的学习对未来有用，还是没用，总之不能偷懒。 　嘿，总之如果努力，一定会有好的未来的。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祖 天琳的日记



日本的纸币全部都像新钞票。。。

2009.11.28

　来日本就要三个月了,但这期间，从没有看过很旧的纸币。 　我觉得是因为日本人都用大钱包，不太折。但问了寄宿家的妈妈，好像百货商店，回收旧的纸币，不断地换成新的。
很吃惊。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祖 天琳的日记



每天在勤奋地发电～

2009.12.05

从家走到车站稍微有点远，妈妈买了自行车。和中国自行车的锁的用法非常不一样，大吃了一惊。但最大的不同是骑时灯会亮。 　最初由于习惯了惊异于日本的技术，没太大感
觉。但在保健学了关于电的知识，我觉得这真是非常好。中国也快点安上这样的灯就好了。（大概不只是前面，在左右也安上小的就更容易被车发现了0.0）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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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文的老师那儿得到朝日新闻～

2009.12.18

当然有很深很深的原因！ 　12月12日的朝日新闻晨报是与平时相当不同（平素竖写版很难读全然不看,不过）！海贼王的整版广告有9页之多。好像第56卷初版发行部数285万部成
为漫画历史上最高纪录，想「集英出版社一定花了不少钱啊」。 　老师自己订阅朝日新闻，说看到海贼王的广告马上想起了我。 （说起海贼王就是我～～～）真的Jump为有宣
传，当天在车站的小卖部老早就买了,不过，老师特意为了我带来非常感动。 　顺便，妈妈也给了我海贼王的布娃娃和包，同学给了我电影的传单（不知为何自己去找的话总是找不
到）。有被提醒「日本不只有漫画哟」,不过因为漫画，不然日语也讲不流利，为这个请大家原谅～～～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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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 WORLD～一生一次的三天

2009.12.18

STRONG WORLD，是漫画「ONE PIECE」的第10部作品的电影。为了看这个电影，请朋友爱美，10月就买了预售券，非常期待着（因为有优惠活动，可以得到海报～～）12月12
日的到来。 学校的日程，正好从10日到15日是定期考试,(为什么双休日也要列进去呢？～～)，从开始就用拼命的决心，为了能享受电影预先开始复习，嘿，从11月开始我已经连续
不断解习题集了。 在秋田县只有ION那一个地方可以看，我问爱美人会很多吗，爱美自信的说「不会挤的 不会挤的」，虽然是半信半疑，但还是把见面的时间定在了12点。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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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 WORLD～1-3

2009.12.18

终于到了12月12日。 从家到电影院因为花费1小时，想反正是去不如早去，10点到达ION，但是，很长的队。。。要说有多长，从售票口在的三楼一直排到一层了。。。不只是
长，一行有四人左右，真是极为壮观。。。一边感叹到底是全民级别的漫画，一边后悔自己的轻视。(虽然是后话了，据说电影公开第一天很多的剧场满员，一日销售额达到4亿日
元。。。还没到一周，就简单超过哈利波特，很有可能超过日本电影史上最畅销的电影了)。与朋友12点再去观察情况，只有100米(是真的)左右的队了,查阅了电影信息，下午全部
满员没有排队的意义了，爱美放弃了，我们决定13日早上一大～早来看（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个荒唐的决定）。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祖 天琳的日记



STRONG WORLD～2-3

2009.12.18

终于到了12月13日。 早上8点见面,不过，秋田的人都开车，所以巴士啦电车没那么发达。查阅车站的时刻表，如果赶不上6点40分的电车就来不及,不过，无论如何太早了，早上又
非常冷，感到为难。爸爸知道这个事后，用车送了我，很感动～好像姐姐们没有这样的待遇的。 今天见了爱美就马上去电影院。在等爱美的时候看到闹着海贼王的传单好过路过的
人。因为太早，没有过分排列,不过上午的票全部售完，下午的大部分也没了，留下的很靠前的座位，爱美下午有事，只有买第二天的票。 嗨,昨天有100米的队，全部售完也排列的
人，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不过现在理解了，他们是买今天的票。自己的愚蠢犯了二次。笨蛋不死改不掉。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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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 WORLD～3-3

2009.12.18

终于到了12月14日。 上午的考试结束，在教室稍微复习了保健（仅仅因为带回去太沉），再朝电影院出发了。 积着雪，如果跌倒就惨了，是第一次坐，心中没底,不过，还是决定
了乘巴士去。 去时花费500日元，没坐过站,不过。返回时在「秋田站前」下来，却不知道从那里到车站花30分相当受打击。 因此一边等4点半，一边在脑海里浮现0卷。0卷只有
150万册，只有入场者能得到。看到那盛大的状况，想一定双休日里就没了，非常懊悔。可是，奇迹在哪里都会出现。居然得到了！特别薄只有0.5厘米,不过，衷心觉得幸福的（为
这样的事觉得幸福，一定有人怪异,不过，人各有志嘛）。 我终于进入电影院中，一边以15年来最为欢欣雀跃的心情等待开始，一边没有白努力学习日语。并且被爱美笑道「笑的很
开心嘛」。就这样以那个表情迎来了开始。这确实是最高杰作。从最初到最后我一直带着各种各样的笑容看的屏幕（还好爱美没有看这边，不然会认为我很异怪）。途中哭了2次。
看过各种各样的动画片，最初都有趣,不过开始看海贼王后，许多的动画片毫无表情的到了最后，还是海贼王最棒，哼哼。 如果朋友被强大的传说的对手夺走必定战胜对手夺回朋
友，这样的材料,这样的故事情节，能这样抓住人的心，这样在故事的起伏中人物性格造型的统一也是第一次看到。评论已经不能言词。有机会大就算是消磨时间，去看一次，特别
这次原作者尾田荣一郎老师总指挥,到底是比前面的7作品（其中2作品好象跳出动画片）好多了。 结果日语还是不行，完全理解的只有9成，不知道的单词相当多。但是我一定要为
翻译这个作品帮忙，要更努力学习日语。已经小说化了，要调查很简单。 这个三天不断去ION，已经一生都不想去,不过看了电影又精神百倍，特别好的经验。再看电影从前一天的
夜晚开始排列。 嘿，别看这样，理科的复习也过了一次，有点害羞但不是不能见人的成绩，下次发表。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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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三回定期考查的反省

2010.01.16

　休息结束了，考试也结束了，现在才反省寒假前的第三回定期考查，有些奇怪。不过之前说过「之后报告」这样的话，所以试着写一下。 　数学2是82分，班级的最高分是84
分，平均是55分。我觉得不会出直接证明微分定义的题，所以都没看一遍，很后悔。看起来很麻烦的题，因为时间没有做，也很可惜。看来日本理科时间是最重要的呀。数B得了85
分,这个也是平均55分。求数列的一般项的问题，忘记了n=1时候也需要证明，吃了很大亏。。。。。。关于∑的计算也做得不好。痛切地感到了公式是王道。 　古文是33分，平均
是56分。秋田北高中30分以下是不及格的分数，所以竟然及格了，相当吃惊。可是古文只是在上课时读教科书，上课时也是云里雾里的状态。顺便说一下，一点没学习的是，古汉
语，保健，日本史。古汉语是46分，平均是66分。古汉语读法非常微妙，非常想在中国学习古汉语。a～中国的语文老师变得亲切起来了。 　现代文是51分，平均是49分。也有得
了40分啦43分啦，因为及格了，高兴地叫起来的人。知道我的分数有点受打击。毕竟考试未必能完全正确地评估能力啊。 保健全都是三选问题帮了大忙。因为只是考试前读了二次
教科书，稍微留有印象,如果是解释名词什么的就一点办法没有了。。因此是71分，平均是75分。我们数理探求班的平均分数好像是学年最低。 　日本史都是听也没听过的人和事
件，看教科书就头大。。。果然是23分。全凭着印象， 把「恶人正机说」写成「恶人往正说」，「三斋市」写成「十日市」，「德政武装起义」写成「武装起义」，「京都大番
役」写成「京都番役」的，一半都错了。 　我想这次考试最失败的是生物。遗传的等级10的问题都解答出来了，但正式的问题的意思弄错了，成了悲惨的事件。之后，听了科学家
的名字啦，名词啦，非常茫然。。结果是68分，寒假中一直很消沉。。。不知道平均分数。 最后化学（没去上英语课，也没参加考试），81分，不知道平均分。。。「ボルタ电
池」写成「ボルト电池」的刹那，头脑中是空白的。。。日本的方程式只有冷热反应的方程式使用「=」，别的用「→」表示。中国普遍都是用「=」，考试时慌张地写成了
「=」。。。 学习过的地方错了，大部分是由于因为不注意，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改正。我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过，错了太多之后，就能慢慢地改正吧。那个，已经不
想了,如果对谁有什么参考价值的话，我会很高兴的。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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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家同进步

2010.02.17

　来日本之后半年过去，中间进修又与中国的朋友见面了。真的非常非常吃惊。大家不用说日语水平有提高，简直是无法相信的进步。用日语能很普通地聊天。半年就能如此流利、
真令人吃惊。实在是环境变化人也变化。 也有发表,不过，是与半年前一样的紧张，自己也觉得很不好意思。今后要学会快速地恰当的遣词用句。应该我也有些进步,不过，大概自己
觉得很棒也是有很多错儿所以很没有自信。。。。。。 盐泽老师说「35人有35种不同的留学生活」。听大家讲俱乐部活动和马拉松等拼命努力的故事觉得自己很无面,不过，我想首
先努力学好英语和有机化学。 最后非常感谢中间进修的机会。大家借机相聚讲述着半年来的经验，觉得自己好像去了日本所有的地方。并且比在崎玉的时候交流到更多，朋友也增
加了。但是刚刚成为了朋友又不得不分别的凄凉从开始就有。最后还听了很多前辈们的故事特别值得参考。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祖 天琳的日记



和越南人成了朋友

2010.03.13

上星期，两个从越南来的女孩子来homestay。因为我英语不太好，所以交流很困难。不过，感情是共通的（我觉得是这样的）。。。。。。 　 两个人第一次遇到我时好象非常高
兴，之后知道了原因。因为发给两人的homestay信息里，我的性别是男。。。啊。。。已经不是那么吃惊了。。。但冷汗还是止不住。。。比起来，日中交流中心的老师们认真多
了。～是，拍手吧!! 因为从4日到11日有第四次定期审查，所以我与taku没能一起玩很多,但还是听了很多越南话。班级里有个非常喜欢中国的男孩子，我送给那个人中国的纪念币做
礼物。当然是让hau拿回去的。并且，民族服装的学校制服好象是中国产的，真的很吃惊。然后，然后～送给我的礼物也附有中文的说明。这个也是MADE IN CHINA。所以我流着
汗翻译了那个礼物的用法。但是，那个是相当可笑的中文。 照片照的是我和hau交换民族服装之后的照片。那二人也是高中二年生,不过，印象完全不同～～～～～ 关于越南的朋友
的报告，以上～～～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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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哭中，～去了一直想去的动画片博览会～～～

2010.03.31

　去年的这时候，我看了网上去动画片博览会的人拍摄的照片。刚一看，我的心就被吸引了。多么想亲眼看看啊，怎么令人懊悔啊。并且，去年的我连想都不敢想的梦今年得以实
现，就连实现的现在也一直不能相信。我是幸运的吧。星帆姐姐正好3月27日大学毕业典礼进行，我是与爸爸和妈妈一起去东京的。一人的旅行没被允许。。。。。。 　直接说动画
片博览会当日的事吧。 　9点半到达了会场,不过，从6点开始排列的人也有，队列相当壮观,四人一排，全体规规矩矩地等候着。没有什么聊天的人，可以说安静。要是中国人排列时
能保持这样的状态，中国可能已经老早是发达国家了吧，我不由叹息。 　10点，队列开始前进了。11点成功入场。当然相当拥挤,不过。我一边看各种各样的展出作品，一边欢心雀
跃。当然最欢心雀跃的是看海贼王的商品。聚集了所有十年间海贼王的动画片主题歌，而且有映像的「MEMORIAL BEST」CD也有,不过，要4000日元。太贵了只好死心。是父亲和
母亲相当辛苦才能挣到的钱。。。。。。因此我想快点开始打工。明年的现在是是高中三年级，拼命学习中,不过，后年的现在应该在日本，而且应该考上了大学。因此后年一定作
为「准大学生」，自己钱能再到这个动画片博览会来。 　像海贼王的ED唱的一样，「不要输给别人」，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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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变什么真是好难啊

2010.05.01

4月举行了北高学生总会。学生们虽然活跃地提出了很多的现实意见和要求，但我觉得什么都没有解决。 校徽的针很危险，希望改善。-因为没有直接「负责人」，学生会长说，
「在和企业商量之后，日后会以文件的形式将结果发给大家，请稍等」。但是，这意见是很久以前提出来的，2周左右前发放的学生大会资料的最后页上也印着。也就是说，现在谁
也没有做过任何联络。我比较马虎，已经被徽章的针伤了3次了。今后会有什么规范的文件真的来吗。而且学生会长在总会中说了好几回，「以后会以文件的形式发给各班，请稍
等。」。为了这种事占了很多纸也不好吧。 卖店没有开水不方便，请放置开水-还是没有直接「负责人」，学生会长说「与小卖部的阿姨说了之后再决定。」。(老实说，这个时刻我
已经觉得在动画片中对学生会长的认识和憧憬是不会存在这现实世界里的。。。) 然后，北高学生的袜子必须是白色的,希望也允许黑色的袜子，风纪委员长简单地说「以前开始就是
白的」。然后不满的嘟哝声遍布了体育馆。 我最在意的是后夜节的事。最初说之前也附有发放的资料。有人提出「希望举行后夜节」这个意见,但北高实行委员长说「因为北高住在
居民住宅区里，太晚了喧哗会给周围的人添麻烦，家离得远的学生父母也会担心。所以不能举行」。大家不太能理解这个理由。并且我所在班级的班级委员在当时拿着麦克风说，
「如果后夜节可以自由参加，家离得远的，不想参加的人先回去就可以了」,但是北高节实行委员长说，「因为，本来就没有后夜节。。。」，没有受理。 哎呀，我哑然了。 确实北
高在居民地中,不过，要是运动场啦体育馆啦，大家分散起来，并不是无法忍耐的那样吵闹。而且只是一年一次，邻居也一定也会明白吧。我觉得如果说无论怎样也要在北高的话，
在广场不就行了吗,这好象确实是我想简单了。秋田好像没有广场。giku。市民广场不大一样是有的，但好象收费。giku。giku。但是还是想不想做的问题，无论怎么说，「因为到
目前为止是这样，所以」这个理由我很生气。北高有108年的历史,不过明年，后年也不会闭校，更长的不是一定是以后么？如果现在的人下决心做的话，今后的大家也会很快乐。可
是现在的人和明年的人都不做的话，总会是「因为200年来都这样」这样了。我想这是非常悲哀的事。 顺便说一下,化学实验时，我把碳酸钙6mol/L加入盐酸时，盐酸溅了出来。幸
而没有人受伤，裙子也不要紧,不过，这个再次成为笨蛋不能简单改好的证据。今后一定注意。至少不能再洒盐酸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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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不好

2010.06.26

来日本之后一直没怎么认真地学习日语，很后悔。最近，心情越发沉重起来。 　写回顾留学生活的作文时，常常有怀疑这个是这样写吗的时候，也常常不知怎么写才能传达自己的
心情。还有发音不太清楚而被批评的时候。这一年，自己到底成长了吗？唉，变得有些不安起来。 　之后还有不到一个月，想一边努力参加合唱比赛和文化节，一边从发音开始重
新努力。嗯，只有从50音图开始努力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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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大家好吗？

2011.01.19

好久没联系··· 我从去年的9月开始成为高中三年级，在学校与原来的同学们一起学习,不过，12月的「会考」结束之后，没上学···（听起来好像逃学、但其实不是那样的）我英语稍微
不好，所以主要每天学习英语和数学，化学，生物等。（有时有不明白的问题，就请母亲工作的大学里聪明的的学生教我）当然也在拼命学做饭,不过。。 现在这个时期有很多困难,
不过，我还是觉得在日本生活起来很有趣、考虑将来进入日本的大学学习。 我从今年的7月开始，要在东京的富士国际语言学院这个语言学校学习。现在在准备着申请在留资格认定
证明书的文件等···老实说，确实费事··· 平时总是想，大家这时候在做什么呢～很想念大家哟！～ 大家怎样计划以后的路？如果可以告诉我～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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