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日记

2010.09.02

　 昨天与志愿者的池田先生和春日先生一起参观了崎玉县的道路。我们去了车站，图书馆，市政府，100元店等各种各样的地方。 　通过崎玉县，我觉得日本最有特色的点是有效
率且方便。譬如，图书馆，人们用作家名字的卡片能很快地找到书。并且，读之后，不必放回原来的地方,还到前面专用的书架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昨天走了两个小时非常累,不
过，非常快乐。最后，我想对志愿者的池田先生和春日先生说辛苦了 。 　那么，今天就此结束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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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梳理

2010.09.18

9月1日（入学教育第一天） 跟琦玉县当地的志愿者爷爷奶奶逛了琦玉的街道。那天发去的照片也有。 9月2日（入学教育第二天） 我们这届是心连心中国高中生邀请项目第五期
生。基金会请了一个叫白*雪纯子（她是个中国人，爸爸姓白，却起个日本式的名字令我很反感。）的第二期生给我们介绍经验。她是东北人，说话带有很重的口音，去的是京都的
立命馆高中。说立命馆附属的所有学校都非常注重国际交流，而且会为留学生提供最优质的教育环境，叫我不用担心。 9月3日（临行道别，今天内容超丰富） 早晨我们驱车前往日
本外务省。受到了外务省国际交流部广文交部长的热烈欢迎。他人很亲切，他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曾在天津学习过，他一看我们几个天津来的学生，跟我们聊了许多，他说天津人很
友好，又很有趣。 下午我们先去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教育处（教育处虽然属于大使馆直接领导但是距离大使馆很远），受到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教育参赞孙建明公使的热情接待。
他给我们讲了他学日语的道路，还鼓励我们要珍惜日方提供的这一年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提高日语水平，积极的广交日本朋友，好好的完成这次使命。 晚上国际交流基金会
为我们举办了欢迎会。曾担任过驻华大使，现在基金会的一号人物阿南所长为我们致了词。之后还有一小时左右的“欢谈”时间，就是寄宿家庭或学校老师代表找自己对应的孩子，
大家都聊得很开心，只有我和四五个同学有些孤独。我们因为去的地方太远，所以没有人到场。 但是随后我又交了两个朋友。 一个是日中友好协会东京都联合会委员长北中先生，
他给我介绍了北海道的许多风土人情，在记录本上记下了我的名字，并给我留了名片，说有什么困难就找他，他一定尽全力帮助。 另外一个是川崎市国际交流协会交流事业担当小
岛女士。她的女儿去年去非洲的加纳支教，今年回来。她说她也很舍不得女儿去异国他乡，她很理解我父母现在在中国的心情。但是她说女儿做的事情是对的，是对社会有益的，她
就支持。我夸她是个伟大的母亲，并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女儿。她还夸我的日语讲得好，并向我学了几句中文。 我由衷地感受到了日本人的友好与善良。 9月4日（前往居住地） 早晨
吃完便当后基金会工作人员为我们发了这个月另外的七千日元。前面的三千已经给过了。 中午我终于见到了立命馆牌来接我的中川淳老师。他向我简单的介绍了立命馆的情况。我
们共进了午餐。下午我们38个人分成两队。一队是做高速铁路的，另一队是坐飞机的（我们当然是这一队）。我们和同去北海道的一个同学（她去千岁）两点就到了羽田机场，但
是飞机4：15才费，所以等了很长时间。 五点半下了飞机，然后坐中川老师的车去宿舍。到宿舍已经七点多了。（日本的宿舍叫寮）中川老师给我介绍了寮长，两个管理老师，他们
很亲切，向我介绍了房间使用，垃圾分类，洗澡，洗衣服，许多日常生活的事。我的房间不小（请看后面的照片），垃圾说是分类，但是只要把电池和金属制品放在指定地方就行
了，剩下的垃圾要用札幌市役所指定的黄色袋子放，在周二和周五会有人来取。日本学生很喜欢一起泡澡，昨天我就和几个前辈一起泡了澡，很爽！前辈说，如果我不喜欢跟许多人
一起洗的话，可以去洗淋浴。或者晚上九点以后再来人就少了。洗衣服不用自己准备洗衣粉或洗衣液，我们只要用特定的袋子将脏衣服放进去，并放在洗衣区就行了，宿舍会有工作
人员帮我们洗干净后再放在干燥区，半天左右之后来去就行了，很方便的。寮长给我介绍了一个前辈和两位同级生。他们是吉田翼、森孝晃、中釜尚人。他们又给我介绍了很多，说
以后不懂就问，问什么都可以，并答应我第一天我们一起去上学。另外中川老师给了我我的班主任大东老师的一封信，信中她说欢迎我的到来并给了我定期券（月票）。因为宿舍食
堂六日休息所以六日的饭学生要自己解决。但是因为我是留学生，立命馆学校今后每月都会给我两万五千日元的周末伙食费。让我自己买着吃。我算了一下，一个月休息8天左右，
每天吃三顿，约25顿左右，每顿可以吃一千日元的东西呢！学校真大方！但我既会吃饱吃好，也会省着用，请你们放心。 我是四号周六到的，周日和周一倒课了，所以周日上课，
但是我们高一有马拉松比赛，我因为刚到，学校说可以休息，所以我周日周一都休息，周二去学校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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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冲！

2010.09.18

我们宿舍来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哥哥，叫邹林。他是自费留学的，自立性很强，是大连人，家里挺有钱的，他一年在立命馆上学要花20万人民币的学费，你想能承担起这个数字的家
庭该多厉害。他爸爸是日本人，但听说很讨厌日本，他妈妈是中国人，所以他入的是中国籍。他说愿意在平时陪我聊天，并在我有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他会变魔术，总跟我玩，现在
我俩处得不错。 上周日（9月12日），因为周日食堂没有晚饭，所以我和他一起去了宿舍旁边的大超市，那个超市平常我也去过，但是不知道什么东西好吃，他来日本一年了，很精
通。在他的指导下，我们昨天做了西红柿炒鸡蛋，和辣子鸡，还买了做好的鳗鱼。他做的饭超好吃，好羡慕他得厨艺啊！我们俩各掏材料费的一半，以前我们俩都卖不起或者吃不了
的东西，现在就都ok了！ 他在宿舍申请了网线，这周五（9月17日）下午安装，晚上就能用了。我和他商量网费我俩各付一半，他说他平常就是上网玩游戏什么的，没有什么重要
的事。如果我要跟中国的家里聊天或者发邮件，他就马上让给我使，还说不让我花钱。我没答应不给人家钱，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自己有钱就尽量不要占别人的便宜，你说对
吗？这周末就能和你们聊天了！好期待啊！ 另外因为住宿舍我感到很孤独，要是一味地等待的话，只能到寒假时才能住日本人家，所以我向负责我的老师申请了weekend
homestay，周末居家留学，也就是周末住在日本人家里，让日本人和我一起适应一两个月之后，如果我们都对对方很满意的话，我们就能建立长期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天天住他家
了。但是这个申请报上去之后，还要进行全校招募征集，并经过学校考察，所以九月份这一个月肯定要住宿了，但是有邹林哥哥，我会很开心的。我问老师有希望吗，老师说不好
说，但她会尽力而为的。她说我寒假肯定保证能住上日本人家。这个不用担心。 下面回答你向我提出的几个问题。 我们上学要使用专门的定期券（即中国的月票，但日本以半年为
一个单位），这个是学校掏钱。我每天先要从宿舍走五分钟的路到电车站，然后坐十分钟的电车到通学公共汽车站，再坐15分钟bus就到学校了，一共要花半个多小时，不算很远。
七点半和同学出发就行。 宿舍有专门的阿姨给我们洗衣服，宿舍给准备洗衣粉洗衣液。洗澡什么的都挺方便的。食堂的饭刚开始有些不适应，但现在已经适应了，其实挺好吃的，
都怪我以前太挑剔。就有两点规定不怎么好。一个是晚上必须得在食堂从9：00学习到11：00，所以我经常四点多从学校回来之后倒头就睡，这样晚上学习才有精神啊。另外周日食
堂阿姨休息，所以没有饭，但是有邹林哥哥，一切迎刃而解。 学校的课除了日本人的语文（根本完全听不懂）我不上之外，其他科目听得都挺好的，尤其是数理化，跟中国大同小
异，而且知识点很死，学起来不吃力。要特别强调的是上个星期的第一堂体育课，我就赶上了3600米长跑，你别担心我连fuchi带喘跑下来了，中途也想过要放弃，但是终于战胜了
自己，最后的成绩不重要，关键是过程，跑完很过瘾。 学校专门负责我的大东老师（女）对我很好，特别照顾我，有求必应。其他老师也说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尽管问，没关系。老
师们对我这个中国来的留学生都很好。男同学刚开始冷冰冰的，但是现在已经很熟悉了，还经常开玩笑啊什么的；女同学从始至终都很友好，学习好的女生还主动给我讲题呢！我还
交了两个留学生朋友，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西班牙人，他们都会日语，留学的感受都是相同的，我们经常交流。同学们人都挺好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现在变得很忙了，不寂
寞了，请爸妈爷爷还有姥姥姥爷不要担心。我想这次留学无论是对我的父母还是我来讲都是一次考验一次历练，我愿意接受这次挑战。说实话上周寂寞的时候也哭过，还有过想回国
的念头，但是现在我的脑子里只有坚持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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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5日留学日记

2010.09.26

日本的学生在课余时间都有自己的兴趣小组——日本人叫部活动。我加入了立命馆的辩论研究部。这个部活动主要是锻炼语言表达能力，作演讲什么的。据老师说，以前心连心中国
留学生都进的这个部，之后口语水平都会突飞猛进。所以我抱着提高日语口语水平的目的就报了名。 另外，立命馆国际委员会的老师给我推荐了一个由札幌国际大学组织的外国人
演讲比赛。在今年11月6日举行。参加者既有大人也有小孩，只要日语说得好就能得奖。最高两万日元。而且所有参加的人都给报销车费。我也报了名。听说去年心连心的前辈就得
了第一名。我估计我的名次也差不了。哈哈。我对自己有信心。 今天上体育课时我们班踢足球。我从前都没碰过这个玩艺儿。所以踢得很烂。等回国以后一定要让我爸较教我。听
说他球技不错。 十月份的研修活动我详细介绍一下。这是立命馆每年搞的一个为了培养日本学生和平理念的活动。主要就是去广岛长崎参观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听受害者讲悲惨的
经历什么的。总共四天三宿。定在10月27号。 说句题外话，今天早上我看NHK新闻说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国家安全机关扣押了四名企图拍摄我军事设施的日本人。照这样下去，
中日关系将会更加紧张。之前主席和总理的融冰破冰迎春暖春之旅就都白费了。哎，真为中日关系揪心。 今天最后一节课是英语。老师发了一篇卷子让大家做，这些知识都是我来
学校之前讲的，所以我可以不做的。但是我还是尝试着写完了。60分满分的卷子我得了40分。旁边的日本人都瞪大了眼看我。我三年没正式学英语了，还能答对那么多题，我也挺
惊奇。哈哈！ 还有前天数学小测验我也满点。数学老大爷还夸我呢。我没给中国人丢脸！今后还要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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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9日留学日记

2010.10.09

说一下这周的辩论部活动。这个辩论部里都是日本人里面最能说的，所以到现在他们做的演讲，说的话，我也就能懂四分之一，但我会努力的，争取让他们对我刮目相看。 周一的
化学实验。周一我和我们小组的同学一起合作完成了中和滴定的试验。我负责读数。刚开始我们失败了一次。但是经过改进，最后还是成功了。挺兴奋的，集体团结努力的结果嘛！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作实验时都穿白大褂，挺注意安全的。 周一晚上我回宿舍时赶上一场小雨。北海道下雨时风还挺大的。周二真是个雨天！从早晨整整一直下到了晚上，而且一
直是大雨。呼噜噜呼噜噜！学校的门窗都响。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凉。” 我的饭量。我昨天晚饭吃的是咖喱盖饭。我盛了满满一盘米饭，我愿以为吃不了的，但是却出乎意料
的吃完了。昨天晚上真的没有什么异常感觉，但今后还是量力而行吧。真奇怪！照这样下去我回来不久变成个大胖子了吗？ 数理化因为跟中国的大同小异，所以现在还挺得心应手
的。今天数学的小测验我得了全班唯一的满分—10点。老师还当着全班同学表扬我呢！说我聪明。我倒是不聪明，但是我相信努力就会有回报。立命馆很重视英语。我通过跟同班
同学的接触，我摸清了，我在班里英语还是属于中等的，还有希望，所以我现在正在恶补英语，估计回国时英语也能有不小的进步。政治和历史我就只能拿它当选修课了，但我还是
认真听讲，做笔记。老师说12月份考试时我只要考理科的科目就行了。体育课从这周开始学习柔道。挺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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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6日留学日记

2010.10.09

上周单词默写我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满分的，老师表扬了我。让日本同学向我学习。还有最近这几次数学小测验我也全都满分，同学还夸我聪明。其实日本数学很简单，而且老师讲得
也很慢，所以我理解起来还比较容易。外教课上一个美国黑人老师让我朗读课文，我朗读之后，他马上鼓掌，说我的语音语调好。另外听我的日语老师说他在立命馆算是对中国最有
兴趣的老师了，有机会一定和他聊聊。 我现在已经适应了宿舍生活，部活动和日本的学习生活，现在每天过得都很有意义。 接下来汇报一下我将于10月27日——10月30日参加的
“立命和平研修”。 我去的主要是长崎（接近冲绳），另外还要去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和鹿儿岛县参观。那边的气温比上个月的北海道还要热，所以要带些夏季衣服。27日早晨
先坐飞机到羽田机场，然后再转机到大分县。下午研修。晚上去一个叫别府的地方泡温泉。28日上午继续研修，下午乘车去长崎。晚上去一家和式宾馆体验日本文化。29日上午在
长崎市内参观学习，中午坐船去鹿儿岛，晚上住在鹿儿岛。30日上午参观一个和平纪念馆，下午从鹿儿岛出发坐飞机回羽田，从羽田再回北海道。这次休学旅行全年级的学生和老
师都去，安全问题不用担心，总共花57500日元，这笔钱是基金会出的。 这真是绝好的机会啊！我还可以领略一下日本南部的风情，我想这和在北海道和东京的感受会截然不同
的。这下日本南北我就都去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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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6日留学日记

2010.10.16

这周我和瑞典留学生一起参观了札幌市内的很多景点。北海道旧厅舍，大通公园，时计台，等等，并且还体验了茶道，穿了和服，学了日本折纸，我折了一套日本和服，挺有趣的。
而且我还交到了一个瑞典朋友，叫凯萨。是个女生，在瑞典学了两年中文，她和她的父亲都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我们聊得很高兴，她还把邮箱告诉我了，今后在欧洲又多了一个朋
友，哈哈，我现在的交往艺术有很大长进哦。 另外就是中国语讲座。我星期四的讲座迎来了一致好评。首先是班主任，他说他没想到我那么像老师，教授方法很生动，易懂，很
好。同学在意见栏里说虽然汉语很难，但是通过我的讲座可以很容易的掌握基本的日常用语，速度适中，下次也一定参加。我很高兴，我相信我有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的天赋，我会努
力的，也许今后真的能成为一名对外汉语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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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命和平研修感受

2010.10.31

我很有幸能够参加今年学校组织的立命和平研修，我十分珍视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并且真的收益颇深，感受良多。 第一天首先参观了APU（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一所具有
很强国际氛围的大学。这所大学就像一个地球村，汇聚着多元的各国文化。现在政治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进程，这所大学的办学风格必然符合当今时代发展的潮流。大学里面的
学生有很多都掌握了英语日语两种语言，使我由衷的产生了羡慕之情。而且通过与这里的学生两个小时的交流，我感受到了他们极具有亲和力，谈吐温文尔雅，使我产生了将来考入
这所学校的想法。 第二天参观的长崎原爆资料馆，再加上第四天参观的知览特攻和平会馆，我想将这两次体验合在一起说。一张张触目惊心的图片引出了一段段引人流泪的历史。
联想到当今严峻的中日关系，与和平发展的主题，我感触颇深。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东亚各国人民带来了挥之不去的伤痛，也给日本本国的国民带来了无法磨灭的苦难。在战
争中在原子弹爆炸中不幸失去生命的都是平民老百姓，他们有的是家中的父亲，有的是自己的哥哥，有的是让母亲担心的儿子。经历了这段血雨腥风的历史，两国人民都深感战争的
可怕与和平的可贵，两国人民都憎恶战争，向往和平。要知道，要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当今世界虽然国际纷争不断，我们身处的东北亚局势更是错综复杂，但是和平与
发展依然是整个世界前进的主题。中国在经济、能源、环保等方面需要与日本的通力合作，而日本在国际范围内的发展更需要中国这样的新型大国的鼎力支持。尽管现在中日关系正
值最为敏感的时期，但是越是最困难的时候，作为两国关系未来掌舵人的我们——现在天真无邪的青少年，越是要扩大交流，加强理解，构筑将来两国关系发展相互信赖的基础。这
才是时代所需，民心所向。我愿用这11个月的留学生活，为了这个目标而不懈努力。 第三天长崎市内见学，我们参观了哥拉巴园和上浦天主堂。我感受到了当初长崎这作为一项世
界开放的国际港口开放的胸怀，也让我联想到了我的家乡天津，也是一座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下午我们参观了维新故乡馆，馆内展示了明治维新前前后后的历史，结合现在中国经
过改革开放后日新月异的发展，我又想了许多。日本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勤劳智慧的日本人民善于学习，勇于借鉴世界各种优秀文化，并且结合日本国情，经过自己的改造充实
到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之中。以前有一种论调说：“日本没有文化，日本所谓的文化都是从别的国家那里学来的。”没错，日本文化是包容了世界许多文明的精髓，但是我认为不惜舍
弃生命也要学先进用先进的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就是日本民族所独有的文化和精神品质。与日本相比，我们中国欠缺的，需要向日本这位昔日学生学习的，恰恰是学习二字本身。中国
自古以地大物博自居，所以很少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这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和任人宰割的悲惨历史。而此时的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逐渐走向了发展的道路。中国此时
输给日本的则是学习的勇气与开放的决心。时至今日，中国在伟大的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依然存在着前怕狼后怕虎的胆怯心理。事实证明，一个国家展开他宽大的胸怀包容的接受其他
民族文明的时候往往是他最强盛的时候，所以中国要想保持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必须要虚心学习，勇于开放。 这四天的和平研修生活使我对和平，发展，学习，这些以前张口即
出的词语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成为了我前两个月在日生活的完美总结。最后感谢学校，能给我创造这么难得的学习机会，更要感谢国际交流基金给予这次研修的支持，我会更加
努力的完成这一年的交流任务，尽我所能，不负众望。

馬 寧的日记



对自己的挑战

2010.11.07

　本星期五，体育课时，稍微体验了柔道。因为瘦了，非常差。但是，老师很亲切，同学也很和善，非常有趣快乐。柔道代表着日本文化的一面。本月的体育全部是柔道。必须拼命
努力。 　并且，在电视上看到了就要在中国举行音乐会的日本歌手中孝介。非常喜欢他独特的声音。据说他在中国的年轻人中也非常受欢迎。因此，他被邀请，来到中国，参加了
很多的交流活动。我想这样的事情更多就好了。 　对了，昨天参加了第20次札幌国际大学外国人日语辩论大会。得了亚军。与各种各样的国家的人竞争，最后，终于取得了好的成
绩。今后的日语学习，更有自信了。 　本星期真是有意义的一周。 　很快就是12月的定期考试了。学习和俱乐部活动，什么都要拼命努力。 　前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馬 寧的日记



进入了学习的季节和健康注意季节！

2010.11.14

　我觉得本周又是放松的一周。但是，从下周开始要准备就要到来的定期考试。并且，本星期四也是全国的进研模试。老师问了我是不是考。其实，我非常喜欢学习。可是，因为初
中刚毕业，考试范围的知识还有一半没学习过,觉得有点困难，遗憾地拒绝了。幸而，一月21日还有一次进研模试。今后，拼命努力,我想，在那个时候对老师和同学展现自己的实
力。 　对了，由于平和进修后，患了感冒，本星期开始的时候不太有精神,不过，状态渐渐调整好了。健康很重要！身体很重要！今后要好好当心。 　因为以上的原因，所以题目是
<进入了学习的季节和注意健康的季节>。 　特别是，本星期的柔道非常快乐哟。我与朋友一起练习，觉得柔道真的能使精神放松，也能找乐。与此同时，好好地体验了日本文化。
确实很有用。 　发条∶努力！ 　到了冬天，心连心的老师和朋友也请当心身体，为了加深中日友好，努力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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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感动了！

2010.11.20

　 本星期，买冬天的鞋的我难得地在乘电车时遇到了来学生访问的两个老师。看到老师，简直像看到了自己的家人一样的感觉。因为时间很紧，稍微说了一点儿。更期待星期四的
正式访问了。 　星期四的下午，老师来了学校。部活，中文讲座，学习，健康状态，还有为难的事情等，关于各个方面和我谈了很多。老师真的很和善,每个问题都给我带来了钦佩
的心情。特别是老师记得我的生日，给了我礼物。是珍贵的38人队伍的照片和美术明信片。真的被感动了。在这里，再一次表示谢谢。 　星期五，举行了立命平和进修最后的课题-
报告演讲会。广岛，长崎，京都路线的代表分别进行了发表。我也得到了"我想看的日本"的照片随笔竞赛的佳作奖。能表现出我扎实的进修成果吧。这次的立命平和进修终于平安地
结束了。但是，建造和平的道路对我们来说才刚刚开始。我想今后也为了达成和平的目标，竭尽全力。 　本星期三，给了定期考试的范围。范围很广,不过，如果好好复习的话，我
觉得不要紧。还有，这次的考试作为挑战，也参加世界史和现代社会的考试。听说去年的前辈学习很厉害。我可能不如前辈,也想让老师们看到自己不断的努力。 　生日过去，我16
岁了。 　给16岁的我∶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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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MVP！

2010.11.27

　上星期，举行了音乐小组的发表会。以前音乐不行的我作为小组的一员也参加了。不仅平安地结束了，还幸运地作为最努力的人得到了MVP这个奖。真的是意外的高兴事。老师
表扬了我，"马同学开始不是很棒,不过，越练习越好了。能看得到努力。"。是这样的。如果努力，就会有进步的。今后的课题是竖笛。以前一点没有玩过的乐器哟。一定会努力的。
听说去年的前辈参加MESE这个经济运行游戏，获得了全国优胜。我也想参加今年的MESE。因此，和朋友组织队伍，申请了。因为没有前辈聪明，大概不能努力到最后。但是，我
想玩游戏的过程最重要。以30万日元的优胜赏金为目标，现在，正在津津有味地研究着。 　下周，有定期考试。老师和同学们都期待着我的成绩。稍微有点紧张感。一定要发挥实
力，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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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考试结束了！

2010.12.05

　首先，谈谈本星期的二个"自然事件"。 　第一个是星期四的早上，在我住的白石区发生了震度3的小地震。正好早饭的时间。桌子和椅子稍微晃动了。有一点可怕。以前在中国只
是听说过地震。如果掌握了防灾知识，不要紧。这次不是好的经验。 　第二个是星期五，发布了暴风警报。为此，停课了。寄宿生大家看起来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原因是这天的
考试改到了第二天，又有了一天的复习时间。大家吃了面，这个风俗习惯与中国一样。有喜事的话，吃面。 　其次，是定期考试。总的来说，很好。数学1说不定能拿满分。现社一
般。世界史有一半是中国史，应该不要紧。下周末出结果。怎么样？真的很期待。总之是自己的努力成果。 　还有，星期六去看了MESE这个经济运营游戏的学习会。MESE是用电
脑销售回声笔的虚构商品销售系统。根据价格，生产量，宣传费，设备投资费，研究开发费五个量，尽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听的话，难。第一次练习输了。但是，我相信会渐渐变
好。因为我有自信。正好定期考试结束，要好好地研究研究。 　还有2周就到寒假了。寄宿家庭怎么样？有很多期待。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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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束了，寒假近了！

2010.12.11

　 本星期三，开始学了竖笛(乐器)。真是很笨。手不能根据意识的指令自由地移动。因为以前一点没有学过这样的东西，看到其他的同学流利地弹出音乐，有点钦佩。但是，如果寒
假好好地练习的话，我也一定会变得很棒。 　 还有，上星期定期考试的成绩一个接一个地出来了。也有很好的科目，当然，也有不行的科目。下面，说一下。 　 数学1，83分 数
学A，88分 物理1，72分 化学1，58分（最低的，不好意思） 英语OC，88分， 英语1，66分 现代社会，73分， 世界史，60分 还可以。已经满足了。下次是明年3月的第4次定期
考试。今后一定要努力。 　 到星期五，柔道的练习已经5周了。进行实际技巧的考试。两人搭成一对，向大家显示学的技能。多亏柔道小组的朋友，平安地完成了。最初稍微有点
紧张了,不过，越做越自信。下周是本年度的最后练习。只有6次机会，有点遗憾的心情。 　 就要寒假了。而且，还有半月就到新年了。大家一定要和寄宿家族快乐地度过。现在，
老师也为住在宿舍的我在找寄宿家族。结果怎样？期待着。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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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见！

2011.01.15

　好久不见。很久没写日记了。 　寒假过得很快。已经结束了。多亏了家人，度过了有意义的有趣快乐的假期。一日，去了新年后首次参拜，滑了雪。对以前一点没做过的我来说
真的有点坏了。滑雪比想象的难。家里的爸爸擅长体育，教了我很多，现在，已经能滑能停了。昨天体育课也是越野滑雪。因为经历了一次滑雪，非常轻松。 　二日去了小樽游
玩。真的是很漂亮的城市。店里的建筑全都不同。被称作北海道的历史名胜哟。 　这三周，参加了很多的国际活动。新年会什么的。听到"你大学几年级"这样的问题后，有点难过。
回答说，"其实，我只是16岁。""啊，无法相信。"大家都这样说。老师也说我比较成熟。啊，岁数大也不错呀。 　新学期已经开始了。回到了上课，部活，活动等从前忙碌的生
活。我当然还想回到寒假，但想以三月的春假为目标，享受现在的高1生活，努力。 　最后时，想对寒假的host family说谢谢。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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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载在北海道新闻上了！

2011.02.05

　我本星期四参加了本校的「第二次 畅谈明天～地球市民的集会～」这个和平学习的讨论。特别是，名字和发言都刊登在北海道新闻上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馬 寧的日记



辩论大会--努力

2011.02.17

　 7连休大概过去了。课题很多，活动也很丰富，有点累了。 　 上星期六，参加了学校的球赛大会。是躲避飞盘。体育不太行的我拼命努力,可班级还是输了。但是看着其他的排球
等，我作为G组一员的集体意识产生了。我觉得是很好的运动。 　 星期天，去看了札幌第62届雪节。真的是很好的文化节。全部是来源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的作品。并且，来自世
界各地的游客也很多。特别是中国人。觉得世界很小。 　并且，这2周一直练习着辩论大会的原稿。本星期日(20日)将要出场。听过的老师和同学说被感动了。而且，寒假的host
family也说要来看。有点紧张哟。不过练习了很多次,我觉得没问题。还有几天,一定要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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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好了！获得了冠军！

2011.02.26

　 上星期天，我参加了在札幌召开的第15次青少年意见发表大会，获得了冠军。真的是意外的幸运，我非常高兴。 　 我从12月开始一直拼命准备着原稿，发音渐渐变成了日本式
的日语，为了让听众更易懂并感动，我练了很多次，真的很累。本来觉得作为外国人，出席日语的辩论大会，只要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就行了,至于优胜根本没考虑过。我想大概
内容和感情是让审查委员们感动的最重要的原因。 　 这次的题名是＜让风吹，让山动＞。我开始上学的那天，正好是中国渔船冲突事件的那天。我觉得自己有告诉日本人中国人真
正想法的责任，关于中日关系。日本，有＜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这句成语,好像反了,其实是正确的。主要是用历史的方式回顾中日友好交流和战争，我访问过长崎和广岛
二个被炸城市，发了很多议论，得出了只有交流才能带来幸福这样的结论。 　据说现场也有哭了的人。大家能理解自己的想法，我衷心感到喜悦。我觉得这次的经验可以说是日本
留学生活中最难忘的回忆。并且，能得第一也是辩论研究部的成员们不断知道的结果。在这里表示感谢。我想今后与研究部的同伴们一起努力。 　对了，本星期的越野赛跑比上星
期提高了2分。非常快乐。下周是最后一次。想取得更好的成绩。 　一定要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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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遭受地震危险的人们祈求平安！

2011.03.13

3月11日，日本发生了8.8级的特大地震。看到我们心连心项目的38个同学都平安的消息我很高兴。但却很为震中的日本人担心。 看电视上的报道，震区已经停电了，个别地区还有
核泄漏的危险。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感同身受。因为我们在2008年刚刚经历过噩梦般的汶川大地震。我们不能忘记当时第一个向中国派出救援队的是我们的近邻——日本朋友。
中国会懂得知恩图报，我欣喜地看到中国政府将于今天派出15人的国际救援队，相信他们能够代表中国人民抢救出更多的日本百姓。 中国人更会懂得知恩图报，在日本危难之际，
我愿代表亿万中国人民的一员，通过日本红十字会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我想我的力量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如果有更多的华人华侨留学生伸出援手，一定会产生无穷大的力量，
一定会给日本人民以力量，一定会给日本人民以坚强。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中日两国所崇尚的道德观。在灾难面前，爱将会冲破思想国界，冲破社会制度，冲破意识形态。
因为大家都是地球村的一份子。只有爱才能够战胜灾难，唯有爱才能够产生力量。 最后希望伟大的日本人民能够战胜这场无情的灾难，给世界一个奇迹。我现在将会无时无刻为遭
受地震危险的人们祈求平安！向奋战在一线的所有英雄致敬！

馬 寧的日记



回来了！

2011.05.14

终于返回了日本。正好赶得上北海道的樱花。

只是一个月,不过有非常新鲜的感觉。必须对各种各样的习惯再适应一次。最高兴的是升入了二年，成为了一年生的先辈。也有和我打招呼的人。今后，要像一个前辈一样好好地努
力。

回来之前，也有”日本还是很危险，不要回去rdquo;这样反对的声音，但我还想再返回日本。日本不仅是地震很多的国家，也应该是很自信的国家。我们中国人，并不是日本好时就
来，日本困难时马上就逃跑的。在这样困难的时刻，和大家一起努力度过的国际性合作是最重要的事情。作为一个外国人，能改变的就是，表达”信赖”。因此，这次的目的，就是

给日本人以信赖。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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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ere沼公园很漂亮i啊！

2011.05.21

上星期日(5·15)，我去了札幌市的moere沼公园。moere沼公园，是「札幌市环状绿化地带」设想的北部系绿地的核心城市公园。以前是作为垃圾处理场使用的,从1982年起(昭和57
年)开始造成公园，雕刻家isamu·noguchi参与了这个计划，2005年7月1日开放了运动场。

正是樱花的季节。我也观赏了樱花。心情很舒畅。给诸位看一下当天的照片。

< /p>

本周的音乐课唱了＜We are the world＞这首歌。只是与日本人同学一起唱的，但感到了国际的力量。因为大家都很认真地唱。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声音啊 。

下周，上午的课很多，是放松的一周吧。那么，一起努力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馬 寧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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