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的对面

2009.09.26

9月25号，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校长带着我和格兰特（美国留学生）去了鸟取县的沙丘游赏。 在冈山县连绵的群山中穿行，参天的大树傲然挺立，仿佛有“与天公试比高”的风
骨。四下望去，眼中浸满了碧绿。转过一个山头，眼前突然一片开阔，那蔚蓝色的，起伏着波涛——大海。 要到达海边需要翻越一座沙丘，远远看去，犹如米黄色的大海，微风拂
过，泛起淡淡的清波。可走近一看，才发现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平坦，高高的沙丘挡住了我的视线，抬头望去，正在爬“山”的人仿佛大海中漂浮的扁舟，这才感到人类在伟大的自然
面前的渺小。爬“山”的路有两种，校长要我同他去走相对平坦的路，可我却倔强地选择了和格兰特去爬陡峭的一面。烈日当头，每走一步脚就会深深地陷入滚烫的沙子中，随沙子
向山下滑动。每一步都异常艰辛，每一秒都异常漫长。美国人似乎天生体质就好，我还在半山腰时，格兰特就已经在顶峰向我扮鬼脸了。不知是我骨子里就不愿落后于人，还是急切
地想看到大海。我咬了咬牙，使劲地向上爬去，几番放弃与坚持的挣扎过后，我终于爬上了沙丘顶端。 在凉爽的海风中，我恣情地张开双臂，任海风吹乱我的头发，浸透我的全
身。我仿佛看到海的对面，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那风中的气息，是如此熟悉，如此温暖，我感到自己已化作一只海鸥，飞过茫茫大海，飞到海的对面。那一刻，我真想面朝大海喊
出我心中积蓄已久的话语，可我还是忍住了，因为无声才是人内心最真实，最纯粹的表白。 我并非第一次见到大海，可我却第一次如此激动。 因为，这一天我十六岁了。 因为，海
的对面是中国。

李 心雨的日记



中华情

2009.09.28

今天，校长带着我和格兰特（美国留学生）去了鸟取县的燕赵园观光。 坐在车里一边听着日本古老的音乐，一边欣赏沿途的风光。苍翠的大山脚下静静地横卧着日本民居，黑瓦白
墙，窗下摇曳着几株野花，宁静而悠然。看到格兰特在不停地拍照，我用生硬的英语问道：“你爱日本吗？”“当然。”他睁大碧蓝色的眼睛，不假思索地回答了我。“那你爱中国
吗？”他的蓝眼睛似乎在回避着我急切的目光，“如果我去过中国，也许会吧！”我干涩地笑了笑，一种莫名的失落涌上心头。 一路颠簸，终于快到达目的地了。远远地我就看到
在蔚蓝色的天幕下闪烁着金色光芒的琉璃瓦，一股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燕赵园到了。燕赵园是为纪念河北省与鸟取县结成友好城市而仿照中国古典园林建造的。虽然只是中国园
林的一个缩影，但还是被它入园处“燕赵门”三个烫金大字的雄伟与大气所震撼了。进入园中，一路亭台楼阁，水榭画廊，微风拂过，在碧绿的树丛中时隐时现，别有一番风情。进
入主殿，正中墙壁上悬挂着孔孟画像，其下放着一张八仙桌，陈列着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两旁摆放着根雕屏风。墨香扑鼻，浮躁的心瞬间平静了下来。出了主殿，来到一个湖泊前，
碧波荡漾，锦鳞游泳，可惜不是荷花盛开的季节。穿过七孔桥来到听雨亭，清风徐来，伴着二胡悠扬的乐声，真有心旷神怡的感觉。格兰特一会儿举着相机拍照，一会儿急切地问我
亭中对联的含义。尽管我的英语还很差劲，但还是看得出他聆听我的解释时的认真与专注。 之后，我们去看了杂技表演，当我听到观众们被杂技演员精美绝伦的表演所折服而发出
阵阵的惊叹时，当我大声地告诉他们我是中国人时，我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与自豪。我回头去找格兰特，发现他正在纪念馆里穿着唐装拍照。我大踏步地向他走去，骄傲地抬起
头问道：“你爱中国吗？”他蓝色的眼睛里闪烁着碧波：“是的，我爱中国。”我笑了，笑得特别舒心。 是啊，一个外国人何必非要到达中国，才能感受到中国的魅力。我伟大的
祖国母亲，用她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用她十三亿儿女的聪明才智，震撼着世界，改变着世界。祖国，身在异国他乡的我为你的伟岸而骄傲而自豪。 祖国，我的母亲！今天我因你而
骄傲，明天我要你因我而更加辉煌！

李 心雨的日记



部活动

2009.10.13

我参加了学校的インタ-アクト的活动部，每周三四的下午活动。上周我们用旧报纸做书包，还编了篮子。我和一个四川来的女孩一起做了一个手提包，并且用一张写着“中国成为
海军大国”字样的报纸做了包的外层，日本人看了以后都说：“中国人，すごい!"我们还经常参加冈山县的公益活动，我还在音乐会上表演了二胡。这个学校的外国人很多，有中国
的，韩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柬埔寨的等等。活动部有料理实践，下次是我和四川女孩一起包饺子，看来以后能吃到世界各地的美食了。 我觉得这个活动部很有意义，很高兴成
为其中的一员。

李 心雨的日记



留学生考试

2009.11.08

今天所有的高三留学生都去冈山市参加留学生毕业考试了，日本人回家了，宿舍里就剩下我们几个人，空荡荡的。祝愿他们都能取得好成绩！

李 心雨的日记



松山城的红叶

2009.12.05

上星期五，学校的老师带我们去了备中松山城。 在冈山县高梁市的北端耸立着大山。从南看的山容，与在草上伏着的老牛的身姿很相似，所以被称为「卧牛山」。备中松山城以那
个顶为中心遍及全域。松山城因为是日本位置最高的城，被认为是「天空的城寨」。可是，我最喜欢的是松山城的红叶。 从车上下来，马上就感到了秋天的气息。漫山遍野的红
叶，好象给松山城裹上了鲜明的外衣。慢慢地走上山道，秋天的气息越来越浓。风吹落的红叶，简直象蝴蝶一样漫天飞舞，特别漂亮。红叶落到地面，被埋在土里，也不后悔吧？不
管怎说，红叶在天空自由地飞翔时，展现过自己最美丽的一面。 我拾了一片红叶，夹在书里。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 心雨的日记



命运的神

2009.12.09

上星期的星期日，为迎接圣诞节，新见基督教会的人举行了聚会。 其实，到圣诞节还有二十天，12月6日开聚会稍微有点早,不过从这个事来看，圣诞节在日本人的年轻人中很 受欢
迎。 聚会从夜晚的6点半开始。祈祷过后，一边吃蛋糕，一边听圣歌。那其中的一曲印象很深，现在也留在脑海里。那是「人的路途」这个歌。 人的路途由主确定 主让人为他的路
途高兴 即使到下也不会气馁 只有主握住我的手 如果在世间真的有神存在，我们遇到困苦时，会帮助，鼓励我们吗？其实，真正的神不是别人，是自己。作为人，我们掌握自己的命
运，走着自己选的道。搞错也，失败了，最后也绝对不能丢掉希望。因此，倒下，也要用自己的力量起来。 在世间根本不存在神。真的命运之神，是我们自己。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 心雨的日记



芭蕾舞

2009.12.21

昨天，我与朋友去了新见文化交流馆看芭蕾舞。 看的是「胡桃夹子」这个芭蕾舞。1892年在俄罗斯诞生，讲述19世纪末的德国的圣诞节前夜发生的故事。在舒塔尔巴姆家的圣诞节
晚会上，女儿克拉拉得到的礼物是个胡桃夹子。那个夜晚，半夜在夜深人静的起居室中，胡桃夹子偶人和玩具士兵们正在和老鼠们战斗着。克拉拉帮助了胡桃夹子偶人后，他变成了
王子，做为感谢带着克拉拉去了雪国和点心王国。真是很有趣的故事。 演出开始的时候，观众的目光马上被舞台设计和舞者华丽的衣服吸引了。芭蕾舞女演员配合着华丽的音乐，
认真地跳着，快乐和悲哀全部在芭蕾舞中显现了出来。其中，我最喜欢的是第二幕，「点心王国」。看到了热情的西班牙舞为首的，安静的阿拉伯舞，豪爽的俄罗斯的舞等各个国家
的舞蹈。特别漂亮。其中也有中国的舞,不过，不是传统的的中国民族舞，我总觉得会有更好的舞，所以有点失望了。但是，看这么好的芭蕾舞，非常快乐。但是，看演出的期间，
没能拍照片，非常遗憾。但是，永远在心里头留下了美丽的画面。 其实，人生也是大舞台，我们都是舞者。如果想在人生的舞台显示自己最好的一面，必须付出汗水和努力。大
家，让我们一起跳好人生之舞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 心雨的日记



请安全行驶

2009.12.22

今天下午，我与interact部的同学一起参加了在新见市举行的关于交通安全的活动。 下午2点，在短暂的讲话过会，活动正式地开始了。我们站在大道两侧，对停车的司机传发宣传
传单。「请做安全行驶。请小心行车」。我一边说，一边双手交给司机传单。司机露出笑容，接过传单。「知道。」「谢谢。」，回答我们。我心里感到很高兴。 所谓安全行驶，
不只是简单的标语，我们必须要好好遵守。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对创造好的交通环境非常有益。今后，还想参加这样的活动。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 心雨的日记



成长

2009.12.23

今天早上，起来后，我马上与朋友一起去了离宿舍最远的超市买东西。 风很大，一直下着雨。我骑着旧的，难骑的自行车，困难地向前行进。很冷的雨水落到脸上，头发也被雨打
湿了。我冻得发抖。这时，我想起了7个月前，体育考试之后，与同学一起骑自行车返回的情景。那天下大雨，雨滴落到脸上，就像用针刺的一样痛。穿着雨衣，也成了落汤鸡。我
们一边背着苏轼的名句，互相鼓励，一边回了家。。「足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现在想起的话，觉得很怀念。 大约30分左右过去，终于到了超市。买了很多的
东西，再次在风雨里踏上了回宿舍的道路。但是，一点没感到累的感觉。 回到宿舍之后，因为饿，我做了面条。烧开开水，切了蔬菜，匆忙地做了，终于做好了。很高兴地吃着面
条，心情马上变好了。虽然不那么好吃,但是是自己做的，总觉得好吃。因此，拼命地吃了很多。 来日本之后，4个月左右过去了。也有困难，也有感到为难,不过，不知不觉好象长
大了。「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 心雨的日记



礼物

2009.12.24

已经马上是日本的新年，渐渐有新年的感觉。昨天在超市买东西的期间，不知不觉看了摆满了货架的漂亮礼物。我想大概是作为新年的礼物送上司和亲属吧。看了那个，忽然想起宿
舍的老师今天回家的。我来日本，大致只有4个月左右,不过，给老师添了很多麻烦，决定买一个，送给老师。好好挑选一番后，终于决定了。是冈山县的土特产，白桃年糕。没有吃
过,不过，看起来好吃。装食物的盒子用彩色纸包着，系着色带。而且，在彩色纸上印有桃太郎的图像，特别可爱。啊，对了。冈山原本是桃太郎的故乡。 返回宿舍之后，我悄悄遮
住礼物，没让老师发现。今天的下午，在老师回家之前，取出来。一边说「不是那么新奇东西,不过，是我的真心感谢之情哟。请收下。祝您新年快乐。」我一边双手交给老师。老
师笑盈盈地，说了感谢的话。 今天，我感到很高兴。到1月1日还有几天，但新年的气氛更浓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 心雨的日记



在日本的新年

2010.01.08

初次离开家，在外国迎接了新年。为了更好地了解日本文化，我得到机会，去日本人的家一起度过了新年。 到达日本人家庭时，是除夕夜晚。正好在制作新年饭菜。我也帮了忙。
日本人告诉我所谓新年饭菜，是新年期间吃的为了庆祝的饭菜。照烧鰤鱼与煮年糕和黑豆等，大致二十种类。做好后，分别放入在套盒中，摆出极漂亮的样子。而且，装饰上一种叫
什么的花，放在食物上面。按日本人的话，是为了祈愿幸福。特别特别漂亮。我也请他们帮忙拍了照片。 我是中国人，因为在中国新年的时候有吃饺子的习惯，日本人特意制作了
饺子。特别感动。在中国做饺子不是直接在超市买饺子皮，而是在家自己做，日本人听候很吃惊。但，同样坚持在家做了。在我家虽然作饺子,不过，我只管看。没有自己做过。我
总觉得做饺子皮很难。所以，最初心里七上八下没着落。但是，自己试着做了以后，发现并没有想的那么难。只不过没有妈妈做的那样的圆,不过，不管怎说是用自己的力量办到
了，总是高兴。 第一次在外国度过的新年，真的很快乐。作为一份新鲜的回忆，留在我内心深处，永远不能忘记。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 心雨的日记



你能喝酒吗

2010.01.15

今天，与生物老师一起作了特别有趣的实验。题目是「你能喝酒吗」。我们因为还是未成年人，当然不能喝酒。因此，老师特意从保健室拿来棉球和酒精等。 实验很简单。先将棉
球浸入酒精，然后放在胳膊上，用创可贴贴上。大致7分左右，取下创可贴，再等10分左右。根据皮肤颜色的变化，判断是不是能喝。如果没取下创可贴时，皮肤变红，就是强阳
性、不能喝。并且，好像有只喝一点也有生命危险的人。取下创可贴时，颜色不变,不过，过一会渐渐变得红的人，是阳性、能喝酒的人。相反)，一直颜色没变的人，是阴性、超能
喝酒的人。我到底是怎样。很想快知道，于是觉得七上八下的。如果结果是强阳性，怎样办？(我很喜欢酒哟！)但听说中国人都听能喝酒，就放心了。 结果很好！阴性。但是，同学
中的韩国人好象是强阳性。好可怜。他在韩国喝过酒？韩国也像日本一样未成年人不能喝酒喝？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 心雨的日记



自然的美丽

2010.01.24

今天吃中饭之后，看了看外边，天气好好啊，于是想去哪里散散步。正好想起今天应该去图书馆还书，稍微准备了一下，就出发了。 在图书馆发现了《窗边的tottochan》这个书。
在中国时，日语的老师告诉我那是特别有趣的书。我只看过译成中文的。因此，这次想读一读日语原作。 借了书，沿着河从图书馆回来。下午的太阳阳光照射到水面，特别美丽。
那时，眼前飞来二只仙鹤。雪白的羽毛，优美的曲线，自由地飞翔，与蓝蓝的天空相称，非常美。我站立在那里，看着渐渐消失的仙鹤，觉得很感动。对出生以来一直住在都市的我
来说，乡间的生活确实很新鲜。但，刚才看见的景色在大城市无论如何也看不见吧。自然，真的是很好。我想到。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 心雨的日记



忌针节

2010.02.05

今天是忌针节。不太知道忌针节，到底是什么。不过，是日本的女性不能用针的日子。今天的第4节课，大家聚集在体育馆，把针插上豆腐。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还不太明白,不
过，很有趣。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 心雨的日记



滑雪

2010.02.05

下周的星期一，留学生全体去滑雪。 我滑过一次冰,不过，滑雪是第一次。怎么样呢，稍微有点紧张。 但是，很期待。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 心雨的日记



滑雪

2010.02.09

昨天，老师带我们去滑雪。 但是，从星期日的下午开始稍微有点发烧。担心能不能去滑雪，可不管怎说好不容易得到的机会，不想放弃。因此，虽然健康状态不太好也决定去滑
雪。 关于滑雪场，换了衣服。穿厚厚的滑雪服，大家都变胖了(不好看)。滑雪鞋又重又难穿。我的鞋太小，怎么也穿不进去。 教练教了滑雪的各种知识后，终于开始滑雪。首先坐
缆车上山，从山顶滑下来。滑雪是第一次，完全不会。从山顶上往下看，头忽然晕起来。可怕,不过，向自己说「不要紧！使出勇气，绝对能行！」。开始滑，但马上摔倒(好痛)！。
站起来，又跌倒了。一直是跌倒、起来的重复，最后甚至不能够站起来。我一共滑了5次，最后的1次只跌倒了1次！（很棒了吧！当然跌倒的要领也掌握了)。 啊，对了。中午的盐
面条也好吃。 但，回到宿舍，身体特别发倦，病好象也变得厉害起来。怎么办啊！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 心雨的日记



生病了

2010.02.09

上星期的星期六，从超市返回宿舍的途中，非常想吃冰激凌，就买一个，一边走一边吃了。虽然下着雪。。。。。。 而且，因为滑雪身体疲惫，终于病倒了。头晕晕的，喉咙也
痛，量了一下体温，38。5°，很吃惊。谁快来帮帮我！ 其实，来日本之后，一直很精神哟。连感冒也没有得过。今天本来打算不去学校，可吃了药，病好了！真是的！ 并且，那个
冰激凌也不好吃，下次绝对不买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 心雨的日记



陶艺

2010.02.10

我制作的陶瓷工艺作品在美术馆展览了！ 大家相信吗？厉害吧！ 一个是小茶壶，再一个是猫哟（我家也养了一只猫）。 昨天下午去美术馆，拍了很多照片。 想给大家看,不过，宿
舍互联网的速度太慢，无论如何也加不上。 抱歉。下次一定！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 心雨的日记



瘦了

2010.02.20

大家，知道么？我瘦了哟。 来日本之后，经常吃肉啦点心啦，很快就胖了。测量体重后，非常懊悔！想着不要紧吧。反正不管怎样，这样继续下去已经不行了。不减肥不行了！ 本
来准备每天早上早起做运动，可我真是没有运动神经，所以放弃了。因此，只有节食了。每天只吃一点饭，肚子饿了时，只吃水果和酸奶，绝对不吃象饼干这样的的点心。努力的结
果，终于减肥成功了。返回到来日本之前的体重，真好啊！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 心雨的日记



发型变了

2010.02.21

之前发型变了一些，有些与从前不同的感觉。在中间进修的时候，被大家说「漂亮了」，好高兴啊！回冈山后，觉得发型再稍微变一下也不错，剪得很短。 把长发剪短，老实说我
也感到为难。但是已经决定了，就不想后悔。因此，还是下决心剪了头发。虽然不那么短,不过，是与前全然不同的感觉哟。如果有时间，要给大家看看照片。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 心雨的日记



照片

2010.02.23

新的发型怎么样？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 心雨的日记



千与千寻

2010.02.25

《千与千寻》这个电影很有名，在中国时我已经知道了。同学们基本上都看过这个电影,不过，很遗憾，我一直没看过。昨天与日本人的朋友谈了很多关于日本电影的事，朋友推荐
说「《千与千寻》特别有趣哟。一定要看。」，想看看，在电脑上看了。 名叫「千寻」的女孩子，在和父母返回家的途中，迷了路，不知什么时候进入了未知的世界。父母因为吃
了那个世界的食物，成为了猪。千寻非常难过，决定帮助父母。千寻以自己的善良感动别人。在大家的帮助下，与父母一起返回了人的世界。 真是极好的电影啊，特别是那个不同
的世界，我也想体验一次。我希望中国也大量地创作《千与千寻》这样的电影。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 心雨的日记



毕业典礼

2010.02.26

今天是毕业典礼。 因此，从星期二开始就一直准备，做了好多次彩排。毕业典礼是在体育馆举行的，所以我也帮忙给体育馆的墙敷上红白的布，将椅子摆好。然后是校歌的练习。
我觉得是很好的歌，旋律也很美，节奏也不快，并且作这首歌的人也相当有名。可我无论如何也记不住校歌的歌词。怎么办？还是必须要好好练习！ 终于毕业式开始了。首先，唱
国歌，然后是校长和市长的讲演，毕业生代表的讲话，最后是唱校歌，毕业生退出。做了很多次「起立，礼，坐」，稍微有点累,不过，大家都做得很好。送别的音乐响起起时，空
气也变得难过起来，有几个人已经哭了。 前辈们，承蒙半年来的关照。真的很感谢。今后也请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 心雨的日记



考试

2010.03.01

本星期考试。 为了考试前的复习，宿舍的熄灯时间从以前的夜晚10点半更改为11点半。与其他所有考试都参加的留学生比较，我很幸运，老师说「只要参加愿意参加的科目考试就
好了」。但，我平时一直想到外面去玩，没怎么学习。也渐渐忘记在中国已经学的知识，学习的心情全然没有。。。。。。怎样做才好？感到为难。。。。。。 讨厌的考试！ 还是
要好好地学习啊！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 心雨的日记



进入了篮球部

2010.03.02

大家看到这个题目，不要吃惊。 我个子矮，也不太有运动神经，打篮球是完全不行的。而且我们学校只有男子部，我是不可能打篮球的。 其实，这次我是作为经理进入篮球部。之
前，我不太明白经理到底是怎样的工作，甚至问了「不是扫除吧」这样幼稚的问题。别人回答说「打分了，还有拉拉队啦」，我终于安心了。 最重要的是，进入篮球部之后，可能
有各种比赛，到外边去玩。本星期六第一次练习。期待着。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 心雨的日记



日本舞蹈

2010.03.29

昨天，去看了日本舞蹈。 说起日本舞蹈，从前看电视，总是有着穿和服的女人拿着扇子和伞跳舞的印象,但没有实际看过。因此，是非常期待的。 据说这次的舞蹈是根据传统的日本
舞蹈，以演歌为背景音乐，创作的新舞。并且据说跳的都是全体老人，退休后去文化馆这样的地方，学习的日本舞蹈。其中，有88岁的老奶奶。我不太懂日本舞蹈，只有根据和服
的漂亮，来评价那个舞是不是好的。但还是觉得实在是很好啊。最喜欢的是《博多陷入恋爱》这舞，现在也留存在心里。 ￣￣老实地说，演出时间太长，有点发困(笑) 之后，，学
古典舞乐的孩子也出场了，一边背着很难的词，一边跳舞。厉害啊 ￣￣ 最喜欢的，是最后的扔手帕。我也得到包着糖的一块，留下来作为纪念品。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 心雨的日记



好久不见！

2010.04.25

很久没有写日记了。这么长时间没写日记，有点不好意思￣ 看了日历，发现离回国大约只有3个月了。一边感慨时间过得太快，一边决心要过更有意义的生活。而且，我打算7月份
挑战日语能力考试1级，所以必须要努力了。。。 最近一直说从明天开始好好学习，从明天开始减肥什么的，不管什么都是「从明天开始」，总是说着这样的话。也被老师笑过「永
远有明天」(笑)。但可以从今天开始努力的东西，为什么要等明天呢。所以，这次我想不再这样，而是大声说「从今天开始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 心雨的日记



鹫羽山高原游乐场

2010.05.09

昨天，和朋友去鹫羽山高原游玩。 说实话，原本是想去东京迪斯尼的。到回国只有二个月左右。如果这次不去，又没有机会了,不过。。。到东京很远，也相当花钱，而且没有住宿
的地方，想去也无法去，最后死心了。有点遗憾，但朋友问我「来鹫羽山高原吗？就在我家附近哟」，于是放弃去东京的想法，决定去那里。 鹫羽山高原，当然难与迪斯尼乐园
比。但是，它建在濑户内海旁，有很多非常有趣的东西，据说「令人欢欣雀跃和七上八下」。进入后，马上挑战了升级跳。坐上椅子，与机器升到塔顶后，马上一口气下落。这样上
下好几回，只能听到乘坐的人的叫声。那个惊险，很难想象。我是出勇气试了试，但是，没有想的那样可怕,不过，如果下来后感到双腿无力。接下来，乘坐了大观览车。1周15分左
右，上到最高的地方，景色真棒！而后，乘坐了旋转木马，一瞬间返回了儿童时代(笑)。之后也疯玩，最后乘了轨道飞车，站着的很有趣。原本想试试蹦极。第一次人太多，不成。
第二次是正好休息。第三次也因种种原因不能。老实地说，因为没有勇气(笑)。据说有穿着民族衣裳跳舞的外国人,不过，没遇到，遗憾。 从鹫羽山高原出来，去体育中心，玩保龄
球。因为不太在行，不很好。最后的成绩让人吃不消(笑)。 稍微有点累了,不过，真的很快乐。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 心雨的日记



游泳

2010.05.1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终于学会游泳了！ 这么说有点不好意思。说到游泳，觉得简单的人可能很多,不过，对我来说这一点也不是简单的事。 其实，小时候稍微学过一点游泳。不
过，因为那时还小，站在特别冷的水中，一直哆哆嗦嗦地颤抖，没学会。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变得怕水，再也没去过游泳池。 之前正好是黄金周，老师带着我们几个人去了温
泉。温泉有游泳池，所以去泡温泉时顺便去游泳。游泳池的水非常浅，只到胸。可是，因为以前有过失败的经历，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打算放弃时，老师说「没问题！你的话一定
能行！」鼓励我，觉得有了一点自信。 拼命努力之后，终于学会了游泳。不是那么很好,不过感到高兴极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 心雨的日记



presentation

2010.06.21

大家，好久不见！ 上星期二，我去了新见市的短期大学，在英语沙龙做了展示。 因为是关于中国的介绍，当天我特意穿了旗袍。是有龙和凤花样的衣服，非常漂亮。展示从夜晚6
点半开始，从上海世博会的介绍进入本题，介绍了很多中国的基本信息。也放入了很多在中国各个地方旅行时拍摄的照片，逐一说明了。 然后，介绍了我们中国。是怎样的学校，
有什么小组活动，说了很多。听说我们学校从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9点上课，大家都「啊￣，这样？无法相信」，感到特别吃惊。 最后我弹了二胡。弹了2曲之后，被大家要求再弹，
没有办法又再弹了1曲。是「北国之春」，日本的曲子。一点没有准备，意外地没有错误，弹地很好。 1个小时左右的presentation结束了，又回答了大家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
这是非常好的经验。 最后时，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这次的presentation得到了2000日元的工资哟。真好！(笑)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 心雨的日记



再见！格兰特

2010.06.21

一个年级的格兰特明天返回美国。他作为交换生，去年8月来到了日本。我与格兰特大约一个时候来日本，在这1年间常说话，关系很好。 昨天，与格兰特一起去玩，在电车上谈笑
着回顾了1年的留学生活。第一次见面时英语的自我介绍啦，一起做的陶瓷工艺和浴衣了，想起了很多，觉得好怀念啊。 一转眼已经过去了1年。之前，一直觉得还有时间， 明天就
要离别了。。。。。。时间过得真快 ￣ 格兰特，1年辛苦了！真的很快乐哟。回美国，也请努力！不要忘了我哟！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 心雨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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