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is in JAPAN!

2010.09.02

来到日本了呢，一切都好新奇，好像每个东西都能带来好一阵惊奇，我试着去理解这个国家，是科技的力量？还是文化的气息？还是文明充斥无处不在的国度?无从知晓，大概要在
一年后的今天，再次体味，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吧。。。 很高兴，学了日语，也很幸运，来到日本，也很欣慰，和38人一起，在生日那天到达。 未来。加油！ A IS IN JAPAN

趙 嘉昂的日记



步入正轨，渐入佳境

2010.09.18

羽田机场出发，一个小时，到达山形县。 在飞机降落的一瞬，满载着期待，来到这个满眼一看全是金黄色稻田的地方，开始为期一年的生活。留学是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我算是
体验到了这句话的初步含义，而这初步体验的方式，就是来自于那好毒好毒的蚊子！！胳膊又痒又肿，难受极了，好在药品防护也相当到位，要不然还真担心~~ 学校很好，同学们
也很亲切，就是课程不简单，数学也在学集合，只不过是个入门，这里对英语的重视程度好高哦，我要加紧努力重拾英语了！~课程安排的也很紧凑，我把课程的照片也一并发上来
了，哈哈 哈哈，逐步适应，慢慢磨砺喽~~

趙 嘉昂的日记



小小感想~~

2010.09.18

在北浦和培训的时候，碰到了现在在东京大学上学的二期生，她现在作为志愿者给小的们做指导，说是指导，也是一种激励。 一年的时间，很长也很短，肯定会有心情极其不好极
其孤单的时候，不过要学会自我调整,机会不是人人都有的，也不是人人都会好好把握的。要怎样抓住，这就是问题。我准备还是列时间表比较简单，也比较方便，参加完部活动，
回家要预习一下日本的数学，然后在预习中国的数学，把数学抓紧，一切就来的稍微容易些。另外，看见日本人学英语的热情，英语上课是要分种类的，英语世界地理，英语语法，
英语课文阅读，英语会话交流，四种课每天都会有一两节，而且还是唯一几科留作业的，他们学英语的劲头的确激励了我，在这儿先好好学英语，回去考四级应该还可以。。。目前
未知~ 这一年绝不荒废，看看先辈，不管怎样的出路，一年后都是一条好汉！~而我，作为好汉的前提，就是通过日语二级测试~！加油啦！ ps.（在寄宿家庭也很愉快，但就仅仅一
个月，不舍。。。不知道下一个是寄宿家庭还是宿舍呢？，忧虑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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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呜。。。

2010.09.29

有点小伤心，马上还有一个星期就要与这个寄宿家庭分别了，而且下一个寄宿家庭还没找到。。。。宿舍虽说新，但好像住的人少之又少，而且同年级的也没有。。。。想哭~~主
啊，祈祷喽

趙 嘉昂的日记



关于家属

2010.10.03

　　　　　　　关于家属 今天是这个与host family一起的最后的一日。我想起前面的每天，想怀念。来这里，渐渐习惯了。每天笑家属的大家，谈或者自己的烦恼，每天关照，真
的快乐。还有，上星期妈妈我「是不是像自己的女儿一样地，是什么有烦恼，对我说,一起解决这样。说」，以感动感谢的心情满。 离开，也相信我也一直是这个家属的menber。
谢谢!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趙 嘉昂的日记



说点什么

2010.10.11

话说今天真的应该说些什么，世界地理考了97 ，又扳回一局~我这次坑定不是最后一名，肯定不。今天本来要参加书道部，结果书道部今天偏偏不活动，我就转眼奔向旁边的活动
楼，吹奏乐部。 玩的，老high 了。 在参加之前就和同学讨论过，可同学们都说吹奏乐没意思，而且老师严厉，每天不停的练啊练，不过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在音乐世界里，怎么会
顾及老师犀利的言辞，又怎么会顾及时间的长短呢。我说我今天只是见学，不过他们还是特别非常极其热情地接待了我，这在别的部是绝对没有的（又想到了体育部那个狂让我捡球
的先辈~！）。先开始选乐器，我几乎吹遍了，弹遍了所有的。到最后问的不是 怎么样 ，而是 还有么？ ~~长的短的，绕脖子的，涨红脸的，都玩了个遍，特搞笑，吹圆号怎么也
吹不响，最后恼了，一声，居然响了，嘟一声，就一声，但还是开心的把圆号绕在脖子上，红彤彤的，造型搞笑极了~最好、后是弹起心爱的电钢，以前一直就和妈说，等学琴学到
一定境界了，就买个电钢，今天弹弹，感觉超级好，因为电钢是在爵士的时候用，所以今天就和他们小小solo一下，一起组了一曲，满有味道的。这里面有贝司。（话说那贝司手还
是格好いい~）啊，架子鼓啊，还有不知名的打节奏的乐器，而且结尾的时候，重复着同样的旋律，到架子鼓的最后一声，我今天的见学就结束了。大家都好亲切，最后走的时候，
还有点心慰劳大家，而且还和豪爽女子成了好朋友，她打鼓，那叫一个范，所以，如果进这个部，那我就学打鼓，或者贝司，重金属感十分强烈，也喜欢他们这群音乐疯子的那股执
着，对部活的热情。 纳入日程，吹奏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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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奋点~~盘点

2010.10.19

那些神经末梢的兴奋点 兴奋点1.当然就是参加了吹奏乐部，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里有的只是音乐的幻想，当然，在每练一首曲子的时候都是艰辛的，就像每做一道题每学一个
知识，过程都是艰辛的，吹奏乐原来是有很多人的，可是大家都是因为太难坚持不下来，纷纷放弃，我听本田老师在那里盘点，高三的走到现在就剩下五个人了，高二的也没有多
少，高一的虽然多，但往后还不知道会怎样，说起来不无伤心。可是，他最后说的，恰恰是我最最坚定的 我知道，在你们每吹响或弹奏一个音符的背后，都是付出了很大努力的，
大家总也忘不掉我们上次音乐会的时候那么开心，大家最后聚在一起，一起呐喊吹奏乐さいこう！（最棒）的时候的场景，试着把他们联系起来，你们正是因为平常付出的辛苦，所
以才有那一场场音乐会的快乐，记住，加入了，就是三年的约定。 恩恩，我知道我没进错门。 兴奋点2.学园祭学园祭！就是下周近在眼前，我如果这周努力练琴或许能赶得上和大
家同台演奏，我喜欢和大家一起solo的感觉，~而且还要自己设计班里的衣服，我要出谋划策，并且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们班的支店是做爆米花，并且还是那种超市买来的~就是放
微波炉里那种。。。不过，吃的不是东西，吃的是那种氛围，氛围~~！另外，这学园祭还有一个活动就是男扮女装，女扮男装，哦。。。哦。。。话说有一个男生兴冲冲的跑到我
跟前让我看他扮女装的照片~我就有点那么一点不可思议，这也太像了！~ 兴奋点3.妈妈寄的书已经收到，及其开心，而且好好收藏了那邮寄单，上面还看到了妈妈久违的有力的连
笔字，话说怎么全是书，连点有纪念的东西都没有啊。。。信什么的，或者小物品嘛的，这点有点小失望，不过我妈给送来了粮食—精神食粮么~这下每天可真是没空闲了~ 兴奋点
4.途中碰到有缘人，星期六回家不小心给撒切尔了。。。校车上睡觉，结果给睡翻了，起来以后看见快到站了，就慌忙下车了，一下车才发现，下错站了，而且这一片我完全没有印
象，当时就想锤坏我自己~这桥那是，有人在后面拍了我一下，我一看是羽黑校的，不过也没好意思说自己是下错站了，就说想去超市，（其实也是真想去，想吃的水果~），问超
市在那里，结果热情的高三姐姐和香让我等一等，然后就说她姥姥的车在前面，一起去吧，正好她也准备去超市，我还有点云里雾里的，就上了车，一起载着去了超市，路上交谈了
好多，是高三实验班的，而且对中国很感兴趣呢，还是个听话的小孙女~她热情的没话说，又安全把我送回宿舍，我目送他们离开，转身想，这真是一段奇遇！ 兴奋点5.不得不又罗
嗦一下吹奏乐部，我已经成功的把吹奏乐部改编成中国语大讲堂，从每个人的名字入手，每天都是争先恐后的让我叫他们各自的名字怎么读，然后还学老师的名字，哈哈~~每天只
听见他们一起叨念“郁子，佑子，满有子，菜摘子。。。”，特好玩~中国哪有叨念自己名字的~~ 触动我神经末梢的事情一大堆，哈哈，加油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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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念

2010.10.26

学园祭---感•念 敲出这篇感想的时候，学园祭已经过去四个小时了。刚才在电车上的时候就一直在回想，这两天的每一个细节，我所参与的，快乐的，遗憾的，感动的，联想的… 这
是我参加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学园祭。 激动正式进吹奏乐部本来离学园祭就没多少天了，还以为自己什么也演不了呢，结果老师还是让我参加了，我很欣慰有这样一个集体这样
重视我，虽然只是简单的摇一个什么东西，但和大家一起表演的时候high倒翻，老师也上来一起加油，反省会的时候大家互相说着 辛苦了 感觉很好。 投入听诗蓄里学姐唱花水木，
不知道为什么有特别的感动，还没有看电影，就想象，他和她发生了什么故事，我看见诗蓄里唱完眼圈也红了，因为是吹奏部的最后配合solo，所以大家一起做完这首曲子最后好像
都有点小难受。。。 感动今天莫过于千寻的爸妈来学校，给我送饺子，中午饭把我叫到车上，拿出保温饭盒，两大盘饺子，说今天休息，赶过来看学园祭，包了饺子快尝尝。我当
时眼泪就下来了，吃包饺子，就赶紧的去排练了，演出的时候，我看到千寻妈妈在拍照，我特地扭过脸去，给了她一个大大的微笑，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前程闭幕式的时候颁
了奖，我们班挺可惜的，不是第一，不过我们志不在此，国际班一向人少，所以做出来卖得出去已经感到很欣慰了，高三的来年三月就毕业了，我特别感动高三的一起挤上台，一起
唱湘南乃风的加油歌，大家挥舞着双手，告别这最后一个学院祭，歌里唱着stand up stand up~大家就一起起立，歌的最后，大家都数十秒，闭幕式圆满结束。 遗憾的是，因为有
部活动，而且要演出，所以和班里的时间就少了，而且关顾吃了，班里的爆米花就没出多少力，挺遗憾的，没有和大家一起多呆一会儿，还会像第一天拿着自己做的看板，大声叫着
爆米花，快来买啊，吼道哑，当我们的小店支架收起的那一瞬，我们感到很欣慰，我们经历了打不着煤气灶的困惑，也经历了先辈们霸王餐的痛苦，也经历了每处一锅爆米花的欣
喜，经历了与对面班级的比赛嫉妒。。。那些，都是I班的回忆，美好，充实。 联想在这一切活动的背后，我看到的不止是活动是大家的积极，更多的是日本学生互相之间的一种配
合，自立，日本学生也不是生下来就会做饭的，不过能把这些活动搞得像模像样，而且真正开始盈利，开店，装饰，一系列的问题通过一个班的力量解决，这需要的是从小的培养的
团结力和自己决断的能力，遇到困难的克服的勇气。他们在互相配合的过程中，似乎看不到生气互相吵嚷的局面，这是绝对没有的，更多的是鼓励，配合，协调，所以他们可以自豪
地说从小学就开始的部活动是真正可以锻炼意志的，这一点我觉得值得学习。 另外还看到了丰富的教师资源，物件资源，说的物质一点，好的学校硬件首先要过关，比如在准备各
个店的事物的时候，要事先做着试吃一下，这时候我们可以去家庭科技馆，这里面有几十个煤气灶，切菜板，水池，俨然一个大厨房，我们可以在这里试着做，再比如每个店开张用
的店面装饰纸，硬纸板都是学校提供，从小处的每一卷胶带到大处的舞台支架，这些都不用学生费心，学校可以提供一个平台给大家，是中国做不到的。一是基于人口原因，这点我
们没有办法否认，还有学校对这些活动的积极度参与度不够，学生希望唱歌跳舞，却仍旧开红歌会，这就有点。。。所以支撑学园祭背后的实际上是社会对教育的热爱，对活动的支
持，这是在舞动青春背后看到的。 总之，学园祭圆满结束！~我的宿舍生活也被告知延长了，（恩。。。还好 ，就是每天中午看着别人的便当分外眼红，自己只能去买超级贵的盒
饭。。。~！！）十二月就要二级了，加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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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形远征

2010.11.04

山形远征 十月的最后两天，和吹部的同学们一起去了山形市，果然是市里，和咱村就是不一样~！ 这次远行的主要是去听一位名音乐家须川展也的萨克斯音乐会，第一天羽黑高的
学生同样上台表演了，然后听了老师的指导，须川老师台风很得体，讲话的语气声调也都抑扬顿挫，讲习更多针对的是如何演奏萨克斯，吹是一部分，而奏中的学问就大了，演奏的
时候好像进入了自己的世界，或高或低，很是好玩~ 晚上的时候去了乐器店，第一次观摩了如何修复小号，圆号。。。这些乐器，很费劲啊。。。而且还看了乐器的澡堂~嗷哈哈，
很搞笑，乐器也有洗发膏和沐浴露~重点是，我有了自己的鼓棒~！my stick ，以后他就跟我姓了，嗷哈哈~！加油，手磨起泡算什么，只要不是残了就继续坚持下去~！！ 第二天
早上自由活动，和同学们逛逛街，买了好多些萌物。。。本来中午要去中国餐馆，可是有点贵，同学们囊中羞涩，就去吃了拉面，不过也是饱餐一顿，下午继续出发，听了正式的音
乐会，须川老师萨克斯和另一位老师的钢琴合奏，这才是真正音乐的世界，配合得简直太棒了，缓急轻重恰到好处，感情把握的也很好，而在日本民谣的章节中我还想还恍惚间听到
了一段熟悉的中国旋律，不禁激动不已。 远行插曲 1. 第二天集合的时候，大家按顺序上车的时候都说了“拜托了”，等大家都做好的时候，老师发话了“今天大家都是第一面见我
吧，现在还是早上吧，你们为什么没有问早上好，而是单单的说了拜托了，这难道不是失礼的事情吗？”于是让我们都下车，重新上一遍，说 ‘早上好，拜托了’这才上了车，我
有点绿。。。拜托了不就等于是早上的寒暄嘛。。。也就是说我不能光说老师好，同样还得问一句早上好。。。我不禁为这日本的礼节规矩而折服。。。 2. 晚上回来的时候已经不
早了，低迷的气氛，暗暗的天色，真想昏昏睡去，等我把头发散开，准备睡觉的时候，却被同座位的告诉，老师在开车，也很辛苦，作为学生，不可以睡觉哦，。。。同样绿了，我
怎么没感觉我在中国的事情还有这档子事~~好吧不睡不睡，背起单词了。。。 3. 有奖问答。萨克斯起源于哪个国家呢？ 抢到沙发者并且回答正确者，一年以后凭此篇日志，可以
找到我免费领取动漫萌物一份~！ 哈哈，大家加油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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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ney~！

2010.11.27

匆匆，东京 到了崎玉县，已是凌晨三点，一路上宿舍妈妈都没怎么睡，一直在陪宿舍爸爸说话或者听音乐，（做着或有或无的支持~）我呢，小憩一会儿，但没有睡得很沉，不过旁
边的泰妹早已经深深进入梦乡。 “恩，东京到了呢。”宿舍爸爸叫我们起床，东京同样刚刚睡醒，星星点点的霓虹灯有的还没来得及关掉，到处都是高楼，好在我们行走在远处的
高速公路上，所以看着那些巨大的精钢混凝土怪兽，就没觉得有那么可怕，表示东京如此节奏快的城市会是怎样的压抑？~~诚然，还是觉得咱村好！ 迪士尼，是此行的唯一目的
地，迪士尼真的是个老少皆宜的怀揣着所有人梦想的地方，当踏进乐园的时候，童话气息扑面而来，一点不假，而且幸运的是，刚进门就碰到了维尼和布鲁托~可惜人家不让照相就
只好作罢。。。 游园地 1. 好喜欢迪士尼的标志性城堡，总觉得来得比香港的高大，漂亮，同样，让好心的迪士尼志愿者帮忙照了相，而且还花了血本拍了纪念照片，不过很值，专
们让摄影是大叔辛苦一下，单单站在那里照没意思，让他抓拍了一下哈，在我双脚离地的时候拍照，效果好到一定境界了~~ 2. 观赏类玩具最喜欢“小小世界”。把世界各个国家的
风俗服装都浓缩到了一起，浓缩到了各个小人的衣服还有布景上，室内乘船的梦幻之旅，同样还找到了中国小人，不仅室内精致，室外同样美丽呢，尤其是傍晚的时候外面小小世界
的灯全部亮起来的时候，美丽极了~！ 3. 因为是迪士尼，没去海洋公园，所以刺激的不多，不过唯一的一个觉得还有点刺激的同样精彩，通俗一点就是激流勇进，不过呢，同样是和
观赏结合在一起，在爬坡的时候两面同样是卡通人物，你还欣赏的时候，来个措手不及，直接下去了，啪哧溅一脸水~ 馋死了 1. 终于吃到梦寐以求的mike了！来之前就在电视里看
到过有卖那个一只眼的绿怪物的点心，说起来可能有点恶心，不过还挺好吃的，单单一只眼睛，怪物电力公司数他最有名噻~ 2. 听阿姨介绍说，迪士尼有个有名的熏鸡肉腿，好吃的
要命噻，最主要是管饱。。。啃一个一下午肚子都不带叫唤的~不过要看排队那阵势，我又得用那句型了，~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有那心没那胆~~） 3. 象征性的买了点小点心
（一来有保质期，怕买回来等不到回国那一天了，而且吃的嘛。。。也就图个一时的好吃~）味道不错，就是花了。。。血本~ 匆匆的感动 挺感谢老两口的，我和班里同学说我去了
东京，然后问我怎么去的，我说开车，他们一个个都吃惊得要死，也的确，从这里开车要八个小时，宿舍爸爸真的是不辞辛苦的两天开了往返十六个小时的车，为了把我们送到东京
玩一趟，到东京的时候，一脸幸福地说，嘉昂，没想到能来东京吧。我用力地点点头，真的，是感动，我心里在想，在这里遇到的，每一个对嘉昂好的，都是一种缘分，不管是一
面，两面，还是怎样，我会永远记着的~~ 还有还有。。。匆匆东京之行，两天内就匆匆结束了，丝毫不觉得太短，因为记忆的行囊，早已经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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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关心

2010.12.11

谢谢大家关心 确实是自己不小心 大家一直在问我的情况 准备小小发表一下“滑倒门”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 （难得乐观~~） 星期一中午的时候，按往常一样，中午要到吹奏部集
会，老师曾经说过，为了节省时间，要跑着去，= =。。。结果不巧那天还下着大雨，我还没拿伞，就匆匆忙忙的借了泰妹的伞往出冲。 人有那么一个时候就是脚不听脑子使唤，我
看见其他人快快的奔向部里，自己告诉自己要快点，可是无奈脚步没跟上，而且水泥地上好像有个坑，就那样的。。。倒了~~乐谱那些摔了一地，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小小饭团还没
摔坏，（之后那该死的体育老师检查完之后，我把饭团当做了唯一的慰藉~），裤袜也扯坏了，我们那外教老师极其幸灾乐祸地说，嘉的袜子很有个性啊~~就已经是那种袜子撕破
一道一道的，那确实。。。朋克= =~ 之后的之后，我就站不起来了，膝盖就肿起来了，我就祈祷着这千万不能给骨折了吧，但是膝盖疼得，好心的部长正好路过，扶我赶快去了医
务室，亲爱的体育老师兼保健老师问我疼不，他没看见我痛苦的摇了摇头，还以为我没有回答，就猛地把我的小腿往前晃往后晃，摔得时候老娘都没哭，就是她晃得时候，眼泪就涌
出来了~不但是腿里面疼，外面破的也不轻，两个膝盖全伤着了，左膝盖最严重，是整个膝盖面都破了，而且因为是水泥地，所以有小石子之类的什么，扎进去生疼。老师觉得还是
去看一下医生为好，就等老师放了学，让外教老师领着我去了医院，拍了片子，处理了伤口，医生说左膝盖虽然破的严重，但是里面问题不大，右膝盖就有点难办了，我也没听懂他
然后说了点什么（外教更没懂，还不如我呢~）首先是软组织受伤，他慢慢摇膝盖的时候膝盖总是嘎嘣儿嘎巴儿的响，而且暂时弯曲和伸直很困难，还有就是膝盖上的骨头有点轻微
不对劲，不过不至于骨折到不行的那种，总之以后的一个月，得靠着拐杖走了。 挺讽刺的是，摔伤前一天，爸爸给我打电话让我时刻注意安全，我当时正在写日语，就没太注意，
真的，什么事情都是有预兆的，我太相信了，一稍微的闪失就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总之吸取教训，以后要小心注意安全，大家不要担心，虽然疼，不过我能挺过去，不就是每天
晚上都把纱布从伤口上撤下来么，没。。。问。。题。。。（虚弱的说） 以后小心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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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成绩神马的都是浮云？

2010.12.18

谁说成绩神马的都是浮云/ 来日本三个月，国语自然是没有办法的了。。。不过看看我的其他成绩，还是很欣慰。 成绩也陆陆续续发下来了，小小发表一下 英语1 93 英语oc 95 世
界地理88 多媒体85 数学84（如此之低的原因就是25-6=18等等。。。） 历史91 话说历史我是高兴到一定境界的，这里学的比国内的详细，什么波斯战争打了几次海战都讲到了
==，不过因为以前就学过一点，而且也觉得历史还是最好玩的，边查字典边听课最给力了~~所以拿到卷子的时候，帅帅的小泉老师夸我真的努力了的时候，我心里那个~~~~嗷哈
哈，革命桑未成功，同志们还需努力！ 英语和地理全是美美的第一，但是数学滑坡了，没能保住一直的第一，大概是有点过余漫不经心了吧。。。上数学看日语，上国语看数
学。。。 令我最最惊动的是，昨天发了九月份和十月份模拟考试的卷子，不是有测评么，不是有排队么，不是有从学校一直排到全县在排到全国的那种的队么，我看了以后我也不
相信自己，九月份的测试中，英语和数学是全校第一，然后英语居然不可思议的拿了全县第十，然后是全国第315位~~数学是全国第500多位~~~不容易啊，参加的人很多呢，全
县一共有一万多名，当时真觉挺自豪的，有心人，终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好吧，表示我有点激动，说都不会话了~~ 接下来就快寒假了，要加油，争取多转一转，多四处走一
走，下雪了，各地的女生注意保暖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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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2011挥挥手

2011.01.01

向不远的2011挥手 这一年， 这一年？ 这一年。。。 2010转折了太多，他告诉了我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思绪过于丰富的结果就是我坐在日本来写我的一年的终结。
{beginning} 那是我努力的开始，为了中考，为了最后最后的高中的梦，为了一个普普通的初中生达到标准线的努力，就这样开始了。 于是我开始日日夜夜的努力，保持着最好的状
态奋斗者考试着，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挑灯的每一个晚上都是多么珍贵，学时年少，长路漫漫，拼了。 {performing} 之所以叫做表演，是因为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表演的好坏
就看之前的彩排的顺利与否。从弥生三月到难舍的五月，我们花了大篇幅的时间来捕捉三年来一起的友谊，来捕捉三年的欢笑泪水，腾空了将将整颗心来把我们的感情放进去，把自
己的每一丝关于初中的记忆整理，然后像折纸一样，一下两下，整整齐齐叠进了心里。努力，却也平淡，但在五月间，就知道，破茧的日子太近了。 然后就在六月间，收到了去考
试去日本的消息，说实话真的没有考虑多少，是，一个中午吧，就报了。我妈和我都是很果断的人，既然决定了，就开始为另一条路开始努力，开始有一番前途。是这样，上天觉得
这还不够好玩，就愈加一笔，于是就意外的知道面试去北京和中考是前后两天，在迅速决定后决定把两个都做好，就这样，开始了我的表演。 6月20日，我第二个走进了面试室，答
了一通以后轻轻把门关上走了出来。6月21日，我走进中考考场，答了一通，然后极其不舍地告别了自己的初中生活。这之后的时间开始等结果，然后就知道，这是个双喜临门。我
要准备一年的独自了，我要开始高中生活了。 在这里，我表演着中国人的自豪，表演着中国女生的姿态，也表演着目空一切却又骄傲的抓住了一切的样子，表演着独立，表演着自
信，表演着明朗活泼，轮表现，给自己打一个A的，哈哈。 {ending} 就在今天，2010结束了，我大跨步的迈向了2011，2011要看好好磨练自己，把自己剩下的七个月过得风生水
起，不留下遗憾。 自分の人生は自分で守る。ここに来て見て征服して、それは俺様の姿である。かこう、頑張っ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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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1945的伤疤，瞬间如梦魇一场

2011.02.08

揭开1945的伤疤，瞬间如梦魇一场 进入和平资料馆的时候，很困惑自己的立场，我纵然不应该愤青一般的指责此行的荒谬，也不应该戏谑我们来原爆纪念馆的理由，就这样，怀着
一颗对历史慨叹的心，还有伤疤记忆的惊悚，走到时钟下，走到1945.8.6.之时，来看看，日本的恐惧，日本的恐惧，日本的无力。 已经是第二次到这种战争纪念馆了，第一次在澳
大利亚，同样是二战，同样是展示着种种遗物，那些生与死的惊悚，那些绝望的人和事，那荒芜的大楼，还有诉说着自己的人民如何悲惨。但是，这里完全没有对历史的痛苦之感，
相反，这里的气氛让我觉得是一种扭曲的震慑，一种什么都可以往出摆，只要你敢看的场景。仔细地听着讲解员的每一句话，如实说我的心里同样扭曲，我在找有没有什么说错的地
方或者立场不对的地方，可是我错了，讲解员还是很公正的说了侵略，说了战争，说了原子弹的爆发，说了来由，这些惊骇的字眼。 看的想哭的是那辆儿童自行车，在我看来最让
人心碎的就是那些幼小无辜的生命，那些和战争本无一点瓜葛的希望，“原子弹爆发的时候他只有三岁，在门口石阶上骑自行车，还没有绽开微笑就已经凋谢”不是凋谢，是已经腐
败！被原子弹那一道晃眼的白光剥夺了孩提时代，不想再看下去，这之后的一张张照片，还有一件件孩童的衣服，一个个小小的便当盒，女孩子的花裙子，看到了战争对于他们的不
公，看到了魔鬼般吞噬的可怕，对于他们刚刚出生又结束的生命，梦魇一场。 历史本可以不这么残忍的。 战争同样带给人们绵延的伤害，那是爱叠千纸鹤的佐佐木，在战后十几年
就因为当时的被炸时的后遗症而病变，生如夏花之时走远。在广岛还有无数这样不幸的人们，他们不怕死，但是折磨他们的是生不如死，在几年几十年后发现自己身体的问题继而发
现无药可医，如此可怕的原子弹似乎并不只是给人们当头一炸，还给了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子子孙孙活在阴影里的痛苦，给广岛这座城加上了永不褪去的代名词，直至今日，还有千万
个他，她，会突然发现自己的病痛，但是得病的原因却无从知晓，可是却心知肚明，是那座城那时的留些的错误，却要现在的希望现在的和谐来偿还。 走出大厅看到了那个签名
簿，我之前的是一个伊拉克的署名，当时我在想她看了此番战争的残忍会痛苦么，会想到自己的家乡么，同时也愤然想无尽的嘲笑谩骂这个世界，这个多极化却没有和平的世界，二
战之后的世界是荒芜的，但是大国之间已经受不了热战的吃力和损伤，于是又有了两极格局，如此残忍专制的隔绝和世界阵营的划分，有了恐怖主义，有了人肉炸弹，有了海
盗。。。都在时不时的给遍体凌伤的世界多抽打一鞭，磨灭着希望，让世界仅存的一丝丝幻想破灭。 特别喜欢一张照片， 在亦幻亦真的世界里只有那个遗址，一直在那里立着，警
示着，痛苦的代表着，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代表着世界的和平的祈愿，同样祈愿着创伤愈合，人们能够早日走出战争的阴影。我很幸福，或许你们会嘲笑我的新年愿望有多么宏
大，但是是发自内心的一句话： 新年，我祈愿世界和平。 走出原子弹纪念馆，一片艳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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