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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日记·京都一个月

2009.10.04

期待着，期待着，得流感的计算机老师终于回来了，我的电脑终于可以上网了。积攒了一个月的话，太多，可现在要写，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京都是历史名城，寺庙数不胜
数，才一个月，已经去了3个了---金阁寺•平等院•三室户寺。虽然不住在京都市内，但是坐车20分钟就到了，很方便。已经渐渐的喜欢上了宇治这个地方，宁静，祥和，特别适合居
住。曾经听一个学长说，京都是一个容易让人睡着的城市，然而，我却很喜欢这种缓慢的平静。从宿舍的窗户向外望去，青青的山，蓝蓝的天，互相衬托着，会让人轻易地满足现在
的一切。 早就听说在日本高中里，俱乐部是大家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心想加入一个有日本风情俱乐部，于是便选择了华道部---也就是插花。看到自己插出来的作品，心里很是
高兴。华道部每周只有一次活动，来京都的前两周，每天都很闲适，本以为会一直过这样的生活，没想到连休的时候无聊到不行。结果义无反顾地又加入了羽毛球部。现在每天都有
俱乐部活动，羽毛球的训练很辛苦。有时训练完，连笔都拿不住，但是每天都很充实，很开心，现在才发现，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刚来的时候，我上的是高一，后来有机会转到
高二，本以为自己会毫不犹豫地去上高二。可一周的相处让我发现自己已经喜欢上了现在的班级。尤其是想到班主任老师把每个人的自我介绍都贴上照片，心里十分感动，所以就留
了下来。或许来日本一年，与老师同学的相处，这种心灵上的体会比具体的学到了什么，更加重要。因为10月份有兴风祭，大家都在积极准备着，每天早上都会和班级的同学们一
起练习合唱，很开心，很开心。 一个月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已经有太多让我开心，让我感动的事情。这一个月里，我感受到了老师同学对我的关照，他们的友善，让我对未来的
10个月充满信心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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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风祭合唱练习

2009.10.15

因为加入了羽毛球部和华道部，生活变得格外充实。就算每天都很忙碌，还是有期待。后天就是大家盼望已久的兴风祭了。自从来到京都跟大家一起上课开始，就一直在准备兴风祭
的合唱。直到前两天我才知道，一年级的10个班级都在练习，但最后只选两个演出。而今天正是比赛的日子。 下午5点，一年级的全体同学集中在大ホール。我们班级穿上为了这次
兴风祭定做的T恤衫---集体绿色。很有气势的围成一圈互相鼓励。……我们班是第7个，唱完之后也不知道结果。好像过了很久，又好像只有很短的时间，主持人拿着一张写好两个班
级的纸走到前面。“3组”，坐在我们正前方的3班欢呼起来，主持人不得不维持全场纪律，说还有一个。“8组”的声音响起，我感觉到我的周围爆发了震耳欲聋的欢呼。欢呼声一
直都没有停下来，我也跟大家一起开心的庆祝，我们班有好几个同学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第一次跟我来到日本后的1年8班一起体验成功，好开心。 因为被选上代表一年级在兴风
祭的时候表演，接下来仅剩的一天里要抓紧练习，祝我们演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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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风祭准备日

2009.10.15

明天就是兴风祭了，今天全校停课准备。早上练合唱，9点多的时候开始看2009兴风祭的介绍视频。看到后天在学校有那么多模拟店和班级的展示，很是期待。之后全校六个年级到
操场上站R字。 回到班级后，才开始了最重要的，班级展示的准备。我们班的主题是“BACK TO 绳文时代”，我们要亲手制作好多日本古时候居住用的草房子。跟几个好朋友去了
附近的公园挖用的土和石头，跟大家一起扎稻草。...... 因为晚上华道部要为兴风祭插花，我下午3点半的时候就离开班级了，那时还没有完全准备完。晚上7点的时候，我再次回到教
室，真的好漂亮，真的像是回到了古时候。惊叹大家成果的同时，又有些小遗憾，没有坚持到最后跟大家一起布置。 期待明天的演出，期待后天一整天在学校的活动，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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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寮长学中文

2009.10.23

2009.10.23 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写日记了，兴风祭过后，日子又变得像以前一样。每天用心听每一节课，认真写每一道题。 平淡的日子，也会有许多快乐，因为在万圣节的前一天，
会有一个中国的访问团来宿舍参观，我们的寮长决定用日中英三种语言致欢迎词。于是，教他读中文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肩上。平时气质高雅，威风凛凛的寮长在学中文的时候，也
露出了极为可爱的一面，好有趣，好开心。 还有一个第二外语是中文的姐姐，要参加一个中文演讲比赛，教了她读《静夜思》，帮她翻译了演讲稿。 下周就是万圣节晚会了，期待
那天寮长的中文致辞，期待那天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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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疫苗接种

2009.10.27

昨天晚上，宿舍同学一起接种了流感疫苗。医生的规定是当时体温必须在37.5度以下才可以接种。轮到我时测体温，正好37.5度，医生就没让我接种。后来宿舍的老师说，要是发烧
就得到6楼隔离，真是把我吓坏了。于是申请等到大家都接种完，再测一次体温。等待期间，我几次出入接种室，每次出来都有人以为刚刚接种完，于是便得到了许多“疼不疼啊”
的关心，很是感动。最后，我终于以36.9度的体温参加了接种。至于去6楼隔离也只是虚惊一场。很多人接种后说很疼，我倒是没觉得疼，老师还表扬我勇敢。嘻嘻。 天渐渐变凉
了，每天还是要照旧穿裙子，有点害怕冬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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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南部地震了？

2009.10.27

星期天早上，跟学校老师一起出门，一个老师问我知不知道早上地震了，我很惊讶，说我完全没有感觉。老师说震中位于京都南部，而宇治正好是京都南部，老师还说地震有4级。
早就知道日本地震是家常便饭，但我居然在睡梦中完全没有知觉，有点害怕，要是更严重的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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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之前

2009.11.21

好久没有写日记了，这一阵子，一直都在准备中间测验。这儿的同学平时看似轻松，到了考试之前，没日没夜的学，真是望而不及啊。星期二就考试了，好担心国语和世界史。但愿
理科可以好好发挥，弥补一下文科的不足吧。小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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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试，终于结束了

2009.12.06

　最近，因为期中考试，一直在拼命学习。上星期四，终于考试结束了。这三个月的学习期间，我觉得国语、世界史、现代社会非常难。上课时，不太明白老师的话，课程的内容对
理科的我来讲也很难。考试前，每天学习到很晚，很吃惊现代社会得了53分，非常高兴。 　在中国每天都拼命学习英语，所以这次考试，2次的英语，都得了90以上的分数。 　这
是第一次考试，今后也会为了取得好成绩而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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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参观朝日新闻了

2009.12.14

　上星期六，我与日语老师和另外的5个留学生一起去了朝日新闻社的京都工厂。看了日本的报纸如何制作。我觉得非常厉害。之前因为参加亚洲茶节，曾经上过朝日新闻。这次去
了制作报纸的地方，想起了这件事。高兴。 　离开时，得到了朝日新闻的参观纪念报纸。也有我的照片。真是快乐的一天。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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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穿和服

2010.01.09

2010.01.09 第一次穿和服，之前就开始期待，我喜悦地来到学校，跟老师学穿和服。 早上起来，洗漱，吃早饭。然后就开始努力梳一个能搭配和服的头型。综合了宿舍里好朋友的
意见，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让我这不长不短不伦不类的头发符合穿和服的标准了。 穿和服真的很麻烦，虽然有老师在旁边帮忙。不过穿好了还是很高兴的，感觉我选的和服的颜色
还挺好看，老师也一直说我选的颜色跟我很相配。大家高兴地一起照了照片，真希望以后还可以有这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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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

2010.01.10

和服的照片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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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努力

2010.01.12

　寒假结束，学校开始了。现在，总是想起新年快乐的事。真是很好的寒假。 　但是，因为学校已经开始，必须拼命学习。一月和二月，学校入学考试，有很多休息。一边享受
着，一边是自己记日语单词的好时间。 　二月的中期进修，衷心期待着。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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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1.11

2010.01.12

昨天写的，今天才来得及发上来。 早上醒来，吃早饭，洗漱，收拾屋子。下楼看了自己已经盼了很久的电视节目，真是很好看，期待下周一的到来。上网查看邮件，收到美咲的回
应，下周整个周末都去homestay，而且ママ还回到宿舍来接我，真是开心。吃过午饭，终于缝好了想缝很久的衣服，看了会儿书，就躺下睡觉了。睡到5点半，起来给国内的老师
朋友写新年祝福，虽然有点晚了，但是心意没有变。 明天就上学了，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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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有惊无险

2010.01.13

因为上次羽毛球训练不在学校，羽毛球拍就带回宿舍了。今天晚上要训练，早上带着去学校。一路上开开心心的聊天，下车时竟然忘记拿球拍。 晚上回宿舍，跟housemaster说，
她给公交公司打了电话，那边说确实捡到了。 我自己走了好久的路终于找到了领回球拍的地方，今天真的是很冷，虽然球拍失而复得，但心里对自己还是有小小的责备。下次不可
以这么粗心了，还自己担心了一天，晚上也没能去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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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要跟日本同学同一个房间了

2010.01.15

来日本已经四个月了，经过了我四个月的努力，明天终于要跟日本同学住同一个房间了。刚来的时候，一年级女生处于饱和状，我只好一个人一个房间，放寒假的时候，有一个去了
新西兰，就空出了一个房间。跟老师沟通后，发现老师其实也很想让我跟日本同学一起住，能更快的提高日语，于是，我的愿望就实现了。 明天要早起，换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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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去homestay了

2010.01.24

上个周末，因为学校中学入试，三连休。寒假时候homestay家的妹妹给我发邮件说让我周末去。 星期六的时候，我们开了好久好久的车，在路上，我一直在好奇我们要去哪儿，最
后竟然是去了神户有名的南京町。因为快到春节的缘故，那里装饰的很有过年气氛，人很多，很热闹。我们中午在那里吃了中华料理，好怀念的味道。 下个月的时候，高中入试，
我们有五连休，到时候就又会去homestay了，真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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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周末了

2010.01.29

终于到周末了，这周过的真的好辛苦，每天因为俱乐部活动，8点左右才能到宿舍。但是，虽然很累，但是却因为充实而快乐。下周继续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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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研修之分别

2010.02.18

来日本已经半年，本来计划以后的日记都用日语来写。然而这篇，关乎情感的内容太多，怕是不能自如地用日语来记述了。 从昨天在京都站分别到现在，临别时大家不舍和难过的
表情，一直在我脑海浮现。本来有大概20分钟时间可以在京都站转一转，我却跟けいちゃん匆匆回去了。其实只是不想看到最后大家说再见的样子，怕自己不够坚强。然而就算是
这样，当我看到老师红红的眼睛里流出的泪水时，好久没有这种分别而哭泣的我，眼泪忽然就出来了。没有原因，没有立场，之后半年的生活还是会充满收获和喜悦，但为什么跟大
家暂时的分开会让我如此难过呢？记得来日本之前，带着满腔想要把日语学好的热情，理所当然地，把“学日语”当作了这一年的最大目标。然而半年过后，日语当然是进步了，可
是最大的收获却渐渐偏离原先的轨道，心中对每一个照顾我的人的感恩，朋友之间的感情，都比当初的“学日语”变得更重要了。而五天的研修，更是让我明白，我们35个留学
生，加上一直照顾我们，在后面不断支持我们的老师们，能够在一起走过这么多的日子，会积淀下的，是更加深刻的，或者说是根本无法忘记的情感。在日本半年，让我学会了珍惜
与感恩。 看着一张张研修时的照片，想起大家在一起的每一点快乐。大概在七月份之前，见面是不可能的奢望，所以我只能为大家祈祷，接下来的半年，每个人都能够开心，充实
地度过。我想，很多人都跟我有相同的想法吧。我们相约七月，记得有人说过“分开是为了更好的相遇”，那时的我们会拥有更多的经历，变得更加成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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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研修之收获

2010.02.18

所谓中期研修的收获，更确切的说，应该是这半年来的收获。只是借这次机会，才得以回顾跟总结，就好像是一直在向前走，猛然间回头，发现自己已经拥有了许多。 正如老师跟
我面谈的时候我所说的那样，这半年，我过得真的是很顺利。平时在宿舍里，朋友们很友善，经常有活动，总是很开心。后来去homestay，又遇上了特别亲切的寄宿家庭。在学校
也是一样，总是能感觉到老师们在为我着想。拥有着一切，我在为自己的幸运而高兴的同时，也经常提醒自己带着感恩的心去珍惜这一切。 来日本之前，因为自己只学了两年日
语，很担心会比其他留学生差很多。去年七月份侥幸的过了二级的时候，二级听力还基本是听不懂的状态。在日本过了两个月的时候，心血来潮地找到以前的二级听力，竟然全都能
听懂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兴奋。如果说这件事是因为结果而开心，那学世界史就是因为过程而快乐。因为听不懂，上课时左手拿着电子词典，右手拿着上课用的资料，目不转睛
地看着老师。一节课下来，真的好辛苦，但却有说不出的快乐。... 要是把每一件收获都拿出来讲一遍，大概一天一夜也不够，因为这些收获，我每天都在成长着。然而我清楚的明白
自己离优秀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所以只能继续加油，不在我16岁的青春里留下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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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背诵比赛获胜

2010.02.19

从寒假开始，一直准备着英语背诵大会。作为班级的代表，通过了30人中筛选出9人的预赛。今天，是最后的决赛。 下午，一直很紧张。去年通过国际交流基金，来我现在学校的留
学生和我在中国也是一个学校的前辈。她在去年的背诵大会获得了冠军。因此，我稍微有点压力。 全部9个人，我是第8号。登上舞台前，也特别紧张。但是，发表很顺利。获得了
第一！冠军！ 但是，对现在的我来说，结果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为了背诵大会准备的经验，使我赢得了各种各样的欢心。 想在中国时，同学的英语极好，恐怕很难参加这种比
赛。来到日本，在大家面前发言讲话的能力真的提高了。想对给我这次机会的老师，说「谢谢」。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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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电影村

2010.02.20

今天我如约与其他的留学生和老师等5人去了电影村。早上的10点在京都站集合。像一周前一样去了京都站,不过有着截然不同的心情。我甚至想「如果从西口出去，是不是像一周前
那样有朋友等着我呢」。 在中央口，遇到其他的留学生和老师，出发了。电影村是制作日本电影的地方。今天也看到了拍摄电影的人。很遗憾，没能进入拍摄电影的地方。通过电
影村的演出，稍微懂了一些电影的秘密。大家都拍了很多照片，度过了很愉快的时间。因为很快乐，所以觉得参观的时间很短。如果有机会，我想再去一次。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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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了亲切的友情

2010.02.21

昨天，洗澡之后，到了10点左右。回到自己的房间，原来打算学习日语文法。但是，用日语的很难的文法，与同屋的MIO开始聊了起来。二人都非常喜欢聊天，聊到了十二点半
左。谈了高中生活呀，将来的梦想呀。我觉得她很了不起。现在高中的大家将来基本上都要去立命馆大学。立命馆大学是私立大学，学费非常贵。但是，她很了不起，大学的时候就
开始打工，准备将来就职后，把钱全还给父母。她家里很有钱，还能这样想，我衷心地感到佩服。能和她住一个房间，我非常高兴。有善良，对有明确的梦想。真是一个好朋友。剩
下的半年，我一定向她学习。 她从4月起，要开始学习中文。我7月有重要的考试。二个人一起努力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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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写日记是好事么？

2010.02.22

中间进修时，听了范同学的话，剩下的半年，想尽量多写日记。但是，去学校的日子，每天都发生大致一样的事。每天写有些无聊的日记，与一周写2次，3次很好的体验，哪个好
一些？现在，有点为难。 原来，今天的日记打算到这里结束,不过，这样的话，就又变成了一次无聊的日记。因此，也写写别的事吧？ 在日本的半年，最尊敬的人是现在的班主任
takuma老师。takuma老师是我梦想的大学京都大学毕业的老师。听别的老师说，takuma老师在关西学习很努力的高中毕业，进入了有名的大学。但是，老师不只是学习，体育也
很棒。高中时代，是排球部的部长。好厉害啊。 我刚进入1年8组时，老师给了我有全部的同学自我介绍的精美册子。那时，我非常感动。老师是数学老师。多亏了他，我一直拼命
学习数学。数学是英语以外，最擅长的科目。更好的是，对数学开始感兴趣。老师，谢谢。 已经马上到4月。大家进入新的班级。也有换班主任老师的可能性。如果，与现在的老师
和同学分开，我会非常寂寞的。但是，无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劉　希的日记



春天来了

2010.02.24

昨天从学校返回宿舍时，进入房间，发现上星期插花小组做的插花的樱花已经开了。这两天，变暖和了。上数学课时，老师说「好像春天」。已经是春天了么？ 春天是我最喜欢的
季节。到了春天，天气变得一天天暖和了。花开，树木也冒出芽。世界上的东西，都开始变得繁茂，充满活力。感到人生也变得有了新的希望。我期待的2010年的春天，就是这样
的感觉。友情也很顺利，为了将来的梦想而努力的意志也很坚定。…在日本留学，与父母分开，有点寂寞,不过，从host family家里得到了春天般的温暖。昨天，美芽和里菜写的信
和情人节前一起做巧克力的照片到了宿舍。去homestay时买的柴犬的名字也决定了，「koro」。期待着春假的homestay。 到了春天，很多好事。也能观赏樱花，也习惯了高中二
年生的生活。但是说到高中二年的话，也想起了一些难过的事。就是与现在的1年8组的同学分开。今天也是星期三，与1年8组的诸位一起上课的时间，剩下的只有明天和后天二
天。今后，要进入新的班级。最近，总是想起从9月开始到现在，在一起的1年8组的大家的事情。印象深刻的有，兴风祭为了在大家面前唱歌，每天早晨很早到学校练习。终于成为
1班到10班之间入选的两个班级之一。每天在一起7小时，得到了很多愉快的经历。成了高中二年生，也有与现在的同学进入一样的班级的可能性，但是原来完全一起的班级，本星
期是最后。今天的三分种发表，优菜唱了歌。因为旋律忧伤，除我之外，也有人想起了马上要分开。一边听歌，一边几乎要流眼泪。 中国，从9月开始第一个学期,在日本，是4月。
对中国的高中生来说，春天是与好朋友一起拼命努力的时间。可是在日本，前辈毕业，与好朋友进入不同的班级。有点寂寞。幸亏，在学校也总是能遇见。 到了春天，很高兴。来
日本之前的另一个梦，观赏樱花。已经马上好象能实现了。在中国樱花非常少，但是，在我中国的高中有樱花。上面的照片是我的学校。漂亮么？今年在日本一定能看见更漂亮的樱
花。 下周因为考试，要努力了。因为已经是春天了，人生努力吧。 (写这个日记时，发生了点小灾。一小时前已经写好了,不过，按投稿的按钮，日记丢失了。那个时候，想哭哟。这
是我写的最长的日记。必须从头再写一次。终于，写完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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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uJaru来了学校

2010.02.26

今天3点左右，在大礼堂全学年集合。学年主任就试验前的学习讲了话。制造了非常严肃的气氛。可是，老师的话结束后，对大家说了今天JARUJARU来我们学校。 话音未落，大家
几乎从座位上飞起来。 我不太知道日本的名人，困惑「大家为何这么兴奋？」。我想「可能是日本的名人吧」。问了旁边的朋友，才知道是在日本特别受欢迎的滑稽小组
JaruJaru。 JaruJaru与我们学校的3个学生一起演出了滑稽小品。准备时间只有10分钟,不过，非常棒。特别有趣。 今天的演出，马上有KBS播放。一定要和宿舍的朋友一起看。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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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喜欢家庭课！

2010.02.28

这学年的课在星期五结束。星期五的下午，我们班只有家庭课。但是，因为我要上二年的物理，一周两小时的家庭课只能上一半。在中国，没有家庭课一样的课。最初选了的时候，
我感到十分为难。听到家庭课的名字，很喜欢。想和同学们得一样的分儿。幸运的是，家庭课的老师非常善良。总是给我补习。 烹调实习是最有趣的体验。我们花了2小时左右，做
了特别好吃的中饭。吃自己做的食物，非常高兴。 从去年12月，家庭课开始做垫子。从选布，到最后的缝纫，花了2个月。这个星期五终于做完了。上面的照片是我做的垫子。可爱
吗？设计简单,不过，因为是自己做的，所以一样高兴。 下月就是2年级学生了，没有家庭课了。有点寂寞。这半年的家庭课一定不会忘记的。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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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球游戏

2010.03.19

期末考试结束之后，全校举行了球赛。为了在球赛上取得好成绩，我们班级在体育课练习。一年级的球赛内容是躲球游戏。 所谓躲球游戏，是把选手分成2组互相投球，不让对方的
投球打中，并尽量投球打中对方的球类游戏。 全部34个女孩子根据班级分成了二个小组。我们的小组有很厉害的Yuko在，一直获胜。我最初的时候，不太明白规则，不太会玩。但
是，每天不断练习，会点了。 球赛当天，大家穿着班级T恤精神倍爽地去体育馆。进行了4小时的比赛，我的班级没有获得冠军,不过，大家通过比赛，都很开心。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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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部加油！

2010.03.21

我住在学校的宿舍，宿舍的隔壁是棒球部的运动场。棒球部的大家每天都起早贪黑地练习。终于，要作为京都的第一名，参加今年春天的甲子园了。 明天首战，全校都去甲子园。
给大家加油。兵库县的甲子园，与京都一样在关西,不过我还是觉得有点远。真是好机会。 因为做拉拉队，最近后援部和乐队的人每天都练习着。我也练习了加油歌。 空はさながら
青春の 胸の雄図の姿なり 溢るる力示すべく えんじの旗をなびかせて 堂々勝ちを争わん グレーター立命 グレーター立命 期待着明天的甲子园。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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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付出，所以收获，不管我们是输是赢

2010.03.23

2010.03.22 人生第一次到球场看球，竟然是在日本，竟然是在有名的甲子园。半年的时间，对棒球部的看法一直在不停的转变。刚开始很意外他们对俱乐部的专注与执着；渐渐理
解他们不仅在实现着自己的梦想，也在实现着我们学校大家的梦想；到今天，深深地被棒球这项运动所震撼，尤其是在场上奔跑努力的都是自己所认识的人，发自内心地为他们呐
喊。我从一开始完全不懂棒球，为了去甲子园的时候可以看懂比赛，努力学习棒球的规则，真正到赛场上，渐渐摸索，好像也可以看得懂了。而且，竟然喜欢上这项智慧与力量完美
结合的运动。 早上10点左右出发，11点半到了甲子园。入场的时候，大家穿着应援的红色上衣，脖子上挂着印着学校字样的毛巾，手里拿着应援棒。从对面看的话，应该很壮观
吧。对手是非常厉害的高中，甲子园出场22次，光是春季的比赛就取得过3回冠军。对于这是第二次出场甲子园的我们来说，的确是个强大的对手。比赛先由对方学校进攻，赢得一
分后，我们都很紧张。不过很快轮到我们进攻，很快得到一分后，全场欢呼雀跃。借由这股力量，在第一局又连得3分。然而对手学校渐渐找回了胜利的感觉，在第五局的时候就7
比5领先了。我们紧张得不得了，但是第六局到第八局都没有得分，就剩最后一局，我们还差两分，在棒球的赛场上，想要得到两分虽不容易，但是也是有希望的。就在大家都竭力
呐喊的时候，我们赢得了一分，好像又看到了希望。然而结局并不如我们所愿，最终还是6比7输给了对手。 知道输了，听着对手学校开心的唱校歌，我们学校有几个女生当时就哭
了，看得我也很难受。后来我们棒球部上场的队员跑过来，摘下帽子向我们深深鞠躬，我们含泪为他们呐喊，声音和气势甚至超过他们得分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努力真的让我们感动
和感激。 走回停车场的路上，不止一次听到「立宇治めちゃ頑張ったね」，说这句话的，有我们学校的学生和家长，也有普通的观众，甚至还有对手学校的人这样说。虽然很俗
气，但是我还是想说，“我们虽败犹荣”。大家边走边聊天，期待着夏天的甲子园。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回国，但我还是会关注，还是会拿出跟今年春天一样的热情为我们学校棒球
部加油，为他们喝彩，为他们祝福。这个时候，对手学校的巴士从我们身边路过，那辆车正好是对手学校参赛队员的车，车开得很慢，窗户也开着。我们学校的女生向他们挥手，他
们也向我们挥手，大家都笑得那么灿烂。我们学校啦啦队的几个女生向他们那边大声喊「頑張ってね、絶対勝ってね！」，他们也冲这边喊「頑張るわ」。说真的，那个不到10秒
钟的画面一直在我脑海中回旋，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感动。10分钟前在紧张的赛场上还是对手，出了赛场马上是朋友。哦不，对于我们来说，他们不仅仅是朋友，他们身上也承载着
我们对甲子园的梦想，继续前进。祝他们好运，下一场比赛，一定要赢! 回到宿舍，看到前一段日子学校发的棒球部能够出场甲子园的吉报。看着棒球部一张张执着认真的面孔，忽
然有种想流泪的冲动，并不是因为今天输了比赛，而是回想起从头到尾大家一起努力的过程，心中感慨万千。在场上拼搏的棒球队，尽情呐喊的啦啦队，让我们的应援歌回荡在甲子
园空中的吹奏部，还有全校前来应援的师生。因为一次春季的高中棒球赛，让我明白大家在一起做一件事情会如此快乐，原来快乐如此简单。 或许几年后我再来到日本的时候，到
了三月，会到甲子园去看一看，买张票，进去看一场高中棒球赛。或许，会找到我们学校亦如这次热情的应援团的身影，会发现奔跑在甲子园赛场上的，是我们学校年轻的棒球部。

劉　希的日记



当我们重拾童年的记忆

2010.03.30

小时候，我不会荡秋千。渐渐长大，也一直认为自己不会荡秋千。这次放春假，跟着寄宿家庭小妹妹一起去公园，走到秋千旁边，竟然情不自禁的坐了上去。 ...意外地发现，隔了这
么多年，我竟然会荡秋千了。小小的秋千，竟让我拥有了整个下午的快乐。 谢谢可爱的なっちゃん，让我又一次拥有了童年。

劉　希的日记



AEON MALL

2010.04.02

homestay的大和郡山开了一家新的AEON MALL。是西日本最大的AEON MALL。一直期待着,今天终于能去了。 真的很大哟。只能看到一半左右。很累,不过，非常快乐。 中饭吃
了自助餐。到现在肚子还饱饱的。好吃。幸福！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劉　希的日记



新生入住宿舍

2010.04.06

昨天从homestay返回宿舍，新一年的住宿生已经进入了宿舍。看着很多新的年轻的面孔，非常高兴。 在日本成为了二年生。11个月的留学生活只剩下了4个月了... 从明天开始就是
新学期了。我想继续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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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生活很快乐！

2010.04.18

二年级了。 进了新的班级，交了更多的朋友。 我非常喜欢新的班级，新的同学。 英语进了高级班。大家都是从国外回来的，水平都很高。课的内容也变难了，由原来的文法变成了
学习英文小说。由原来的日本人老师的班级，进了两个美国人老师的班级。 但是，我想挑战一下。加油。 下周五是校外学习。我的班级做BBQ。特别期待。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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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道

2010.04.19

成为二年级学生后，体育课的内容变了。一年生的时一直做田径，很累，不太有兴趣。但是，二年生之后开始学习剑道。我觉得很难,不过是日本的传统文化，所以我想认真地学
习。 最开始的课练习了切报纸。二人一小组，一人拿报纸，一人切。拿着报纸时，非常害怕。最开始一点也不行,不过在老师指导后，能切得很漂亮了。高兴。 班级里有剑道小组的
人。总是在体育课结束之后，问「剑道怎么样？快乐么？」也介绍了关于剑道的事情。我觉得很好。 如果能学会剑道，是一件很帅的事情。好的，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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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学习

2010.04.29

大家期待已久的校外学习终于如期而至。为了这次活动，大家都做足了准备。因为平时每天都要穿校服的缘故，这次可以穿自己衣服的机会显得很珍贵。前一天晚上在宿舍里，大家
都在思考第二天的穿着。我的室友是“服装专家”，好多人都来我们房间询问意见，特别热闹。 本来以为会下雨，结果却很幸运的没有下，只是比较冷。不过大家都好高兴，一路
说说笑笑丝毫都没有感觉到。我们先到一个体育馆里打球。跟我一组的有两个人是排球部的，所以我们很顺利的赢了排球那一局。到了中午，我们来到一片竹林里准备烧烤。点火是
很困难的事情，但是经过我们组男生们的努力终于成功了。女生负责洗菜跟切菜，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我们组男生比较多，事先准备了好多肉。善良的班主任老师在我们吃到一半
的时候又去附近的超市买了好多好吃的。 吃完饭后，天色已经有点暗了，老师叫我到前面谈谈感想。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天，但是真的拥有了许多快乐，又交到好几个朋友，能够表
达的，只有感谢。 剩下的时间真的已经不多了，但与其感伤即将到来的分别，不如带着珍惜的心情，好好度过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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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做点心吧！

2010.05.01

朋友Kei做点心很厉害，教了我。 开始因为是校外学习，做了中国点心。豆沙和香蕉的两种。大家都说「很好吃！」，我特别高兴。 进入黄金周，两人都很无聊。想「一起做蛋糕」
吧，意外做了特别好吃的杯形蛋糕。但是，因为放了太多的黄油，胖了。%>_<% 学校生活也很快乐，homestay也很快乐，寄宿生活也很快乐。 从明天开始去Homestay。也有去
游乐场的预定，特别期待。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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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了好久的游泳

2010.05.05

这次黄金周非因为非常忙，所以没有上网的时间，从现在开始发表日记。 2010.05.02 进入了黄金周，去了homestay。 今天去了游泳池。这是来日本之后第一次去游泳池。好久没
去了! 游泳池里也有浴室。 大家游泳都很棒,我稍微差些。返回中国后，还想继续练习。很快乐。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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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事作业

2010.05.05

2010.05.03 今天是这次黄金周homestay的第二天。 因为接待家庭的爸爸的公司要种大米，今天大家一起做准备。第一次看到小型的播种机，把一粒粒的水稻种子放到培养土里。
大家配合着，一人旋转播种机，一人把培养土的盒子放在播种机上，一人把拨好种的培养土盒子从播种机上拿下来，剩下的一个人浇水。因为大家配合的缘故，很快就完成了。不
过，作业过程中也发生了点小灾难，有一盒培养土从播种机上掉了下来。虽说如此，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下午的时候，在院子里种下了基金会邮来的向日葵种子，期待着
花开。 明天就要去游乐园了，所以今晚要早早睡，期待着明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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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方公园

2010.05.05

今天与homestay家族一起去了大阪的游乐场。早上早早起来，妈妈做了盒饭，大家一起出发了。 今天非常热。有28度。但是，大家都很期待。到了枚方公园，所有的停车场都满
了。没有办法，爸爸去寻找停车场，别人先进入了游乐场。 人很多！等了很长时间。 很害怕,不过，真的很快乐。大家都说「明天也想在这里玩」。 返回时，坐电车去了停车场。坐
时车我们三个孩子都睡了。 晚饭是回转寿司,不过，因为太累了，只吃了5盘。 真的很快乐。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劉　希的日记



新挑战之学习能乐

2010.05.16

这学期的土曜讲座选择了能乐。或许很多来日本留学的留学生都会学习一些茶道，華道之类的日本文化的东西来学习。然而学习能乐肯定是一次难忘的体验。 学习能乐的一共只有7
个人，学校请来的老师都是在日本能乐方面很有造诣，非常有名的老师。但是都非常亲切。可是能乐真的很难很难，又要学唱法，又要学跳法。最最令我苦恼的是在听老师讲解和发
声的时候，必须要跪坐在地。我经常是撑不到3分钟，腿和脚就已经疼得不行，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不到两分钟就麻麻的，像有无数小针在扎。 不过学习能乐还是有很多开心的地
方的。才学了两次，就可以表演整个曲目的前半段了。虽然有时还是会忘记下一个动作是什么，我想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一定会学好的。期待着7月3号的实演。

劉　希的日记



十七岁的钟声即将敲响

2010.05.16

明天，就是五月十七号了。明天就是我十七岁的生日了。先在这里，祝我自己生日快乐。当然，在我们35个人里，还有另一个人跟我在同样的一天来到这个世界，同样的一天，迎
来十七岁。祝黄哲生日快乐。 说真的，很不想跟我的十六岁告别，十六岁这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循规蹈矩地过了十六年，我的人生，终于在去年迎来十六岁生日之后开始变得
不同起来。我梦幻地，来到了日本，在日本，梦幻地过了八个多月。 在中国，18岁生日很重要，在美国，16岁生日很重要。然而在我看来，作为一个中国女孩，17岁生日对我而言
格外重要。迎来了17岁，就等于迎来了自己在成人之前的最后一年。最后的，可以任性，可以像个孩子一样，无忧无虑的一年。于是，我既兴奋又紧张地，带着些惴惴不安地期待
着我的17岁生日。 因为明天是星期一的缘故，今天收到了许许多多的生日祝福。让我，似乎已经沉浸在生日的快乐里了，还像个小女孩那样。 十七岁了，有些事情该长大了，但是
也要永远带着一颗年轻的心，微笑着面对人生的一切。十六岁的一年过的不平凡，十七岁就更要创造美好，要有价值的度过这段最最美好的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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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烧烤大会

2010.05.22

星期四晚上，宿舍里举行了野外烧烤大会。这是我在日本期间花火大会之前最后的活动了。因为4月有校外学习，有点知道了野外烧烤的做法。我想宿舍的人数很多，应该更快乐
吧。真的很快乐。吃好吃的肉，也吃了西瓜。好久没吃了！特别好吃。 2年级的女生也拍摄了变脸的照片。 已经到了夏天，我在日本11个月的留学生活就要结束了。有点寂寞,不
过，想更快乐地度过残余的时间。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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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已经不在

2010.05.28

今天星期五，第6节课是课外活动。我的班级讨论关于兴风祭的话剧，决定是有关全世界发生地震的内容。同学说「小希讲中文，Kao讲法语，多棒啊！」。但Tomo说「那时候小
希已经不在这里了」。真的，兴风祭是10月举行，我那时已经回国。大家都说「到时候，你回来哟」。虽然是开玩笑，真让人觉得寂寞。 那个时，已经不在。 一年为什么过的这么
快？ 我在日本的17岁，是一生不会忘记的！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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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的卡拉ＯＫparty

2010.06.01

到了6月，学校的留学生们就会接连不断地回国了。大家感到寂寞，所以准备在回国之前一起玩一次。 星期日，如预定的那样去了山科。利用卡拉ＯＫ的自由时间，唱了特别多的
歌。到现在喉咙也有点痛。当天还照了大头贴，很快乐。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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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的话，一定能行！

2010.06.07

今天是前期期中考试的发卷日，心里有些七上八下。只知道了三个科目的成绩,特别好。 考试前觉得非常难的物理得了90分。说不定是班级的最高分。去年总是不及格的生物分数也
几乎到了班里的平均分数。进入了新的上级英语的班级，得到了最高90分。真高兴。 明天可能要坏了,发国语和日本史的。但是，因为是在日本一年的最后考试，为了考试真的努力
了。 最近，能乐也很努力，体育的剑术和篮球也很努力。今天进行了比赛。虽然不好，但很快乐。 生活中，也许有很多觉得难的事情,如果努力，自己不会后悔，这样最好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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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好忙

2010.06.16

最近好忙，学校来了好多美国和墨西哥的短期留学生，明天要举行文化交流会。我也要做关于中国的介绍。这次的主题是各国的传说和迷信，因为并不精通，所以准备介绍家喻户晓
的《西游记》。看似简单，但是有关唐僧西天取经的叙述全部都要翻译成日文，还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两天一直都在准备。 不过值得高兴的是，一直去homestay的家庭这次接待一
个墨西哥的留学生，接待家庭的妈妈和妹妹也会参加明天的交流会。这个周末还能去homestay，而且又有新成员，很期待。据说还会一起包饺子，上次做的饺子很好吃，希望这次
也成功。 虽然今天晚上要辛苦准备，但还是很期待明天的到来，加油！

劉　希的日记



努力表演

2010.06.27

最近学校的二年生和三年级全体在准备10月的兴风祭的演出。下周的星期二选拔试演，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去年的兴风祭我的班被选上，在全校学生和家长前唱歌，特别快乐的体
验。10月我已经不在这里,不过，非常希望我的班级下周的试演被选中。我演中国人。要努力演的更有感情。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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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失败了,不过，不后悔

2010.07.01

前天，是10月兴风节演剧的试演，我们班拼命地努力了。最后发表时，是练习以来结果最好的。 但是，很遗憾，昨天的结果是我们班级没被选上。大家难过地流出了眼泪。想问老
师,为什么不行？觉得应该可以的呀。 哎，练习的过程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大家一起努力比好的结果更重要。非常喜欢2班。已经不剩1个月了,不过，与2班的大家在一起的情
形是我一生不能忘记的。暑假结束了，我已经不在了。9月的期末考试和10月的兴风节请努力。我在中国也关心着大家哟。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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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大会

2010.07.03

昨天晚上，宿舍举行了烟花大会。穿了宿舍作为礼物送给我们的浴衣。住在宿舍附近的孩子们也都穿着，快乐地放了烟花。比起烟花，穿浴衣拍照片更快乐。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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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

2010.08.14

回国后已经3周了。总是想起日本的事。读来自寄宿家庭的mail，最近日本非常热。我想日本的同学还在过暑假。真好。 我从明天开始上学。上课的内容看起来非常难，上高中二年
级了。害怕和讨厌辛苦的学校生活,不过期待着新的班级，新的朋友。 顺便说一下,因为学校的规定，剪了头发。因为不好意思，过一阵子，头发长了之后，再给大家看照片。 回中国
的学校后，也怀着感谢在日本关照我的大家的心情，每天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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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生的大家，还好么

2010.10.02

每天都过着繁忙的生活，只有周末才能回家。我觉得「中国的高中生活很辛苦哟」。第四期生的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吧。几乎没有人写日记，很寂寞。 从昨天开始进入了1周的休
息。很高兴。HAPPY取得乐N1满分，恭喜。羡慕呦。 想传上上星期剪头发的照片,不过，失败了。 现在的沈阳简直冷得不能穿裙子。去年的这个时候，正在准备文化节吧。怀念。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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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

2011.07.30

在
暑假前整理学校的东西，从桌子里拿出了我的日记。顺手打开，被7月18日的日记内容吸引了。

「上课时，在教室中抬起头看黑板，已经7月18日了。

去年的这时候，我在做着什么？房间中乱七八糟地，整理着回国的行李。也期待着见到半年没见的朋友和离开一年的父母,但真的不想与日本的朋友和寄宿家庭分开，这样的心情。

从日中交流中心的相册和报告书到了。看到它，进入了一年前自己的世界。那是怎样的心情，第四届生的大家一定明白的。那时，看着35人认真的脸，想到「大家在日本都那么努
力」。是哟。不仅仅是那一年。现在也是。我们育才外语学校4人都是高中二年生，在辛苦地学习着。顺便说一下，育才学校5人去了日本，来了我们的学校。看着想念的朋友的
脸，很高兴。

…」

昨天下午，见到了从日本回来的第五届生的晚辈。在日本去了一个高中，穿着看惯了的立宇治制服，看着一边说「再见」一边去教员室的她的背影，心里深深地感动了。下午坐在没
有冷气的很热的教室中，我发着呆，陷入了一年前的回忆中。

这么长时间没在这里写日记，总觉得「抱歉」,但今后会更没有时间的。从这个秋天成为了高中三年级学生。暑假只有一周，教科书用得都是日本的高中的，全部更换了。期末考试
刚刚结束，却完全进入象新学期一样紧张的气氛。看着新的时间表，一点都没有有趣的科目了。这么辛苦的生活要持续一年，想起了就感到可怕。但是，那一年结束后，就能去日本
了。这样想的话，就能继续忍耐让自己的青春不留遗憾。大家一定会支持我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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