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顺利抵日

2009.09.12

今天乘坐着全日空的飞机，我来到了日本，初到日本就被多家媒体广泛关注，还有点补不习惯，但是更加认识到自己的任务重大了。我代表的补仅仅是自己，而是中国人，我今后的
一言一行都应该充分展现中国人的风采，让日本友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我也会在日本好好学习，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日本的天气也是闷热啊，接我们的司机真是辛苦。之后
我们去了日本最浪漫的地方お台場，那里的人们真是悠闲，看着孩子那天真的笑脸，让人赏心悦目。之后有去吃饭，在那里有迈克尔杰克逊的纪念展，让人心生怀念惋惜。最后回到
了我们的住宿地点。至此日本的第一天结束了!

張 爽的日记



深藏不漏

2009.09.12

今天，发现了意见令人惊奇的事情，丸山老师竟然会说中文，我一直用日语和丸山老师交流，但是由于才疏学浅，丸山老师的话有几句听不懂，忽然间，着急的丸山老师说了中文，
下了我一大跳，后来才知道丸山老师曾经在中国留学一年。真是真人不漏相。

張 爽的日记



离别伤心

2009.09.12

今天在一顿分别午宴后，我们三十五个人正式开始了日本的留学生活，虽然仅仅相处了不到一周的时间，但是彼此都有了感情，内心还是十分的不舍，祝福我的朋友，住每一个人的
留学生活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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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居住地

2009.09.12

今天，在校长的带领下我们奔赴居住地，富士电视台的记者也全程采访，在东京的新干线车站，我首次踏上了开往居住地的新干线，新干线的速度并不是太快，但是我的心灵早已飞
到了我的居住地，充满了幻想，我的父母是怎样的人呢？换了电车，我们距离我的居住地更加进了，乘上电车大约半个小时，我们到我居住的城市了。出电车站，首先见到的是我的
爸爸，只见我的爸爸笑脸相迎，乘着爸爸的车也就三分钟就到我的家了。和父亲一样我的母亲也是很和蔼的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晚宴欢迎我，内心十分喜悦，今后在日本的生活一
定是美好的。我们一定会友好相处的，到八点半校长回家了，记者知道九点才回去，哎呀，真是辛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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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上学

2009.09.12

今天我第一天上学，我七点就起来了，本以为起来很早，但是起来就发现富士电视台的记者已经到了，一问他才知道他五点就起来了，吃过丰盛的早餐我们一起踏上上学的道路，初
到学校，我先向老师做了自我介绍，挺紧张的，呵呵。之后来到了我的班级，同学们都很热情友好，内心的不安顿时消失了，看来我还是很幸运的，呵呵。在班级上了一上午课，基
本都能听懂。到了中午，富士电视台的记者走了，因为还得参访其他的同学，虽然相处几天，但是还是很不舍，留下了邮件，我们常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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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

2009.09.18

这阵，认识了一个同校的中国留学生，也是男生，呵呵。在日本留学两年了，还挺谈得来的。自己一个人在国外能遇到个中国人还真是困难啊。这下我的留学生活更有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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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

2009.09.19

今天富士电视台的记者打来了电话，询问我这尽半个月的生活怎么样。很感谢他记得关心我，但是他说我的生日时可能来拜访我，我又得准备了，面对着摄像头过生日，不道会怎么
样!

張 爽的日记



生日

2009.09.22

今天是我的生日，很巧的是我和寄宿家庭的爸爸生日是同一天，因此这个生日意义非凡，我们准备举行生日派对。上午我们进行了采购，准备了很多美味的食物，晚上五点派对正式
开始，来了很多客人，有姐姐一家人，东京的哥哥，以及奶奶，妹妹也准备了装饰品，还给我谢了祝福信，真是感谢。姐姐买来了巧克力蛋糕，很美味，我们一家人很快乐，交流部
很多，我品尝了哥哥从东京带来的纳豆，第一次，有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但是内心仍然很甜蜜，奶奶也给了压岁钱、真是不好意思。有点遗憾的是妹妹身体不舒服，没能很好的吃
饭。希望妹妹的不能身体快点康复、最后还给中国的父母打了电话。交流了很多，姐姐和爸爸也和中国的父母说了很多，很是开心。感谢我的家人他们给了我最快乐的生日，这个生
日让我难忘，祝福每一个家人开心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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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天

2009.10.03

今天是枥木县大会，我们早上六点多就来到了学校乘坐汽车来到了宇都宫体育馆，在那里表演，上午做了各种准备，下午大会开始了，我看了很多的表演，很吃惊，也很开心。我们
吹奏部获得了银奖，很是骄傲。回到家已经七点了，我们又和从东京来的客人去看花火，很是漂亮，回到家，我接到了富士电视台的记者电话，明天要来我家采访，我得准备准备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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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DAY

2009.10.04

今天我很早的起床来到了学校，乘坐学校的巴士我们来到了宇都宫清原体育馆，在那里有我们学校的棒球比赛决赛，我们吹奏部是去加油助威的，我们很努力的演出，虽然输了但是
我们还是很开心，因为我们努力了，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啊。回到家已经3点了，在到家时遇到了姐姐和姐夫，他们买了很多的食品，因为今天从东京来的阿姨和姐姐哥哥们要回东
京了，我们将要举行欢送晚宴，没多久富士电视台的记者也来了，这使欢送晚宴更加的热闹。我们很开心的举行了欢送晚宴。在客人走之前我们一起照了相，送走了客人，在电车站
真有点依依不舍，虽然仅仅相处了两天。今天由于太晚了富士电视台的记者也住在了这里，因为明天还要和我一起上学校！今天真是很快乐地一天！可是明天怎么办啊，明天有我最
不擅长的体育课啊，电视台的记者还要一起去！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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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奏乐部

2009.10.07

最近吹奏乐部活动真是丰富啊，我们参加了盐谷地区文化节和枥木县大会，并且进行了演出，在参加活动中我闷闷的友谊也更见深厚了，一起奋斗，一起玩耍，非常开心。而且我也
学到了很多只是，一个月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时光飞逝，我一定会珍惜剩下的十个月时间，更好的了解日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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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

2009.10.08

今天，由于台风我们放了一天的假，早上就听见狂风暴雨的声音。还是第一次经历台风，难免有点担心。但是挺妈妈说枥木县是很安全的因为不是环海的，我这才放心了。没多久风
就停了，姐姐由于要上班就把　ユウと和ミー送来了。他们两个真是淘气啊，呵呵，我们玩了一天，很开心。他们又一次说放假让我带他们去东京新宿，呵呵，小孩子就是贪玩，距
放假还有挺久呢但是他们就开始惦记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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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假

2009.10.09

今天是星期五，有我最不擅长的体育课，在体育课上我们打了篮球，非常的累啊。但是我们非常开心，和朋友们一起玩是很快乐的，而且还可以增进我们的友谊。由于快考试了今天
提前一节课放学，但是我还得是正常的时间回家，因为参加了吹奏俱乐部。呵呵，我们今天学架子鼓。看着前辈做的很简单啊，但是学起来确实很难，从基本的手势开始学，我练习
了一个小时手都酸了，最后终于学会手势了。之后我们就一起学习，一起写作业看来人多时间过的还是很快的啊。很快就放学了。从今天开始是3天的长假，但是我却不能放松啊，
不仅我们得准备文化节进行吹奏部的练习，还得复习功课啊，因为开学就是为期4天的考试，第一次进行重大的考试，我得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啊；。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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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星期六

2009.10.10

今天真是我的黑色星期六啊，很早我就来到了学校，虽然是星期六但是我们吹奏部却联系。但是到学校以后发现学校里鸦雀无声，一个人也没有，我很好奇，难道都迟到了么？等了
一会但是还是没有人来。于是我就给老师打了电话，才知道今天改时间了。回到了家，稍微休息一会校长来找我去看球赛，我们来到了距离学校很远的足球场。（我有一点很好奇为
什么日本有很多学校的宿舍和运动场是分开的？呵呵，估计可能是日本交通便利？或者是建体育场时学校已经没有地方了？）看了一会球赛就到中午了，来到了学校，到音乐教室富
士电视台的记者已经来了。呵呵我们先进行的是仰卧起坐，40个不知道今天怎么了很困难，昨天还是很轻松的呢，看来还是需要练习的啊。之后是分组练习，我们吹横笛的是5班，
今天进行呼吸气练习，很困难，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成功了。之后是文化节的准备。很快就到放学时间了。回到家从东京来了姐姐和哥哥。今天又能热闹了呵呵！今天真是我的黑
色星期六，对了还有今天写日记也是，谢了两遍都是快写完时忽然间按错键没了！希望明天能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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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节

2009.10.13

这几天真忙啊,一边忙着文化节一边准备期中考试，周末基本没放假。但是我们却很开心。昨天可谓是饭店之旅啊，我和父母去了各种饭店品尝美食，首先来到了有中华料理的日本
酒屋，吃到了美味的烧饺子还有面呵呵名字忘了。之后我们来到了烤鸡肉的店铺，吃了类似于国内烧烤的烤鸡肉，有种家乡的味道，呵呵，很好吃，在那里我们聊了很多，他们一听
我是中国留学生很和蔼。之后，我们打了出租者准备去中国家庭料理，挺父母说那是中国人开的饭店，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白走了一趟，放假了，呵呵。最后来到了奶奶的有40年
历史的咖啡屋，在那里一边和可乐吃点心一边说话，说着说着奶奶拿出了我生日时给她写的介绍自己名字的纸片，说那是纪念她会一直保存。心里酸楚楚的很感动，那只不过是我无
意写的名字而已但是不奶奶却一直保存这让我很感动！回到家睡了个好觉呵呵。今天就是考试，由于有很多是他们以前学的基本都不会，考试之前校长来看我，对我说成绩不是最重
要的让我不太在意，校长怕我灰心是来安慰我的。我会努力地早日融入日本的学习生活。考完试就是吹奏部练习因为22号的文化节富士电视台的记者和交流中心的老师要来所以更
加努力，希望文化节好好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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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试

2009.10.15

今天期中考试终于完成了，考的不用想了当然是一塌糊涂了 ，由于到日本才一个多月很多知识还不会，需要时间来适应。今天发表了古典，现代文的成绩，成绩具体就不说了但是
挺差的。老师们都安慰我，呵呵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了。这点小困难怎么能难道我啊。呵呵，文化节准备中。明天是体育节。深入了解日本的体育文化。可别下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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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会

2009.10.16

今天是运动会早就来到了学校。到了学校，心想幸亏我换班级了，要不还得参加。暗自庆幸但是事实往往和我们所想的是相反的。老师传来了噩耗，我得代表以前的班级参加运动
会。我犹如泰山压顶大难临头，怎么办啊？只能冲了！很快就到我了，我参加的是障碍跑，枪声响了我使出吃奶的力气冲，显示钻铁网，铁网很紧有点困难呵呵，但我还是以最快的
速度穿过去了。接着是钻栏杆，有点低我把栏杆撞倒了。最后是绑腿跳，我前面就一个对手了，拼命地冲，最后是并列第一，呵呵成绩还满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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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

2009.10.18

最近没什么太大的事情，就是在为文化节准备着。吹奏部也是排练很累，今天本打算去找同学玩但是由于父母今天太忙了帮了帮他们，没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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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地区英语演讲比赛

2009.10.19

今天放学时和校长聊了一会天。校长看了我文化节的演讲稿并进行了修改。日语真的很难，语法多样，形式各样。出现了很多的错误，但是也学到了很多！聊着聊着校长说建议我参
加关东地区英语演讲比赛，让我把到日本的感受写成英语进行发表，让我的生活更加丰富。呵呵我又有目标了，努力吧11月份演讲比赛！呵呵今天还有一件惊险的事情，体育课我
们徒步旅行，快回到学校是发现学校门口有一条长的毒蛇，而我那时正距离它最近，老师发现了让我们快点躲开，吓我一跳，好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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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

2009.10.20

今天和冲绳的同学交流了日本的生活，真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要求啊，他们的学校生活史是很忙碌的而且作业也很多，有一点点的劳累。呵呵呵国内差不多！我们修学旅行就是冲
绳，三月8号就能和他见面了，呵呵还挺久呢！！！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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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

2009.10.22

这几天尽讲考试卷了，呵呵化学105还行吧，挺满意的，但是别的科就一一般了，今天上数学课超级有意思，由于是下午都挺困得，有的同学就睡着了，这时老师拿出了一个秒表，
说现在上课2400秒了，时间宝贵让我们按秒过，这给我们逗得，老师每天上课还计时，而且还是按秒上课，这也太有意思了。呵呵今天校长让我练习了文化节的演讲，呵呵可能是
太着忙回家了10分钟的内容我7分钟就背完了，校长说太快了让我回家接着练习，失态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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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

2009.10.23

今天上午上地理课时，忽然间感觉窗户和椅子在震动而且还很强力恩，呵呵老师还很惊奇，是地震啊，枥木县一向地震不是很多的，所以有点意外，来日本之前就听说日本地震非常
的多，但是那毕竟是听说的，现在自己亲身经历了才知道啊，由于地震震感不是特别的强烈所以也没什么害怕的，日本的房屋很结实的，不用担心啊，呵呵内心还有点惊奇。呵呵但
是我还是希望地震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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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

2009.10.23

今天快放学时吹奏部的老师找到了我说让我参加矢板市的文化节舞蹈项目，虽然在国内学习了很久的街舞但是还是有点担心啊，因为这是吹奏部的表演应该是现代舞，还是需要努力
练习的，那是是有很多人看表演的代表学校可不能丢人啊，这周周末又有事情了，老师还说我练习时不是特别的认真，让我端正态度再认真些，呵呵呗老师发现了，看来还得付出百
分之二十的努力啊，呵呵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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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中国

2009.10.23

今天打开电脑出现的便是关于中国的新闻，浏览一看我们国家发生了大事情“　10月19日15时50分，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总值班室接到青岛远洋运输公司报告，该公司所属的中国籍
散货轮“德新海”轮，总吨40892，船长225米，航速8节，船上有船员25人，装载煤炭，在由南非开往印度航次中，在塞舌尔岛东北320海里、摩加迪沙东偏南980海里处(南纬1度
49分3.9秒，东经60度4分49秒)，向公司报告，有武装海盗分子登船，随后失去联系。该轮与公司的最后通话时间为北京时间19日16时35分。事发地点远离中国护航编队A汇合点南
偏东1080海里。”哎呀这海盗也太猖狂了，无法无天了，祖国一定要加油啊，玉海盗抗争到底，有我们13亿中华儿女做你的坚强后盾，虽然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是让我们为我们的祖
国加油吧，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也希望那25个中国船员能够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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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

2009.10.24

昨天晚上睡觉时忽然间听见了警报声，我也不知道几点，当时挺担心的，因为白天刚刚地震了，我还认为是有大地震了呢，呵呵于是马上打开窗户向外面看，看了半天外面一个人也
没有，而且我的爸爸妈妈也没什么反映，还是睡觉，等了有十五分钟我看也没什么事情就睡觉了，早上起来和爸爸说了昨晚的事情，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还、发生了火灾呵呵我失态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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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购物

2009.10.24

由于天气渐渐变凉了，今天妈妈说带我去购物，由于钱包里的8000可能不够买睡衣的，早上起来我就去银行准备了钱，呵呵日本的银行周末时放假的只能去自动取款机了，取完钱
我们驾车来到了30公里以外的商场，刚到商场我就惊呆了人山人海啊，就像中国的菜市场，难道日本买衣服不花钱么？呵呵心里暗暗想到，衣服那确实是琳琅满目，而且都很漂亮
潮流，呵呵我挑了很多的衣服，每一件都很漂亮。交款时还是妈妈有先见之明，很早的就排队了，人很多但是交款都很快的。呵呵当然是血拼了，日本可是购物天堂啊。交完款我们
就去中国料理吃了饺子和拉面！！！！有时间真得多多逛逛日本的商场衣服很潮的，当然价格也很难潮啊！！！！！！！！！！

張 爽的日记



生病

2009.10.26

今天生病了，早上起来就很不舒服所以没去上学，在家休息一天，由于非常的难受，我在床上睡了一天，快点好吧，在家睡觉都成猪了

張 爽的日记



花样男子

2009.10.27

这几天没什么意思就看看别人推荐的花样男子，呵呵。但是都是韩语版的和日语版的，没办法选择了日语版的，虽然有点不懂但是感觉还可以。你也可以看看

張 爽的日记



远足

2009.10.28

后天就是17KM的远足了，得走那么远啊，还是第一次尝试啊，这几天呢好好休息吧，得养足精神啊！

張 爽的日记



还是放弃了

2009.10.30

今天我征战了17km，由于在国内从来不运动出发没多久我就已经筋疲力竭了，坚持坚持！没坚持住在8KM左右也就是山脚下我放弃了，我害怕啊，那有牌子写着有熊出没。我那么
慢不得自己对付熊啊。呵呵坐着校长的车回到了学校自习。呵呵没关系看来还得勤勤运动啊！

張 爽的日记



宅末

2009.11.01

这周由于徒步旅行很累于是没怎么出门一直在家休息着，就连关东大会也没去看。有点懒了，呵呵因为是千叶县有点远啊。但是还是很充实看看托福看看电视剧什么的。下周周末会
是精彩的吧

張 爽的日记



输了

2009.11.01

昨天没去看关东大会本来就有点可惜，今天看报纸发现我们学校输了。呵呵没关系的，因为流感很多棒球选手都没能参加的。很可惜啊。但是能参加关东大会已经很棒了

張 爽的日记



画画

2009.11.02

今天最后一节课是美术课。画画是我最不擅长的了，在图书馆找了一本三国志画起了书面的人物形象，虽然不擅长但是一点点联系呗。画了40分还只是一点点呵呵。看来还得全面
发展啊。很开心的

張 爽的日记



我的新室友

2009.11.02

今天老师带来了一个我们学校高一的学生，听老师说他要成为我的室友，哈哈，我的生活终于可以更加有意思了。在谈话中得知是我们学校高一的第一名。参加了剑道，真是厉害。
文武双全啊。呵呵看来我们还得好好相处啊！我竟然成了前辈呵呵真有点不好意思

張 爽的日记



呵呵数学考试

2009.11.04

前几天进行了数学考试，考的都是最近学的知识，考试时间是50分钟但题目却很多，我吸取了前几次考试的经验先把自己会的做完了，交卷时还有几道没写完。呵呵成绩下来78分
心想太低了。但是没想到是第一名呵呵。比第二名高10分左右。老师说我适应的快。呵呵还得努力啊别的科目更应该加油了

張 爽的日记



中心老师的到来

2009.11.06

今天日本估计交流基金会日中交流中心的两位老师2点来到了我们的班级，那是证赶上上英语课，我们写了练笔就是关于前几天的旅行。呵呵让我第一个展示我的作文，有点紧张但
是感觉表现得还可以。之后和老师交流了这两个月生活点滴，老师们关心的很细致，各个方面都交流了。之后是晚宴。在西餐厅吃的披萨，呵呵非常的好吃我们谈话非常的开心。时
间很快的就过去了。送别了两位老师，心里有点依依不舍。呵呵等2月中旬中期研修再相聚吧！

張 爽的日记



差点迟到

2009.11.06

今天早上睡得非常的熟，导致于我忘记了上学的事情，“张君時間に成た"啊！！！上学，听到妈妈的叫起知道迟到了，一看表竟然还有十分钟上课了，赶紧穿好衣服，洗脸刷牙1分
钟解决，早饭呵呵仅仅喝了一杯牛奶，妈妈让我带上面包吃。飞奔出家门，小跑赶往学校，交通规则还是得遵守的。等了两个红灯终于到学校了，正好上课，差点迟到啊，幸亏家很
近。呵呵以后得注意了。不能迟到啊！！

張 爽的日记



明天入住

2009.11.06

我的新室友今天放学后来到了我家，呵呵，和父亲说明天2点将正式入住我家，呵呵从明天开始生活更加有意思了。无意中提到了放学后的“塾”相当于中国的课后班吧，挺他说他
每天都去上课晚上上到10点，真的很用功啊，怪不得是学校的第一名啊。呵呵我也得加油啊！！！

張 爽的日记



理发

2009.11.07

今天按照原计划来到了理发店，呵呵，由于我们10号有演讲比赛所以得理发，还是以往的程序，先在杂志上选好自己想要剪得发型以及长度，我选了比较短的，之后是洗发，他们
洗发时很注意保护头发的，尽可能不让一根头发弄掉。很舒服，然后开始理发了，由于以前的都发比较长，理发师问了多次是否真的见很短。很快就剪完了。新的发型更精神了。呵
呵最都付款时得到了新年的600日元优惠券。当然其实优惠很小的，因为日本理发超级的贵啊。呵呵

張 爽的日记



东京之旅

2009.11.09

昨天去了东京，早晨9点多到了涩谷，真不愧是年轻人的天堂，来到那里映入眼帘的就是很多的时尚达人，穿着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我们选择了购物，在走进了一家店铺，那
衣服让我们眼花缭乱，太多了啊，竟然还遇到了很多的中国游客！！！涩谷如果想进行的购物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时间根本不够啊，好的东西太多了。那里还有很多的演出。非常热
闹的，吃了很多好吃的，有同学推荐的冰淇淋还有不到名字的。是几个阿根廷人开的店铺，东西很好吃。逛了6个小时左右也吃了很多，来到了琦玉县的购物天堂，那里不仅仅是购
物天堂还是孩子们的乐园，很多孩子尽兴的玩耍。回到家已经10点了很累但是很开心！！！！！！111

張 爽的日记



辩论会练习

2009.11.09

明天就是辩论会了，让我一个中国人和其他学校的日本学生辩论，真是为难我了。呵呵就当锻炼了，学校把这么多好的机会给我了，当然要努力练习了。今天下午老师吧体育馆借给
了我，在体育馆和老师一起进行了练习，很累的，由于发表7分钟要反复练习，嗓子有点痛。呵呵明天可别弄砸了

張 爽的日记



买耳机

2009.11.09

由于日本买电话是不送耳机的，我昨天去东京时顺便去买耳机，但是到卖耳机的地方菜发现不是那么简单的，日本的耳机是不可以看的，我先买了一款看着比较漂亮的索尼耳机，呵
呵离开商店吃饭时，使用才发现不符合接口，这可给我气坏了，由于日本讲究诚信，基本任何东西都不可以退还的，只能在去买了，这回选择了别的商店，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找
到。累死我了！！！！！！！！！111

張 爽的日记



不出所料输了

2009.11.10

今天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博物馆参加国际交流辩论大会，到那里就感觉气氛非常严肃，都在准备着自己的演讲内容，开始了，我抽签是第五个演讲，很快就到我了，一切都按计划
进行，在中间休息时有几个别的学校的找我说话，他们竟然会说中文，交谈中得知一个人去台湾留学过一年，会一点点，另一个是和我一个城市的，但是小学就来日本了，是中日混
血儿。呵呵这还能交到朋友，结果是我就得到了1000日元的购物券，因为就我一个中国人，让我和他们日本高中生比赛日语，很为难啊。呵呵！今天6点枥木电视台会播出我们比赛
的情况，呵呵有时间看看吧！

張 爽的日记



文化节

2009.11.11

今天期待已久的文化节终于到来了，感觉日本的学校文化节完全是学生们的世界，学生们可以发开以往的束缚自由展现自己，我发表了留学演讲，老师们也发表了对中国的了解，中
国的文化等等，最让我惊奇的是我们班的美术老师和同学们组成了一个组合，摇滚乐团，没想到老师的架子鼓很厉害

張 爽的日记



虚惊一场

2009.11.12

今天老师找到了我，说我的室友得了H1NI让我马上回家隔离，这给我吓得啊，马上收拾书包回到了家，到了家等了一会那室友回来了，一检查是普通的发烧，这给我折腾的啊，明
天还可以上学呵呵。

張 爽的日记



话剧

2009.11.13

今天学校请来了日本著名的话剧演出团为我们表演，上午吃完午饭后来到了文化馆，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大屏幕，还与一些穿着二战时期衣服的演员，不用想一定是历史剧了。话剧讲
的是二战时期以及阪神大地震的事情，虽然有点听不懂，但是通过演员生动的表演，意思也基本明白了，两个小时的演出很快过去了，由于表演中不允许照相很可惜。听校长说每年
学校都会请名人来演出，还请过中国的呢。呵呵日本学习真丰富啊！！

張 爽的日记



优胜

2009.11.14

今天是我们学校和宇都宫白杨高中的足球决赛，由于全国足球大会只能一个县一支队伍参加，所以这场比赛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我有事不能去现场加油助威，只能等结果，呵呵晚上
传来了好消息我们学校1：0优胜，下次就是到东京去味全国大会加油了！不会再错过了！

張 爽的日记



莫名的空虚

2009.11.18

最近没有写日记，我想让自己冷静冷静，回味回味，这几个月的生活。今天心中莫名的空虚，在自己的房间里发呆，来到了日本远离了我的生活环境，远离了我的朋友和家人。可能
是想他们了吧。但是这终究需要面对的，寂寞永远不会消失的，尽管有时和同学朋友玩的非常尽兴，但是扪心自问我是真的放开了一切么，我不知道。在喧哗过后我就是莫名的空虚
寂寞！

張 爽的日记



感动

2009.11.19

今天晚上写作业时，以前班级的老师来看了我，虽然我仅仅在那个班级生活了2周的时间但是我非常的喜欢那个老师，因为年轻吧，我们交流更加的方便。没想到老师竟然来看我让
我很感动。为了回报老师呵呵，我决定参加12月31日东京的足球全国大会应援，尽管距离新年很近，尽管很远。但是我还是要参加，因为我是那个学校的一部分，尽管影院的人很
少，是自愿的，但是更因为老师我参加的决心更强了。呵呵

張 爽的日记



2012

2009.11.22

最近在关注一部电影2012感觉挺好的大家有时间去看看！！

張 爽的日记



期末考试

2009.11.24

还有几天就是期末考试了，期中考试还仿佛昨天，期末考试已经来临。呵呵期中考试考的一般，期末得努力了！

張 爽的日记



生日

2009.11.24

呵呵还有半个月就是我的妹妹多惠的一岁生日了，呵呵小可爱终于一岁了，还记得刚来时还不会说一点话，现在却可以叫妈妈，爸爸了。还能说拜拜。真是可爱啊。提前祝她生日快
乐茁壮成长！

張 爽的日记



生日礼物

2009.11.25

今天收到了中心的邮件，起初还认为是月末总结，呵呵，打开一看是生日礼物，虽然生日过去了但是非常的开心。是精致的贺卡还有老师写的祝福语，很开心很温馨。呵呵谢谢老师

張 爽的日记



反思

2009.11.25

呵呵最近发现只要是化学课同学们上课时就反思几分钟，挺同学说是化学老师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学习，特意设置的，让大家回忆学过的内容。呵呵但是有的同学回忆，有的同学确实
睡觉。呵呵，你们也有这样有意思的规定么？

張 爽的日记



迟来的成绩单

2009.11.27

呵呵，今天回家父母给我看了一张成绩单，一看吓一跳，那是我10月份期中考试的成绩单，呵呵现在都快12月份了，有点晚了。但是一想下周就是期末考试，真快啊！得加油了
啊！大家也努力啊！

張 爽的日记



极其丰富的英语

2009.11.27

呵呵今天上英语课，讲的是圣诞节的事情，老师就让我讲讲中国史如何过圣诞的，同学们听得很认真，也很感兴趣，还让我叫大家用中文说圣诞节快乐！我呵呵也当回老师。但是发
现很难啊，我不到怎么教啊。最后只能把字写在黑板上，一个个教读音意思。但是看来很难，同学们都不会读音。呵呵但是都很快乐！时间过的很快！

張 爽的日记



期末考試

2009.12.09

很久沒有寫日記了，因為最近做期末考試的準備！呵呵終於考完了心裡放鬆了。馬上放假了大家有什麽打算？

張 爽的日记



考試

2009.12.10

为期一周的考试终于结束了，感觉考试挺难得，因为现在是特进班级，和以前的班级相比难了很多。但是发挥的还可以把，呵呵估计应该比上次好很多哈哈。成绩期待中！

張 爽的日记



妹妹的生日

2009.12.10

呵呵到日本多了两个妹妹，前几天比较大的妹妹过生日，我精心准备了生日礼物是一些糖果和小孩子比较喜欢的食品，送给了妹妹，妹妹非常的开心，呵呵。周日就是比较小的妹妹
的生日，祝她生日快乐！

張 爽的日记



京都让我们再次相聚

2009.12.10

今天收到中心的快件，通知我们２月１２号在京都进行５天的研修那时我们又可以相聚了，好期待啊！

張 爽的日记



妹妹会走了

2009.12.28

呵呵好久没写日记了，今天忽然间发现1的妹妹会走了，真快啊，刚来日本时妹妹什么都不会，现在都会走了！加油啊妹妹

張 爽的日记



自己动手

2009.12.31

今天晚上父母外出了，我就自己做起了菠萝，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削皮还真是难啊，呵呵等他们回来给他们惊喜

張 爽的日记



黑马

2010.01.05

最近举行了全国足球高中大赛，我们学校作为代表去参加，呵呵经过奋战现在进入了四强，9号进行半决赛。加油啊。在东京国立体育场。嘿嘿去年听说都没进入大赛，今年成绩不
是一般的好了呵呵加油啊!

張 爽的日记



输了

2010.01.09

今天去东京国立竞技场为学校足球赛应援，对方是山梨县的高中很强的队伍，是日本足球队首选高中，虽然尽力比赛但是还是输了，有点可惜，呵呵但是已经很开心了，因为全国第
三这是最好的成绩了，加油啊，争取明年夺得冠军！！

張 爽的日记



中田

2010.01.18

最近在做关于体育的采访，打算练习练习论文，近日采访了我们学校的足球部的同学们，今天采访了中田，他是，身高187是队里最高的选手，这是学校对他的介绍・平成２０年度　
U-16国体県選抜選手 ・平成２０年度　栃木県新人サッカー競技大会　優秀選手 ・第８８回全国高等学校サッカー選手権　栃木県大会　優秀選手 【　大柄な体格を生かした力
強いプレーで前線にボールをつないだり、また自分でいけるとみるや彼の右足から繰り出される豪快なキャノンシュートで意外なところからでも点を取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こ最
近はMFとして出場する機会が多くなるにつれて連係プレーの質が向上してきたため細かく素早い身のこなしも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ており、簡単には相手にボールを奪われな
い粘りが身についてきた。今後の課題は積極性がまだまだ足りないところか。多少強引ではあっても、もっと自分から積極的にがんがんシュートを打てるようになれれば、近い
将来には大物のストライカーに成長できるはずだ。】 平时都是比赛时能看到他，今天中午在老师的帮助下找到了他，进行一些采访O(∩_∩)O~据他说他从幼儿园开始在别的小朋
友的邀请下开始学习的，也从此喜欢上了足球，就一直学习了这么久呵呵真有恒心哦，尽管有时很累会有一点烦，尽管经常受伤但是还是坚持下来了。因为他认为在得到分数时时最
开心的，最收获的，最满足的。他家距学校50分钟的车程很远，但是风雨无阻一直练习着，今年的全国足球大赛第三名就是对他们付出的最好的回报了。最后还要了电话号希望能
成为朋友呵呵，加油吧，争取在明年实现自己的理想赢得冠军！！

張 爽的日记



奶奶

2010.01.24

奶奶是个慈祥的老人，都快到90岁了，但是非常的健康，自己开了家饭店很忙碌，和奶奶见过3次面，但是奶奶很喜欢我，很惭愧的是，一次是我的生日一次是过年，所以得到了2
次压岁钱，很不好意思呵呵。奶奶说有时间一定去中国玩。今天提到7月份我回国奶奶有点伤心，呵呵没关系的明年4月份我还回来了呵呵等着我奶奶！！

張 爽的日记



忙碌的一天

2010.01.24

今天真是忙碌啊，由于周末父母带我去购物，首先驱车30公里来到了经常去的购物中心，但是正好赶上了公休日，呵呵有点倒霉哦。于是我们就去别的城市，到了樱花市，哪里的
购物中心有点小呵呵，爸爸妈妈买了衣服，由于我经常买而且那里还很小，于是妈妈给我选了一个围巾很漂亮，购物后都很累，我们找了一家专门经营小吃的超市，但是有赶上了最
喜欢的一家汉堡店休息，只能去吃别的小吃去。吃晚饭，天也渐渐黑了，我们就回到了家里，晚上我们吃过饭，爸爸说没什么事情做就去喝点东西吧，于是坐出租车来到了附近的一
家居酒屋，在那里我迟到了美味的秘制鸡肝也喝了很多的饮品，最后爸爸还是没尽兴于是又来到了奶奶的饭店，在那里有卡拉OK，我们边吃零食边唱了歌。回到家已经夜里1点了，
呵呵有点累了，好好睡上一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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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

2010.01.26

最近再学习托福词汇，弄得我看见人就想到了托福单词，有点神经质了都。什么时候才能摆脱托福的困扰啊！！期待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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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研修

2010.02.03

时光飞逝，日本的留下留学生涯已剩下一半，今天收到了中心的京都车票，意识到中期研修近在眼前。发现我来日本这么久了，当初刚刚下飞机的情景还是历历在目！时间真是迅速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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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 中国

2010.02.12

呵呵明天是中国的新年了，我们也是中期研修，希望一起过一个快乐的有意义的信念。期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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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

2010.02.18

京都的研修十分的热闹，最近比较忙没有那么多时间一一介绍，接下来有时间我会一一为大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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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研修（1）

2010.02.19

回忆：今天是中期研修的时间，早上很早就起来了，因为要坐10点钟的电车，坐着电车心里十分的激动。到了宇都宫坐上了赶往东京的新干线，在新干线上想着到了东京能遇到朋
友么，嘿嘿期待中。到了东京不出所料遇到了几个朋友，大家分别半年见年十分的兴奋。感觉3个小时的车程过得很快，坐的是“光”国人很快，貌似是最快的新干线了呵呵。到了
京都又见到了很多同学，大家都十分兴奋。到了酒店吃过晚饭一起畅谈。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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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寺

2010.03.03

中间研修，再一次踏上了清水寺这片土地，两次来到清水寺感觉确实不同的，第一次和同学来的天气很好，感觉清水寺是片土地是神圣的，愉悦的，站在这里仿佛可以看到很久以前
这里发生的故事，看到曾经的繁华。第二次来到这里是中间研修，天气虽然是凄凄细雨，但是心情却非常的好，分开半年的朋友老师在一起，很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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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语真难

2010.03.08

由于明天就是修学旅行了，我昨天就打算把中间研修的体验文章完成，写了足足一个下午，把我所会的语法和单词都用上了，写的文绉绉的，本来认为写的很好的，但是拿给别人审
批时我都要疯了，我发现怎么我还有那么多的语法错误啊，真是天哪我失败了！！OMG！！看来我还需要加油啊！最后很乱的发出了邮件，因为是用WORD文档做的怎么发邮件不
是很明白呵呵！！祈祷老师能够收到……明天就是修学旅行了，冲绳等着我啊，大海等着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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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

2010.04.09

今天第一天上学，学校组织了体检。当我体检时着实十分的惊讶，竟然身高比体检时变矮了2CM！！！可能两面有误差吧。但是体重竟然增高了8KG这下可吓坏了。我这从来不胖
得人竟然胖了8KG看来得少吃点了。减减肥不能这样子胖下去了。令我最最最惊讶的是那个视力表我都看不到。戴上了400度的隐形眼镜竟然得到了C的成绩没合格。看来度数又涨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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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急乐园

2010.04.11

富士急乐园是日本的三大乐园之一，也是三大乐园中最为惊险刺激的。在富士急乐园中创造了4项吉尼斯纪录。FUJIYAMA是日本的过山车之王，它最高时速130km/h、最大落差
70m，全长2045米，最高部79米，所需时间3分36秒。还有えじゃないか！最好时速126km/h,最高部76米，全长1153米，7次座位回转，2次大翻转，5次座位拧转，总共14次翻
转。。超戦慄迷宮 鬼屋。这个是最刺激的了他实际上是一个废弃的医院，一共有2层，外面堆满了花圈，里面一片黑暗，游戏者进入后，首先要观看一段关于一段关于医院的电影，
讲述的是2个中学生在医院里住院，当醒来时发现情形不对，想要逃跑，但突然发现自己的内脏却也不见了。。。于是冒险开始，每组人员的装备是一个小的可怜的手电筒，借着微
弱的灯光，在黑暗的医院里寻找着有箭头指引的道路，各种血腥的器官，肮脏的衣服，占满灰尘和鲜血的器械，充斥着每一个角落，里面安静的能够听清楚自己的每一声心跳，突然
后面传来脚步声，和同伴的尖叫声，接着就是一个字，跑。还有トンデミーナ，最高点43米，臂长25米，摇摆角度240度，最高速度102km/h,回转速度13km/h,回转直径8.5米。还
有激流勇进等等很多的游戏节目。曾经有幸去过一次富士急乐园玩了过山车和ウエーブスインガー以及ティーカップ　感觉十分的惊险刺激。很遗憾的是那个鬼屋由于每天限制人数
没能去上。有机会一定会再去一次富士急乐园。体验惊悚的鬼屋！！大家有时间一定要去玩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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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2泊的学习合宿

2010.04.17

刚刚开学2天就迎来了为期三天的学习合宿。我们特进的班级来到了HONDA的工业园区。其实说是工业园区还不如说是旅游区。是在一个深山中。里面有很豪华的饭店。赛车场一
级游戏场。樱花满开，十分的惬意宜人。住进了三天我们感慨最深的是这里的料理真的丰富。也非常的好吃，大家都吃了很多。三天时间参观了HONDA的工业区，也体验了氢气
车。据说世界上仅仅有6台。其余的时间都是在努力的学习。晚上和同一个房间的朋友说了很多的话非常的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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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NHK韩寒

2010.04.27

昨天晚上七点左右日本的NHK电视台播放了韩寒的专访节目。整个节目30分钟韩寒的采访大约十分钟左右。韩寒是中国新兴代小说家著有很多有名小说《三重门》，散文集《零下
一度》， 小说《像少年啦飞驰》，《长安乱》，《一座城池》，《光荣日》，文集《通稿2003》,《韩寒五年》，文字精选集《毒》，赛车随笔《就这么漂来漂去》，博客精选《杂
的文》。他的新浪博客点击量位于第一363,585,361 截止2010年4月27日18点16分。27岁的韩寒还是上海大众333车队职业赛车手。无论是身为作者还是身为赛车手他都表现了中
国当代80后的努力。整个采访韩寒非常沉稳不急不忙有风度，展现了中国80后的风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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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乃饼

2010.05.08

昨天从数学老师那里得到了礼物《宫乃饼》。很好吃的点心，也很漂亮。是因为前几天数学老师有一道关于三角形的题目遇到了困难，我想到了方法，解开了题目。嘿嘿谢谢数学老
师，点心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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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收看我的采访

2010.05.24

来到日本到现在已经9个月了，日本的留学生活即将到尾声。富士电视台对我和kathlylove同学的采访也到了尾声。预定是5月25日18:15———18：40！！在フジテレビスーパニ
ュース放映。请大家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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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个月

2010.06.09

中间研修以后就一直没怎么写日记。最近事情还挺多，首先5月份的连休去了富士急乐园，虽然不是第一次去，但是还是很期待的，因为上次去很多游乐项目都没有玩到。不过因为
连休一直交通阻塞。富士急乐园人还非常多，一直在排队。玩了日本最高落差最大的FUJIYAMA过山车，这个是创造了很多吉尼斯纪录的过山车！很刺激。之后又玩了别的项目。五
月份也参加了期中考试。成绩有所提高。特别是古典78分，很满意。六月份上周和住宿家庭去日光，虽然脚受伤了但是因为最后一次旅游还是去了。到了日光很巧合也是很意外的
竟然遇到了群马县的黄哲。真是太巧合了，事先可没约定好。参观了世界遗产日光。然后驱车来到了1400米高的山顶。途中遇到了摩托车俱乐部的聚会很热闹。在山顶的牧场餐厅
吃了饭，很美味！！6月14日会有44名中国云南省的高中生到我们学校访问。期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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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访日团

2010.06.14

今天学校来了云南省的访日短期代表团！他们将在我们学校度过一天的交流活动。我作为志愿者帮助学校接待了他们，一起参加了料理科一起进行了交流。两国的代表还进行了各自
的表演。云南舞蹈很有特色。很久没有见到这么多中国高中生了。过得非常的开心。感觉时间变得很快！！最后得到了很多的礼物。谢谢云南省访日团！！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这次访
日经历。收获更多的人生哲理！！大家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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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会

2010.06.26

已经六月末了！距离我回国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今天姐姐邀请我们举行了送别会！哥哥也从东京赶来，带着出生4个月的宝宝！宝宝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开心！！在姐姐家里吃了
BBQ！！很好吃！！谢谢姐姐！！有时间一定去中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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