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来乍到~请多关照~

2009.09.02

今天是来东京的二天，依旧是什么都听不懂。郁闷呐！那么就让我好好努力吧！说实话昨天睡得很香，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累了，也可能是刚来对一切都太新先吧。反正还没开始
想家~呵呵！不过我希望以后我也能坚强地生活，因为老爸老妈还在等我凯旋而归~我会努力加油的！嗯///初来乍到，请多关照哦！同学们，让我们成为最好的朋友开开心心的度过
这一年！

王菊力慧的日记



我们到了！

2009.09.06

昨天...我们大家各奔东西了，心里好难过。不过，这里的妈妈很好噢！还让我蛮欣慰的~~大家怎么样？现在开始已经很想家了。我怎么这么没用？不过，我会加油！希望你们也
是！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所以大家一起等待在日本的再次相遇把！你们要好好生活哦！我这里很好，不用担心~~那么，88！么！

王菊力慧的日记



现在的...我，们

2009.09.13

恩，在学校生活很好！交到很多好朋友~~他们真的都特别好！可是，部活我还没决定~大家都是进我们手球部把！进我们篮球部吧！进我们舞蹈部吧！进我们...实在很为难！我本人
是无所谓啦~~就想学点特别的~国内没有的！哎...随便啦！ 另外呀，现在日本的H1N1挺严重的~可能有些地方的学校已经爆发了吧！你们都注意点阿~注意身体！我们要快快乐乐
地来，平平安安地归！还有阿~现在我在学校除了数学几乎都听不懂...惨哪！不过呢我会努力~我想...你们也都一样把！呵呵~~我们不放弃！加油! 还有呢，我每天都在期待2/3月的
中间研修~期待大家的重逢！到时候我们都应该是最棒的了！呵呵~加油喽！ 呵呵，再见啦！

王菊力慧的日记



累！！！看！

2009.09.13

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会来这里？现在我才感觉到这种痛苦不是累，而是寂寞！你们都怎么样啦？给我个信儿不行？天哪！没有电脑的悲哀呀！都不搭理我...呵呵开玩笑的！我只是想
跟你们说说话~很难！！！哎......

王菊力慧的日记



愁...

2009.09.25

哎呀，咋办好呢~~今天突然让我参加考试了又，，，我都没有准备呢~~不过没关系了，考就考吧！开始都要经历这个过程的对吧~不过心里还是很难受的。不知道从何而来的那种
莫名的恐惧。 我害怕在这里的成绩是最差的，如果是不会那么一点我都不郁闷，但是这个看不懂不明白是最郁闷人的知道么？！就数学吧稍微会做一点点，我们学校还没有物理化
学，我咋这...其他的日本史，世界史，古典，现代文之类的不要说看了，我听着都郁闷死了~要多久才能过了这一阶段那？ 不过还是要努力的对吧！谁让我选择了这里，毕竟还有整
整10个月呢...回去我必须有所收获，要不就白来了~ 考试我也参加好几个了，什么数学，英语，世界史的都参加过了，所以呀，别老说我了，压力够大了！我想找地方发泄都没有~
知道这种感受么？算了，比起这些在这边的生活还算蛮好的，我挺喜欢的，而且我觉得我在慢慢适应中!相信很快我会挺过来的~ 部活我还没有决定，应为我们学校什么剑道，武部
都没有的，只是普通的体育活动多一些~所以我还在考虑中呢！ 这次的修学旅行去不了郁闷死我了，，，啥也不说了，谁让我赶上了呢，谁都有顺心的和不顺心的事情，这是一定
的！但我会克服！ 嗯！加油！

王菊力慧的日记



现在，我一个人～

2009.09.25

第一次用日语发表日记。有点难！经常找不到单词，真为难。今天心情不好。但已经没事了。不用担心～ 那么，就写到这里了！再见～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菊力慧的日记



京都这块土地将要印上我的足迹！

2009.09.26

明日早晨5点，启程京都，开始为期3天的旅行，来弥补我不能参加学校修学旅行的遗憾~~现在心情不错，很期待明天的到来！ 至于别的不顺利的事我以忘却！什么考试什么马拉
松，我会努力做！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过程！是吧！所以，现在我要抱着其好的心态冲啦！呵呵... 不要担心我！我会调整好自己的。谢谢你们~~

王菊力慧的日记



京都归来！

2009.10.01

9月27日~9月29日我和我的日本妈妈一起去了京都~唉！精度不愧是个古城，是每个到日本的人都想去看看的地方~我这一去就喜欢上了！ 我们是5点左右出发的，所以一路上都特
别困~不过到了以后就一点困倦之意都没有了，一切都是新奇的！ 首先我们在京都站外面的大饭店里稍事休息，哇~！那里的大床好舒服！然后开始了真真正正的旅行~ 第一站清水
寺。清水寺是以前二百多年前缘起的！是由持国天，增常天，广天目，多闻天四位守护神看守的~最著名的是这里的青龙，相传是观世音化身的。当时的天气相当热啊，实在很辛
苦。不过很开心！ 第二站二条城。二条城算是以前德川幕府的将军办公的地方吧！很大很气派，里面的人偶也惟妙惟肖的，可惜不能拍照不然一定要用相机记录下来才甘心~那里已
经登陆世界文化遗产啦！很厉害哦~ 之后第一天的行程结束，回到宾馆已经很累的，我早早就睡着了~呵呵！ 第二天的第一站是金阁寺~！那里金碧辉煌的！建筑物都是金色的！真
的很漂亮！但是我们是在雨中漫步的，那时候整下小雨呢...郁闷！不过为了长见识值了！~在那里我们喝了很苦很苦的正宗日本茶，绿色的...苦死了！但是终归是尝过了~很好！ 之
后晚上看了茶道，插花，狂言，雅乐，舞伎一系列的表演。实在很精彩，50分钟一眨眼就过去了！收获颇多呀！ 那么第二天的行程也结束了~！睡了个好觉~！ 第三天去了阿童木
纪念馆~阿童木80周年了~我买了纪念章两块花了我1600日元呢~唉，心疼！不过想到是喜欢的阿童木就买了~要带回家的~ 最后一天这是，基本上是逛街买东西~京都的小吃真好
吃！ 下次有机会我还要去！！！！ 你们也去看看吧！很有意义的~~

王菊力慧的日记



我的母亲中国~

2009.10.01

今天是我的母亲中国60大寿的日子~孩儿没在家陪您真的十分难过！不过我时刻关注着您~在这边看关于您的一切，我觉得温暖，自豪！ 请您相信，我是爱您的，无论走到哪里我都
是热爱祖国的好孩子！呵呵~在这里我享受很好的教育以及生活，所以也是十分感谢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给我们创造这么好的条件~我不会辜负这一切的！ 在这给您祝寿啦！我会努
力，因为我代表着您的一部分，对吧！ 我爱你中国！

王菊力慧的日记



买衣服~~啦啦啦！

2009.10.03

去买了衣服了~~去的是最便宜的店しまむら~额呵呵！两件外套花了3000多日元，不算贵啊！ 自认为挺好看的，不过这里别的商场的衣服都好贵好贵呀！我不打算再买了~现在正
在发愁的是回去这礼物要怎么带？那么多同学朋友...愁啊！不过现在还不用想~我想等最后一个月是我最痛苦的把... 呵呵，我挺喜欢这里的生活的~现在每天都在努力生活，为了我
的一级奋斗！GO !!呵呵，

王菊力慧的日记



部活~

2009.10.03

到现在我这个部活还没决定呢~不太好@！所以下定决心报一个好了~就去舞蹈部吧，学的是POP~还不错！主要是我们学校除了几个体育部就没什么别的了，我实在不想每天一身
汗回家...我想学国内没有的谁知道我们学校也没有~惨...所以就学舞蹈了，也算个特长啊！ 这下回家要晚一点了，没关系，开心就好！在这一年要过的充实有意义快乐~那就达到目
的了！ GO！！！

王菊力慧的日记



忐忑与惊讶...

2009.10.05

今天，第一次考试的成绩出来了...开玩笑的吧，我参加日本的国语考试｛现代文｝...能考几分？！结果确实是能考几分的问题...这也叫分？！......不好意思的说考了38分...别说我啊...
我尽力了。。。但是惊讶在哪儿呢，竟然不是底一！！！咋回事啊，还比3个人高，我都差点吓死了...嗯，不管怎么样总算过去了，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尽力了！那么就安心了~
另外...明天基金会的老师要来，心里有点忐忑~~咋办呢，我这考的也不咋样啊，哎呀，明天怎么过呢，明天因为大家去修学旅行要准备所以中午就可以回家了，但是下午还要去学
校的。其实也该是报告我情况的时候了，今天月历回执已经寄出去了~好了，好好期待明天的到来了~本来也是肯定的事~ 嗯...bai~!

王菊力慧的日记



呵呵，真像动画片里的...

2009.10.06

今天终于安全度过了，，，今天山崎老师来访...不过过的很开心~说了好多，基本上是谈这里的生活~也挨了好久的批评~说我上课的坐姿不好了，说我下课吃东西了，唉...我接受批
评，不过啊，那些都是同学们在做的事情！~我真的是确认过才做的，下课的时候大家都在吃东西啊，我不能自己看着啊~~上课时候同学们怎么坐着的都有的，，不知道。不过
呢，严格要求还是对的~我是中国高中生的代表呢~！不能放松...就算累死也要等回去~是吧！知道了，知错就改好孩子~！呵呵 其他的也说了不少呢，现在发现山崎老师真的老可爱
了！哎呀，真的今天发现山崎老师是个特别和蔼的老师，不过呢...听以前的同学说山崎老师有一点严厉的，所以昨天我还在害怕呢！不过今天看来我真的错了，至少现在我真的很喜
欢山崎老师~~啊哈哈！可爱的像动画片里的人物~~~真的，同学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哎呀~哪儿都挺像的~呵呵！ 总而言之今天过的挺有意义的！我很庆幸能早一点知道老师们
对我的意见~今后要努力再努力得改正了！可能会很困难但是我会一点一点做，老师们请不要着急啊~可以相信我的吧~！谢谢！

王菊力慧的日记



真是感动死我了！

2009.10.06

明天，同学们就要去澳大利亚修学旅行了~但是听说会来台风，祝他们一路顺风吧！~ 刚刚接到同学的信息，说“明天就走了去去就回，你要好好努力！”我天啊！感动死我了！我
回了一个也~我说“嗯谢谢，你也小心一点~希望你们玩的快乐！我在这里等着你们回来~也帮我对其他人说一声~”你们说有这么好的同学们我是不是很幸福？！早在前几天同学们
就都说要送我澳大利亚的礼物呢~好感动！就连别的班的去韩国的同学也说要给我带礼物呢！哎呀，受不了了，太幸福了!太让人感动了吧！谢谢大家！我都记住了！ 再一次真心祝
福她们，平安开心的回到松江！加油我会的~

王菊力慧的日记



台风真的来了！！！！

2009.10.07

哎呀，台风来了，同学们还都在去澳大利亚的飞机上呢吧！要不就是晚点了~~不过希望他们平安！ 明天因为台风的缘故，我们10点50才去上学~~啊哈哈！不过挺害怕的！现在外
面是狂风暴雨...以前在家的时候，像现在这种情况我都是在抱着我家狗狗睡大觉，现在可睡不着，害怕！唉...我要忍！！！ 希望台风快点走吧！

王菊力慧的日记



《你们谁有我幸福？！》

2009.10.09

好幸福的感觉，大家一起努力的感觉就是好！真好吃！！！这是第一次~以后还会有机会吧！期待.....♥♡❤！！！！ 额...活动课我们做了クレープ专门的食物教室什么都有~锅碗瓢盆
的全着呢！材料一半是大家带的一半是老师买的！特别好~~是蛋糕似的，大家带的各种小吃，什么巧克力，水果，奶油好多呢！然后夹在蛋糕里，真好吃！受不了了 ，老师也在，
我们都吃的很开心！自己的劳动成果~~说实话我还以为我做的没法吃呢！呵呵，不过大家一起做的很好吃！！！めっちゃ　うまい｛真是很好吃！｝呵呵~~遗憾的是相机忘带了，
要不应该把那一刻记录下来！真的会感动！不过以后还会有机会的！不要急~~~！ 体育课的时候大家一起打排球，你别说身高不高打的还真是忒好！！！我都挺惊讶的！真是忒好
啊！！！球都不来掉得！大家都很努力啊~~~人家干一件事都会努力去做！所以我希望你们也一样~我也是！我是想说我们应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了吧~~唉.......今天这排球打的
爽！！！从来没这么发挥过，球不掉就是好！！！呵呵，我有感悟，你们看了什么感觉？！我不知道~但是为了一个目标努力的感觉就是很幸福的！ 今天收获蛮大的！我知道了，要
多学点东西，要专心做每一件事，要不就是在浪费生命！那是宝贵的时间！！！对吧！

王菊力慧的日记



怎么办？

2009.10.20

今天跑了马拉松，那是3千米呀！！！我真是快死了，现在骨头还没装上呢。都散架了...怎么办那....还是必须跑么~？ 过几天正式的时候就是8.2千米了！~怎么办啊？不是我不想
跑，是真的不行啊~今天已经是到了呼吸有一段时间快要停滞的地步了，那8.2千米我肯定是已经... 真的，怎么办啊！其实我不想跑，可是还是被留学生的名义困扰着，不跑的话就
会丢脸，就会被换学校，甚至被遣送回国，到底怎么办才好啊！~我真笨，怎么连个跑步都不行呢，但是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都不行的...怎么办？你们都是怎么办的？ 如果跑下来一
定，我是说肯定一周之内恢复不过来，跟心跳停止了似的。老师们啊，我怎么办好？你们能不能帮我一把？我真的是没法了。 另外啊，我真的不是不想跑偷懒，是这个真的不行，
那种感觉特别痛苦。我是真的没办法了才说的，别的别的什么球技大会我都没问题，短跑也没事，就是这个...真的不行啊。我试着跟日本妈妈和老师们说了，他们都不理解那种感
觉，都说要跑。可是...实在不行的话我还是会跑的，不过会发生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有一点害怕了。 看见的请给我支支招吧，真诚的谢谢你们了。

王菊力慧的日记



久违的100分~激动！

2009.10.21

今天~虽然浑身上下没有一点不疼的地方...但是还是蛮有意义的~因为我久违的100分终于回归我的怀抱了~~真是挺兴奋的~！虽然不是什么正式的考试，也不是什么数学之类的大
科目...｛是英语｝不过还是挺高兴的~那些单词认识我但是我不认识他们...汗！记那些东西很费我脑力啊~而且还是用日语的...说实话有一些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呢~唉...生活在国
外偶尔有这么一点点小激动也是不错的哈！不过我知道大家都很厉害这肯定是常事~但是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很开心~呵呵！以后要继续努力了~ 不管是马拉松还是这里的学
习，人际关系。我都会努力去做！就算牺牲一切我也必须这么做是吧...这是大家对我说的~虽然觉得没错但是似乎有一点点郁闷啊~不过没关系这个100终于让我缓和了一下~ 我有信
心！能战胜自己~ 就像今天我们古典老师说的，什么是让别人觉得美丽的女性？是很帅很酷的女性，很帅很酷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你有了目标并且为了这个目标努力时候的样
子，还有从来不会为了闲下来干些什么好而烦恼，自己有自由有金钱不被男性所束缚 这样的女性！我听了感触特别深！不愧是我最喜欢的又帅又有思想的老师~我觉得很正确啊！所
以呢，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开始蜕变了！要做又帅又酷的女性~这就是我的目标，认真对待一切！我会忙碌起来的吧~期待着新的 我！ ----王菊力慧

王菊力慧的日记



ok！终于搞定8.2km了！

2009.10.28

好了，完了。终于跑完了，我的腿呀我的脚啊我的可怜的小胳膊啊~唉...不过好在已经结束了~现在伴随着身体上的痛苦和心理上的一丝丝高兴，我写了这篇日记！ 我从来没敢想象
过我能一口气跑8km。而且活着回家了？真的假的？不过，现在真的很痛苦啊~脚上起的都是水泡，浑身上下没有不疼的地方，碰我腿的时候已经没什么感觉了...不过总算结束啦~
很开心啊！ 说实话我真的不想跑来着，毕竟有人不跑~我应该也可以~但是我在想如果我跑了那么同学们就会把我当成正常的和大家一样的高中生了。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不是娇气
也不是懒惰，就算绝对不行我也要坚持下来~终于做到了！毕竟这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马拉松了吧~还是比较骄傲我有这么一次经历~呵呵！终于结束了！！！！！！！！ 对了，宣
布成绩~215/301~呵呵，不是最后就挺好！ 加油了就不后悔了！

王菊力慧的日记



怎么能丢了呢？我的运动｛长｝裤啊，

2009.11.09

我的运动裤丢了两个礼拜了，这天越来越冷了。我难熬啊！到现在我还穿着不到膝盖的短裤在外面上体育课呢。我那裤子只穿了一天就丢了...可怜啊！！！ 老师就说让我找，但是
啊，我都找了七八回了。同学们也都帮我找，就是没了那咋整啊~ 我都挺纳闷的。我就放我自己的橱子里了，怎么就能没了呢？同学们也都是那么放着的啊。怎么就我的没了呢~关
键的是长的和短的是卷在一起的呀，怎么短的还在呢？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挺神奇的啊！ 算了，我说了那么多次了都烦了。老师估计也烦了。不给买新的就这么冻着吧。反正
谁让那裤子自己跑了呢？我倒霉啊！穿裙子冻得够呛还不算，上体育课还得挨冻啊...郁闷ing。 我要克服一切困难。包括裤子...写这个就是想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太神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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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安定下来的生活...

2009.11.09

不知不觉已经来了两个月了~大家有没有觉得｛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我啊，终于安定一点了。什么都了解一点了。感觉不错！ 学校生活有惊喜，不安，痛苦还有满满的感动。
大家对我真的很好。和同学们在一起我觉得非常快乐，我好幸福。唯一的马拉松也被我拿下了，所以今后的生活一片光明啊！ 寄宿家庭的妈妈就不用说了。我一直觉得我是最幸福
的。真的是从一开始就这么感觉。我想妈妈一定是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照顾了，那么周到细心的。我都要感动死了。所以，我基本上不会太过于思念家乡。都是因为妈妈，太感谢她
了。 剩下的，我比较期待的就是12月期末考试之后的球技大会，到时候各个学校的学生都会来到我们学校，因为本次是在我们学校举行。作为东道主我要好好发挥了~我的乒乓球
我的最爱！我不会丢脸的~看着吧~呵呵~ 现在的我，信心满满等待迎接明天的朝阳！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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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的事情，对不起。。。

2009.11.18

　 现在有种特别不安的心情。难受。。。 、、 不管怎样，全部是我的错，都是我错了。对不起。 　现在，我觉得｛可能从最开始就错了｝。但是，我知道自己错了。 　因此，请
谁也不要生气。真的对不起。已经懂了哟。今后，我一定什么也不说，请原谅我。。。。。。。。。。。。。。。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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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非常快乐。这就够了。妈妈，谢谢。

2009.11.23

　　 昨天从奈良回来。非常快乐。我们去了唐招提寺,东大寺，平等院和源氏物语博物馆等很多地方。真是非常快乐。妈妈，谢谢。 我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我觉得生活中有不高
兴的事，那是没有办法的。因此，在妈妈的影响下，我慢慢地变得自信。非常满足。 从此，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要努力。 大家，不要担心。我已经没什么了。而且，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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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不错~学年第一。数学，

2009.12.01

今天期末考试第二天啊。考了国语、生物和英语理解。不怎么样啊。。。复习到一点呢，前天两点。反正有点郁闷。记不住啊~ 今天，考试前正在准备，高桥老师可能是要去别的班
监考吧。反正就来我们班转了一圈。我正在复习啊~老师过来说：“菊你最近很努力啊。”我说：“嗯...就是一点。”老师说：“刚才你们班主任说你上次的数学考试考第一。”我
有点吃惊：“什么考试啊老师？”老师说：“就是日本全国进研模式。菊你只考了数学的那次。”我说：“啊，那次啊。真的么。多少分啊？”老师说：“学年第一的。分数你们班
主任没说。” 挺高兴的。同学们都挺吃惊的。不过，还不知道是真的。而且，其他的留学生都比我厉害多了，这我是清楚的，所以没有骄傲。只是有了一点点安慰。也算是挺开心
的一个消息对吧。不会骄傲，继续努力！ 期末考试还有2天，加油。 好消息，拿出来分享~哈哈。你们怎么样了。期末考试开始了么？加油啊！大家一起！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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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日、、、

2009.12.30

昨天我17岁的生日。 特别快乐。日本朋友给我发了很多mail，中国的朋友在qq上也说了很多。从寄宿妈妈那儿也得到了礼物。并且吃了好吃的蛋糕。因此我想我真的很幸福。 并且
今天收到了国际交流的老师的礼物。非常感动了。 谢谢大家！今后我会非常努力生活哟。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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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非常有趣

2010.02.03

今天是2月3日，立春的前一天哟！ 今天，家人集中在一起，一边大声说｛鬼在外面，福在里面｝，一边撒大豆。 这是今天拍摄的照片。我是鬼， 非常有趣。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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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高兴了！！！

2010.03.06

前天，由于我的负责老师换了，山崎老师还有諸田老师来我这里了~ 叫上我学校的校长先生和负责我的老师们，大家一起吃了中华料理~~ 我…………开心死了！ 为什么呢~由于这
个……惊喜，实在是，太出乎我意料了。谢谢老师，我非常非常开心，真的。但是，是秘密对吧~我不会说的~哈哈。 总之就想谢谢老师，作为回报我会更努力的。O(∩_∩)O哈哈~
另外，研修时候的事情，我还没说呢~~其实有好多想说的话，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总之，我想跟大家说，在跟大家一起生活的那些日子里，我真的很开心、很感动。 我想，中国
那么大，能认识大家，真好。是我幸运被选中，然后交到你们这些朋友，还有很多日本的朋友，另外还学到好多好多东西。再加上我家这位好妈妈，我都要幸福死了。谢谢大家了~
其实，不想分开，就我们在一块生活好开心的~但是为了各自的理想和目标，还是加油吧！我希望，回到中国我们有机会一定还要见面。我要和大家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可以吧~
哈。　　　　　研修时候另一件事是……这个中心网页的那位帅帅的老师～～哈哈，我当时就想着，如果上来写东西一定要问候您～因为人超好。哈哈，总是帮我们拍照，跟我们说
话之类的。很亲切的老师～名字我都清楚的记着呢，不会忘记的。 今天吧~我们松江市立女子高中召开毕业式~好感动的~关键是连曲子都很悲伤的那种……呵呵。结果，本来那些前
辈我都不熟，倒也把我弄哭了。我想，就是被大家那种感情感动了~ 所以，我会珍惜每一个朋友，每一个人。我想我应该努力做大这一点。 最近挺忙的~我觉得大家都是。因为有期
末考试对吧~ 我们考完了，成绩什么的不重要，关键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都努力了，是吧。所以成绩下来的时候还是蛮开心的~呵呵。 好了，把最近发生的大事都说了个遍，有些乱
吧~但是可都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啊，以后再看到会很怀念的~ 最后，还得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关于那个惊喜……我超开心的！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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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3.31

刚才的日记发上去没发上去啊？…… 可能……没发上去吧？！哎呀……担心啊、写了好半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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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3.31

为什么啊……我写了两次了……都没了。。。那么长呢，我不写了。急死我了，咋能都没了呢……啊啊啊啊……我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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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儿岛一游~

2010.04.06

{这已经是我写的第三遍啦~一定要发上去哦……神啊！} 上月25日，春假的第一天，我和我家妈妈一起开始了3日游鹿儿岛之旅~ 鹿儿岛真是个好地方，有美丽的樱岛、有维新的英
雄、还有漂亮的瓷器呢。真的很开心。 首先说说樱岛~ 没去过的同学可能以为这是一个樱花盛开的地方吧~反正我一开始就是这么以为的……其实呢，这是一座火山。据说最近每年
喷烟的次数在逐渐增多，可能在多少年之后会有一次大爆发呢。不过，确实很漂亮~在高的建筑物上面或者在山上都能看得非常清楚，很美。我们住的宾馆正好能看得到，每天早晨
都能在阳台上看到太阳从樱岛身后爬出来~尤其是在12楼的温泉看的话，哇！可舒服了~哈哈、 然后呢，说说我这次去的最大收获~ 我见到了有名的陶瓷家十五代沈寿官先
生！！！……真的没想到~能见到这种人物，好幸运哦。沈寿官先生的祖先是在十六世纪末期朝鲜战争中被萨摩的大将军岛津义弘带到日本来的88名陶工中的一名，从那时候开始，
这种萨摩烧在日本发展、盛行至今。萨摩烧有白萨摩和黑萨摩之分~ 白萨摩的质地是乳白色的，表面涂的是一种透明的釉药，烧制完毕后在其上画上美丽的图案，非常漂亮~ 黑萨摩
则是质地纯黑，没有一点杂质的，那种庄严的美也非常吸引人哦~我个人比较喜欢白萨摩~ 这些陶工们把陶瓷工艺延续至今真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而我，有幸见到了十五代沈寿官先
生并拍照留念~甚至得到了亲笔书写的一些文句，真的好开心 ！我会把这些作为我的宝物好好收藏起来的。 这次能有这么丰富的体验最要感谢的人还是我家妈妈。妈妈为了让我全
面了解日本的风俗文化已经带我去过好多好多地方了。真的非常开心，非常感动。这些时候，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因为遇到了我家妈妈。我能感受到妈妈是真的把我当做自己的孩
子在照顾我，真的非常感谢妈妈。我说过，等妈妈到中国去的时候，我一定会陪着她让她开开心心的~我也一定要尽地主之谊哦~ 又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一段有意义的经历。珍藏
~~~~

王菊力慧的日记



我的黄金周、我的快乐！

2010.05.06

大家5连休都去哪里啦？有没有出门玩儿啊~？我呢、去了大阪。 原因是我家二姐姐在大阪结婚了。我参加了她们的结婚典礼，吃了好多好吃的呢。我最期待的就是穿和服了~能有
这样一次体验可不容易呢。和服是姐姐们的，超漂亮的，还把头发做了造型，我觉得挺好看的。呵呵~！然后我得说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特别的一次婚礼了！姐姐和她老公是同
一家服装公司的同事，在一起好多年终于走到了今天，我真替他们高兴。因为是服装公司，所以其他的职员们送出一份特别的礼物——————时装秀。哈哈，别提多好玩儿了，
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上台走秀，感觉超棒！还有妈妈的艺人朋友也来祝福他们了~还弹奏了乐器。那是一种很特别的乐器，声音很清脆，伴随着几句歌词显得别具特色，很美妙。
我……就在一旁吃东西看节目，被大家深深地感动了。说说这个和服吧，穿的时候可费劲了~~要绑得特别紧才可以的。里面有一层薄薄的衣服，然后还要垫上好多毛巾，好像是为了
把和服撑起来让它更加美丽，最外面是有鲜艳图案的外套，大家的都不同，根据年龄身份要区分开来，我的是色彩较多的。最后一道工序就难受了~在腰上要绑好一条宽宽的带子，
在身后要打一个小包袱似的，这一切做好以后身体自然就挺直了，很神奇吧。但是会很累，腰部和肩膀会酸痛，但是一半1小时过后就能习惯了这种酸痛，也就无关紧要了。总体来
说、这次婚礼在我看来相当成功，深深震撼了我。我真心的祝福他们能快乐一辈子，幸福一辈子！ 另外几天我们除了去一些商场购物，还有去一些地方观光。5月4日那一整天，我
去了向往已久的usj！！！哇塞、那是人山人海的~~每个游戏都要排队至少2小时呢！多亏了大姐姐提前在网上买了可以减少等待时间的票，所以大概全部都玩过来了~如果是普通门
票的话保证是玩不完的，因为人实在太多了！虽然贵了一些但是很开心，我觉得物超所值啦！这一天可是把我们累坏了，我和大姐姐一家人一起游戏，一起吃饭，一起拍照，特别开
心！最后说说云霄飞车的感觉、就是在最高处是垂直俯冲下去的、那是真有感觉好像自己掉下去了呢。但是我很勇敢的一直睁大眼睛看着周围的一切，感觉是那么真实又有一些飘
渺，那感觉————cool！回宾馆之前还买了一些礼物，虽然有一些贵但是为了纪念这次开心的经历，一定要留下一些线索才行啊。大家回去之后都累到不行了，洗洗澡赶紧睡觉
啦~~ 最后一天5月5日就没什么安排了、早晨吃过早饭大姐姐一家开始开车返回松江，我和妈妈则要下午搭乘新干线回到松江。于是，我们坐船到了海游馆~就是水族馆。那里有好
多好多美丽的海底生物~好多好多蓝色的海水，仿佛置身大海之中的感觉，很奇妙。那里同样是有好多游客，而且我们时间紧迫要赶去乘车，没能慢慢欣赏那些美丽的生物。但是真
的很开心~还拍了好多照片呢。 下午的时候我们回到了家里，结束了为期四天的快乐大阪之旅！怎么说呢，收获颇多！每次旅行我都能见识到好多新鲜的事物，了解好多日本有特色
的文化，最后开开心心的回到家里。虽然旅途很累，但是收获了宝贵的人生经验。 另外还是要再次谢谢我家妈妈，为了带我去了解多发面的日奔而费心费力，我是真的非常感谢您
的。从心底里感谢您的。谢谢您了妈妈，辛苦了。我希望您能了解我的心情。我都明白的，也懂您的良苦用心。也许我可能表达的不太正确，但是希望您能理解我心里的感受，如果
有什么您觉得不好的地方请您原谅我吧。对于这一切的一切，谢谢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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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棒了！笑，

2010.06.10

上星期的星期六，我去了一下京都。知道吗，这已经是第4次了！厉害吧。 这次去了岚山。早上7点左右乘巴士出发，11点左右到达了神户。并且，2点左右终于到达了岚山。中饭
吃了自己做的豆腐。嘻嘻，说实话，其实不好吃^^不过，相当快乐！吃过饭，与大家一起乘船去了哟！那个河叫岚峡。特别漂亮哟。那以后，我与妈妈二人又乘坐了一次人力车。
是第3次了哟！笑。。。我觉得坐人力车最开心，心情特别舒畅哟！大家也尽可能试着乘坐1次。真的很有趣哟！ 这次是当天返回,不过，特别快乐。还是京都去多少次都会觉得有
趣！太喜欢京都了！京都太棒了！ 妈妈，谢谢。总是带我去那去这的，谢谢。真的很感谢。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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