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才写了！怎么看不见？

2010.09.02

刚才写的日记在哪里？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胡 瀟月的日记



我表示其实我去的也是乡下只不过是离东京比较近的乡下而且乡下其实很好！！！

2010.09.13

昨天和妈妈一起去了横滨的中华街 也算给我庆祝生日 谢谢了！ 然后在大的JR站看到了很多不良高中生 我表示我们学校的制服显然比较可爱像大家动漫里看到那种一样 而且大家都
很纯粹 也没有像所说的找不到黑头发的人 全校都是黑头发嘛！！ 没有不良太好了！ 感觉大家都很好相处 班上34个人 14个男生20个女生 男生有点羞涩基本没和几个人说过话 女生
差不多都混熟了 大家都很热情 总是帮助我 不过我郁闷的就是为毛我制服和别人有不一样啊 每天被不知情的群众围观 - 日语口语好像变好了 但是中文快忘记了 今天打了第一个中文
电话 结果说中文的时候舌头居然打结了！ 发音很奇怪有点像东北话和福建话的结合体 仔细一想好像从9月4号到现在是第一次说中文啊！ - 开心的事情 昨天买了10本漫画。。。。
花了5000日元 虽然花了钱但是我很开心 来这里以后除了买水 我一分钱也没花过！ 没机会花啊 也没怎么出门 笔记本毛衣背心制服什么的向学校申请都是免费 吃饭也是家里包 包吃
包住根本没地方用钱啊 来日本买很多漫画是我的梦想 家里妈妈也说“把房间里那个书架摆满漫画吧” 我不觉得买漫画是浪费钱的事情 在中国的父母支持我 日本寄宿家庭的父母也
支持我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看漫画又能轻松的学日语又能练习画画{我说真的！！！} 在学校里就准备加入irasuto部——漫画部 来着 。。 啊算了不说了 明天还有小测验 拜拜

胡 瀟月的日记



文化祭,累死了累死了,但是很开心

2010.09.19

这两周都在为文化祭做准备 每天搞到很晚才回家 我们班的主题是 缘日 搞了一些卖小零食 射击 悠悠球什么的 卖零食的真的很累啊 10点半到下午3点是活动时间 10点半到12点是前
半段 12点到3点是后半段 我们装饰组负责后半段 忙的不可开交 几乎都卖掉了 我才知道罗森的人也很辛苦... 3点下校的时候已经站都站不稳了直接想躺地下睡了 上午到别的班级玩了
一些别的 印象深刻的是3年2组的鬼屋 虽然一起去的朋友完全不害怕 但是以前从来不敢挑战这种东西的我今天也豁出去了 结果出来的时候一直抖啊抖的 完了以后到漫画部guest区
画画的时候手抖个不停 真的很吓人啊 虽然明明知道那些个看上去是装的死人的人会跳起来吓你之类的 但还是很可怕 整个会场就我们这两个人 天啊 现在想起来我还觉得可怕.. 其实
说起来也就这么写内容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累呢 大家都累得东倒西歪的 - 不过文化祭总算是完了 这样就能正常的进行部活动的 漫画部我来了!!

胡 瀟月的日记



第三周,终于和朋友出去玩了,真开心,YEAH

2010.09.24

我一直都比较喜欢宅在家里 看看电视玩玩电脑画画看看漫画什么的- - 虽然有时候也想出去玩旅游什么的 可是一想到出去要换衣服 要整理行李 要坐电车 要到处跑 就觉得累得不得
了 TAT 前几天学校连休三天 终于下定决心和朋友约好星期四去千叶的本八幡玩 果然出门的生活还是多姿多彩些 TOT 暑假的时候在中国 画室里画画的时候边听老师和同学狂侃自己
旅游时碰到的趣事 还有个女生只身一人去云南玩了一个月 回来以后浑身是伤... 我们都说你去的是云南又不是神农架 遇上野人了吗? 唉 像我们宅人的生活就是这么没趣啊 ...扯远了
星期四的时候上午去了唱歌 居然有很多中文歌 虽然都不是真人MV,但是我很满足了 下午和朋友一起拍了大头贴 日本的大头贴真高级 感慨 女生们关系好的一定会去一起拍大头贴 朋
友给我看她从初中到高中拍的大头贴 摞起来快有一尺高 .... 然后去逛了街 买了一些东西 又花钱了 TAT 果然日本的衣服好看些啊 初中来旅游的时候就这么想了 初三的一个日语老师
也说当年决定在日本读大学就是因为觉得日本的衣服好看~ 幸好没带很多钱 TAT 然后回来的时候在津田沼站坐巴士 差点上错 连排了两次队才找对位子.. 因为这次犯错了 下次应该就
不会错了吧 - 明天是周六 学校有半天的课 完了以后我决定自己一个人上津田沼逛逛去 >< 加油加油加油 虽然我是路痴,不要迷路了! ----------------------- 总结性的说 一切还是很
不错的 文化祭后的连休也很美好 这星期就上了两天半的课 其他几乎都是休息 还有我今天奇迹般的拿到了和大家一样的夏服的裙子 虽然离穿冬服只有一星期了 但能提前这一星期我
都觉得很幸运了 - - 一直都以和别人的制服不一样觉得很郁闷 这下终于能雪耻了(喂用法错了吧 - -) 明天我的电脑大概也能上网了 那个时候就能放照片给大家看了 虽然不是这里 然
后最近一直用WEB QQ上QQ的这个电脑 不知道为什么上不了了 出了点问题 如果大家,爸爸妈妈想联系我 不要着急,我没事,我很好...

胡 瀟月的日记



平稳的一周

2010.09.29

之前刚来的时候 觉得日子特别的长 可能是因为学习了很多东西很充实吧 总觉得一个月像过了一年似的 但是文化祭之后的这一周突然变快了 可能是我习惯了生活吧 在学校也有无话
不谈爱好相投的好朋友 大家都很关照我 传说中的苛め也完全没有出现 休日也常常出去玩 感觉一切都很顺利 学到了以前一年都学不到的东西 日语好像也进步了 从一开始中午吃便当
的时候完全不明白同学们在讲什么 到现在可以和大家开玩笑 这也多亏了千叶这个地方没有方言。。 不然想要熟悉起来可能难度又要增加了 - 昨天晚上寄宿家庭的妈妈带我去看了画
材专门店 在国内的时候我就学画画 想要高考的时候考美术 但是来日本的时候行李太重 实在没法再带画材了 就只简单的带了一些铅笔 连纸都没有带 更别提画架画板颜料盒水粉笔之
类的东西了 昨天去店里一问 竟然没有水粉 不知道是日本人不画这个还是水粉不叫水粉而叫别的什么名字 日本的画材贵的吓人 国内20块钱的画架卖4000日元 不过质量确实是好
（虽然是MADE IN CHINA） 如果买了不用上10年还真是对不起这价格 素描纸 8K的18日元一张 一张啊！！！！！ 这18日元在中国可以买一袋子了！还是好的那种! 想起我们在画
室里用纸的消耗量 我估计带去的钱就够买几张纸了 4K的大纸更别提了 340日元一张 这哪是在纸上画画啊，这是在纸币上画画！ 虽然看到了在武汉汉正街都难得一见的巨大全开的
画板 而且相对价格也不算贵 一冲动还真想买 但是仔细一想这么大玩意儿带不回去啊 排笔也是贵 全是三四位数一支 想到我的68块钱一套6只的梵高排笔对于中国学生就已经是很不
错的好货了 不知道这么贵质量如何 ----- 扯了一堆关于画画的话 其实来日本后一张画也没画过 没有条件没有工具啊 再这么下去我手就废了！ 三天不画手就发僵 说实在的等东西买
回来了要画的时候我还真有点心虚。。。

胡 瀟月的日记



又是大半个月过去了，时间真快

2010.10.18

一看上次写日记还是9月底 这次想起来写已经是10月中旬了 日子不知不觉变得很快了 不加紧中国的学习回去就YABAI了。。。 大家好像差不多都已经期中考试了 我们也是这个周
五开始考 不过大家都彼此彼此 不是白卷就是满分的感觉（虽然我真的不敢保证数学能满分。。。） - 上上周收到了妈妈从中国寄来的画材 然后到店里花900日元买了一个在中国很
少见的大号的画板^^ 又开始画画了 画画的时候就很怀念暑假在画室里集训的日子 一边画画一边听老师侃 手一边挥舞着铅笔或者排笔一边偷偷和同学讲话的时光（其实画画的时候
讲不讲话都不要紧。。。） 集训的一个月和比我大一届今年就要高考朋友们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 现在想来他们也越来越紧张了 希望大家12月的联考能顺利通过 明年的高考也
争取考高分 记得明年回画室里看我啊！带特产啊！ - 我也要加紧学习国内课程认真画画了！

胡 瀟月的日记



好久没有写了 最近依然很平静 天气变冷了

2010.11.17

基本上和前一个月一样 没有什么大的波折 和同学的关系也很好 和寄宿家庭处的也很欢乐 出去玩了两次 【过太久了都不记得玩的什么了】 最近天渐渐的冷了 穿裙子上学也明显的很
冷 除了贴暖宝宝围围巾也没别的什么特殊的防寒法啊 但是我还是要坚持和大家一样 绝对不要冬天的时候大家都穿裙子 就我穿裤子 太丢脸了 所以一直在有意识的锻炼抗寒能力【其
实大家都在这么做吧】 体育课体操服也坚持穿短裤 出去玩也穿短裤【可以认为日本冬天也卖短裤短裙想穿长裤也没地方买。。。】 想大概这样冬天就不会太冷吧 我都快不记得在
中国的时候这样的天气穿的是什么了 说不定等明年回去以后也能坚持冬天穿短裤短裙【会被爸妈骂的吧】 - 看到大家好像都过的不错 我也感觉自己能在千叶实在是太好了 很喜欢这
个地方 一开始本来很担心被放到方言很重的地方比如冲绳或者关西【虽然学点关西话听上去好像还挺不错的样子】 虽说到哪都是体验生活但是我还是想学普通话的 千叶这个地方基
本没有方言 至少首都圈这里完全没有 要不然要适应对话说不定得花很长时间 和其他同学联系的时候发现对方说出了关西方言其实感觉蛮厉害的 虽然都没多少人知道千叶这个地方
的名字 但是我很喜欢这里 住在安静的乡下但是想去可以随时去城里【喂】 所以多亏了东京的诱惑现在我变得自己一个人哪里都可以去了 想当年还是连一个人从家去学校都挺不安
的 现在有种可以一个人从武汉跑到北京去玩的感觉了。。。 一开始出门连离家最近的车站怎么走都惴惴不安 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去了除了隔壁市以外的地方，去朋友在东京的学校看
她们的文化祭 虽然是朋友告诉我路线的 但是第一次独自出门成功了以后就有点相信自己了 后来就想去哪里的时候自己到网上搜索路线 从没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决定要去了以后就查
路线 查了路线就很轻松的去 这样好像比以前自立多了 我决定回国以后也要自己一个人去很多地方 ------ 今天就说到这吧 时间不早了要去吃晚饭了

胡 瀟月的日记



不多说

2010.12.10

来到日本已经三个多月了 准确客观的说挺快乐的 但是也有种种担心和累 毕竟付出和得到虽然不一定成正比但是一定是互补的 不多说，坚持自己的目标 （爸爸妈妈看到了也不要担
心）

胡 瀟月的日记



有种种事情，返回了中国。

2011.05.20

从去年的9月开始，来到日本，度过半年左右的生活。老实地说，既有快乐的事也有辛苦的事,不过，对自己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体验。住宿家庭和学校的朋友，心连心的38个人，和各
种各样的人的交往，使我学习了各种各样的事。当然，最贵重的，是在长时间和大家建起的感情。

因为东日本大地震的原因，必须回国，觉得非常可惜很难过。为什么我们会遇上这样的事,不过，可以借此契机，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人正是不向挫折低头才会变得坚强。因此，
硬要与命运或宿命反抗。

人的一生，根据很多的选择形成。现在，我在这里选出了的这样的选择，能改变未来吗，或者自己的未来已经早就决定了吗？我不太信那样的事。我决定在这里不返回日本，不过，
寄宿家的妈妈说「还会有来日本的机会吧？」。从现在开始为了大学考试努力，一定会有一天可以去日本留学。

那样想的我，今天明天也努力。

这半年，是多亏大家，我很幸福。谢谢大家！再在日本见！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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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已经半年了，看到第六届留学生的出发也深有感触

2011.09.08

本来最近也升高三了学习非常忙，但是有空还是会上心连心的网站来看一看。9月份发现第六届的小朋友们也已经抵达日本近一周了，看了看大家写的日记，深有感触。和我们当时
一样，在琦玉的交流中心进行了一周的研修，然后来到了各自的城市也去上了学，和寄宿家庭进行“磨合”。

可能有的小朋友会觉得在日本的日子很苦，会很想家，想朋友，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当你们回国了以后，肯定还会拼命想念这里的生活的。一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
短，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在这里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回忆。要是有时间的话最好能多写点日记记录下一些开心的事情，因为可能现在你觉得经历过的这些事情都是不会忘记
的，可事实是回国后一旦归队了学校生活就会慢慢淡忘掉很多事情。我现在也有些后悔，当时该多写些日志，照些大头贴什么的，现在看来都是非常珍贵的不多的记忆啊。

总而言之，虽然前途充满艰难但是开心的事总是比较多的，所以第六届的小朋友们加油吧！↖(^ω^)↗

胡 瀟月的日记



东日本大震灾过去整一年了

2012.03.12

是昨天写的。 东日本大震灾整整过去一年了。这天，有很多想说的事。 去年的这时，是期末考试的最后一天。课外活动之后，学年全体成员一起拍了毕业照片。拍照结束后，我邀
请朋友haruka去玩,「今天没带钱，以后去吧？从明天开始是春假」,她这样回答，所以没去。现在回想，那时没去是正确的吧。如果是不那样，会留下怎样可怕的回忆。 发生地震一
周后，我们回国了。那时我没想到自己已经不能回日本了。回国之后大约一周，父母拼命留下了想再返回日本的我。一边想着「果然回不去了」，一边大哭。但是了解父母的心情，
决心努力学习。 到现在为止的一年里，我与host family的妈妈打了好几次很长的国际电话。听说最近，妈妈去了大约一个月受灾地，为受灾者做饭。还是那么善良。不能给这样善
良的人们做什么，一个人回来了，真是十分懊悔。因此，打算今年毕业后，去日本。想再看到大家。 今后的学习越发紧张了，考试也临近了。努力想进入梦想的大学。 为日本的受
灾者祈祷。一起努力吧。 说起来，前年的12月，我住的千叶县船桥市举行打年糕活动，当时的财务大臣野田佳彦先生也来了。现在成为了首相。我也见过日本的首相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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