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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31

    到日本的第二天，感觉不错，什么都很新鲜，到处都是绿色，很养眼。日本的朋友们，还请多多关照啊。接下来的生活，敬请期待。

馮 心鶴的日记



日本初体验

2011.08.31

昨天中午到达东京，一出机场就有一股热浪袭来，印象最深的就是云好美，还有街上真的很干净。 午饭被省掉了，后来才知道原来飞机上的早饭当午饭吃了。由于时差，莫名其妙
的被挤掉了一个小时，搞得好紧张。（不过摄像的叔叔们更辛苦，从出机场就一直忙着给我们摄像、采访，谢谢你们了！） 晚上住在日中交流中心的宿舍，一个人一个房间，还有
露天阳台，很不错。琦玉昨晚下雨，躺在床上真有一种“小楼一夜听风雨”的感觉。 今天早上阳光明媚，外面蝉鸣不断，呵呵，日本的夏天好诗意。不过话说这时候国内的同志们
刚开学，即将迎来“好日子”，相比之下由衷的感到lucky！ 下午参观了池袋防灾馆，体验了火灾逃生和现场版东京大地震，，还看了一个有关地震的短片，让人有一种想哭却哭不
出来的感觉，想哭是因为灾难的可怕，生命的脆弱，可是在那样的情形下人也许根本不知道怎么哭，根本来不及去哭，因为还有很多事要做，因为也许自己同时被其他生命所需要，
所以再怕、再痛，也要坚持到一切安好。防灾意识真的很重要，希望以后在中国也能看到更多类似这样的场馆，可以让大家在应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更从容。

馮 心鶴的日记



好事多磨

2011.09.09

好事多磨难。这是中国的谚语(好事多磨)。譬如，9月3日，贵田老师和我来松江时，首先飞机迟到，并且乘坐时由于台风一直在摇晃，到达松江时也下着特别大的雨。真的很辛苦。
但是，学校的校长和教头老师都来接我了。非常感动。寄宿家庭的妈妈和爸爸也来了。妈妈非常开朗，平时总笑呵呵的。爸爸有点害羞,不过是非常认真的人。真的很好！< /p>

9月4日妈妈带着我在松江市兜风了。松江不太大,不过是很漂亮的城市。蓝天，白云，新鲜的空气，很好！饭菜也很好吃。来到松江，真的很好。

好事多磨。现在寄宿家庭的妈妈和校长老师都记住这个谚语并相信了。大家也请相信这个，无论什么时候都乐观地生活！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馮 心鶴的日记



Happy Teacher's Day!

2011.09.10

今天是九月十日，教师节。日中交流中心的老师们，节日快乐。承蒙关照，谢谢。教授了我日本礼仪的盐泽老师，可爱的后井老师，和善的丸山老师（老师的病是不是已经好了，要
注意身体），开朗有趣的诸田老师，亲切的林老师，读我们的日记并留言的认真的有贺老师，带着我们街头漫步的中川老师，还有天下所有的老师，辛苦了。今天Happy
Teacher’s Day！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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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料理

2011.09.11

   在松江的第二个周末，手续都办的差不多了，生活也有了规律。

   上午在家写作业，日语古典文好难，看了半天什么都不懂，以为现代文会好些，结果查了字典还是一头雾水，唉，我快成贵州的毛驴了（黔驴技穷） 没完成作业的感觉不太
好，但是实在没办法了。

   不过下午寄宿家庭的爸爸妈妈说要带我去吃中餐，算是家庭欢迎会，兴奋，作业带来的困惑忘了许多。去中餐馆的路上有顺路去了书店，听寄宿家庭的妈妈说是松江最大的书店，
在那儿买了柯南和《雪国》，准备回家好好研读。

   六点半，到达中餐馆！吃到中国菜感觉好亲切，虽然还是带一些日本风味。

   麻婆豆腐，青椒肉丝，美味多多。寄宿家庭的爸爸妈妈也很喜欢中华料理哦。

  美好的一天，回家继续古典文阅读！

馮 心鶴的日记



舞蹈部，报到

2011.09.13

   今天上午刚交了入部申请书，下午就到舞蹈部报到啦！

   舞蹈部的先辈们都很亲切，部里还有来自中国的朋友，相比昨天参观的茶道部，气氛欢乐多了（虽然茶道部的先辈们动手做起茶来自如优雅样子也很酷，但总归有些严肃），果然
没有入错行。

  明天开始练习舞蹈，舞动青春，期待中……

馮 心鶴的日记



爱上松江

2011.09.13

  初到松江，曾因为她的地广人稀而感到寂寞，但是不久就发现，原来静中含雅，释然于心，喧嚣离去，风光默契。

  爱松江的水，总有波光粼粼，夕阳西沉时余晖照在水面，最是无与伦比。

  爱松江的云，青空上大片大片的云，那么可爱，仿佛有一种可以触摸到的柔软。

  爱松江的人，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路上遇见就是缘，总会亲切的问一声好。寄宿家庭的爸爸妈妈，学校的老师同学，也都十分亲切，会处处为我着想，让我在这个还不是很熟悉
的国度，感觉不到异乡异客的寂寞。

  还爱放学回家的那条小路，曲曲折折在田野间，四周小山环绕，晚风吹过，晚霞流过，让人忍不住唱起一首小歌，在这自然中归真。

  这就是松江，那么干净，那么纯洁，那么自然，那么亲切，如果你到松江，也一定会爱上她。

馮 心鶴的日记



上传几张校服照

2011.09.15

   松江市立女校的校服虽然不是期待的海军服，但干净整洁，裙子颜色很漂亮，也不错，况且听说有的学校没有校服，有校服也很幸运了，现在上传几张自拍的校服照，嘿嘿，见笑
啦……

馮 心鶴的日记



小测验

2011.09.17

    昨天参加了日语古文小测验，将汉文写成日语形式，我居然只错了一处（应该写假名的地方写成汉字了），但不是原则性错误，所以，满分。好高兴，小小地骄傲一下——自己
终于适应了一些日语古文课，而且第一次在日本拿的满分，让我对日语学习增添了不少信心。不过翻译其实也是有规律的，在试卷的原文处都有标注，发现这些规律，问题就会迎刃
而解。

   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句话，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一起来日本的伙伴们！

馮 心鶴的日记



运动会！！！

2011.09.18

   今天是松江竹矢地区的运动会（相当于我们区的运动会），就在离家不远的竹矢小学举行，hostfamily的爸爸报了三个项目，虽然已经六十多岁了，但运动起来还是不亚于年轻
人，而且干劲十足。

   中午跟hostfamily妈妈学做饭团给爸爸当做午餐，初次上手，居然能捏出整齐的三角形饭团，happy！

   虽然今天天气预报要下雨，但是也许是为了运动会能顺利举行，天空居然一直坚持到运动会结束才洒下庆祝的甘霖。

   遗憾的是，为了看hostfamily爸爸的比赛等了好久，却因为跑得太快了，人又很多，没有注意到，照片也没有照上……  不过尽管如此，今天还是收获很多，第一次知道日本运动会
的接力是不分年龄的，老人和小孩可以跟中学生、成年人同台竞技，而且不论输赢，站在跑道上就是强者，重在参与的过程。过程中大家竭尽全力，配合默契，过程中有受伤，有失

败，但之后总会有关怀和鼓励，真的是很温暖的运动会。

    虽然我来松江后学校的运动会已接近尾声，所以不能参加，但十一月还会有马拉松比赛，到时候要加油了，“强健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运动考验体力，也考验精神！

馮 心鶴的日记



感动

2011.09.18

   一直很想写，但一直想找一个安静的时间，慢慢写下这篇日记……

   这周五在学校上课中突然窗外下起了雨，雨势还不小，部活动结束后也没有要停的意思，我没有带伞，而且回家路上必须骑车，以为今天落汤鸡是当定了。

  也许因为下雨的缘故，天气很阴沉，下了电车天几乎已经全黑了，雨还下着，正发愁怎么会回家时，一抬头看见了候车室里站着的hostfamily的爸爸。他一看见我吃惊的表情就笑
了，然后招呼我上车——虽然骑车回家的路程不远，但hostfamily爸爸还是专程开车来接我，真的好感动，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在车门口傻站着。半天才挤出一句“自行车还在
车棚，雨不大，要不我骑回去吧”。结果hostfamily爸爸二话不说就从车棚把自行车搬了出来，然后费了很大劲塞进车里，再次招呼我上车。

   一路上我说了好几个谢谢，可还是觉得不够，突然真的感觉到自己在日本生活不是孤单一人，而是有家有爱的幸福孩子。我说：“以后雨下得不大的话我自己可以骑回去的，路程
也不远，开车出来接太辛苦了，您晚饭都没吃呢吧……”结果hostfamily爸爸用像小孩一样语气说“だから、心配だもん。もう真っ暗なちゃった……（但是，很担心啊，已经全黑
了……）”于是再一次无语凝噎。

   Hostfamily爸爸平时话不多，但会每天早晨帮我把沉重的自行车搬到门口，会记得我每天的放学时间、是否有部活动，会在每周六下午打开电视调到我喜欢的柯南……在这里还想
对他说一声谢谢，可又怎是一句“谢谢”能完全表达。或许，一句“おとうさん”就是最好的感谢？

馮 心鶴的日记



苹果蛋糕

2011.09.19

  今天是敬老日，上午和hostfamily妈妈在家一起做了蛋糕和寿司，准备给hostfamily爷爷奶奶带去。

  我是第一次在家里做蛋糕，平时都是吃商店买的蛋糕，没发现在家做的蛋糕原来别有一番风味，比蛋糕店的好吃多啦！

  我和hostfamily妈妈的杰作——苹果蛋糕！虽然样子比蛋糕店的朴实了些，但绝对香味十足，奶酪的醇香，加上苹果的酸甜，非常完美！不过由于苹果放得太多了（几乎是苹果派
了），刚拍完照片蛋糕就“壮烈”地碎开了，但是带着红果皮的苹果露出来的样子更可爱。

  因为渗透了自己的努力，无论做蛋糕的过程，还是吃蛋糕的过程，都感觉好甜蜜。

馮 心鶴的日记



老师，对不起，操作错误，发表二个一样的日记。先发表的日记有搞错的地方，可以消去吗？

2011.09.19

不知道如何给老师留言，就写了日记。老师可以消去这个日记吗？给您添麻烦了，真对不起！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馮 心鶴的日记



煎菜饼，太好吃了

2011.09.19

今天寄宿家庭的爸爸和妈妈带我去了煎菜饼餐馆。我第一次吃煎菜饼。特别好吃。

并且，还吃了章鱼烧。以为只能在大阪吃到，在松江也吃到了，很高兴。妈妈，爸爸，真的谢谢!!!

但现在担心总吃这么好吃的饭菜，会不会变胖。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馮 心鶴的日记



商场见闻

2011.09.20

  今天下雨，不能室外活动，于是就由hostfamily爸爸妈妈带着去了商场，热闹之处果然收获很多。

  首先，发现日本的商场物质极大丰富，尤其是文具、头饰之类的小玩意，每种商品都有好几种款式，而且颜色多样。其次发现日本的穿衣风格跟中国不太一样，制服类型的衣服比
较多，也很可爱。

  另外，今天在商场居然碰见了女校的同学，但是她画着妆，穿得像成人一样，和在学校的打扮完全不同，我一开始都没认出来。有些奇怪，日本的女生喜欢成人化吗？我在中国一
般都喜欢穿童装的……

  最后，hostfamily爸爸专门带我去参观了宠物店，放几张可爱的小动物们的照片，一起轻松一下吧。

馮 心鶴的日记



篮球比赛

2011.09.20

  好兴奋，好兴奋，今天体育课居然参加了篮球比赛，前两周因为运动服没有发下来，只能旁观，今天总算能上手啦。

  虽然都是“娘子军”参战，但激烈程度一点也不亚于男篮。还好我在中国的时候和爸爸、姥爷学了几招篮球，第一次参加比赛就很快适应了。

 因为不是正规比赛，时间比较短，但是一节课也能打了两场。嘿嘿，在这里小小的表彰一下，其中一场比赛的两颗进球全是咱投的，虽然最后平了，但还是很自豪，毕竟付出了努

力，而且和同学的配合也很默契。最大的收获是，感觉通过这场篮球比赛，彻底地融入到在日本的班级中啦！

 下次体育课，加油！继续！

馮 心鶴的日记



松江远眺

2011.09.24

  松江难得的大晴天，和寄宿妈妈一起上山看了松江远景。

 很清澈、很纯粹的松江的天和云；像海，像瀑布的松江的草和树。流动的美，流动的年华。养眼，更养心。

馮 心鶴的日记



镜之池

2011.09.24

  松江远眺后，下一站是八重垣神社，传说中降服大蛇素盏鸣尊和稻田姬在此定居，以因缘显灵而闻名。神社中有一镜之池，据说沾了稻田姬的法力，因此未婚游客纷纷到池边把硬
币放在占卜纸上，根据其沉入水底的时间来占卜姻缘的快慢。

   虽然我没有占卜（也暂时不用占卜），但是凭借照片，一起来感受一下镜之池的美好祈愿吧。

入口处：

一棵树的花纹：

景区介绍：

姻缘占卜：

馮 心鶴的日记



参天大树：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看海

2011.09.24

  下午寄宿妈妈带我去日本海沿岸兜风，第一次见这么蓝的海，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只有四个字，美轮美奂。

   忽然想起了有着“海天佛国”之称的中国普陀山，一样的仙境……

   在此做一下广告，大家有机会旅游的话一定要来松江啊，虽然不是购物天堂，但绝对是自然天堂！

   回家的途中路过本庄，吃到了当地特产的柿子味冰激凌，不可思议的味道，不可思议的好吃，而且很实惠，蛋筒里面都塞着满满的冰激凌。还是那句话：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馮 心鶴的日记





考试过后

2011.09.30

  最近赶上期中考试，有些忙，没时间写日记，请大家见谅，现在补发一下这几天的见闻~

  9月26日，第一天考试，有点忐忑。英语语法和现代社会。英语还好，现代社会基本上跟着感觉走（有可能知道答案的看不懂问题，看懂问题的不知道答案），但老师说就是不会
也要写一点，于是认真贯彻了老师的指导思想，没交白卷……嘿嘿。

  9月27日，乡土理解和日语古文。乡土有一半纯粹没学过，而且还考了方言，还好跟寄宿家妈妈学了一句，没想到真的考出来了。古文的课外阅读当场就懵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还有汉文阅读，基本全写了。下午跟寄宿家爸爸去了邮局，发现了柯南版邮票，好有爱，原来动漫作品都能上邮票啊！

  9月28日，去办理了日语等级考试的手续，邮局的工作人员叔叔看见我长得可爱，还给了我一小袋糖（此处有点自恋，其实每个人都很可爱，每个办理手续的人都能得到糖），开
心！下午寄宿家妈妈的朋友来做客——一位热衷摩托的很酷的母亲，大家一起聊了好多，还看了日本警察的白色摩托照片，太帅了！

  9月29日，紧张忙碌的一天……上午考了三门，中午匆匆忙忙吃了寄宿家妈妈做的饭团，就和校长、福岛老师、贵田老师一起去了松江教育委员会。话说教育长曾经还是我们女校的
校长，对我很亲切，再次聊了好多。教育长问我来到日本最不可思议的事是什么，我说日本学校称呼副校长为“教头先生”，可是在中国教头是古代军队中教习武艺的教官。到松江
第一天时，老师说教头先生来车站接我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水浒传》、林教头，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副校长。说完以后大家就边惊讶边笑。来之前还担心教育委员会气氛严肃，没
想到如此轻松活泼，真好！

  虽然忙了些，但每一天都很开心啊！

馮 心鶴的日记



坐过站了……

2011.09.30

  今天真的很不对劲，自从国语现代文考试那两道阅读题把我整晕后就一直很不对劲。

  于是，在舞蹈部的第一次练习（因为刚进舞蹈部时是考试前一周，没有活动，所以今天第一次正式活动）深刻地体会到了四个字——手忙脚乱。身体不协调，动作不平衡，这个情
况，要想在研修时给大家表演，回家再练是必须的啦~

  于是，第一次坐电车坐过站，而且是眼睁睁的看着要下的车站在视线中渐去渐远……原因是在日本下电车时是要自己动手按按钮开门的，但是今天不管我怎么按门都不开，只好在
下一站下车，又买了车票等了半个多小时才坐车回去。后来麻烦寄宿家妈妈给车站打了电话才知道，有一种电车一般做的人比较少，因此在到站时只有离司机最近的门才能打开。

  在此也提醒心连心坐电车的朋友们注意啦，一定要先知道在哪个门能下车，别像我一样坐过站，虽然沿途风景不错，但真的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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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城大茶会

2011.10.02

   高兴！！！今天一早由host妈妈带着去了日本三大茶会之一的松江城大茶会，果然热闹非凡，收获多多~

松江城外：

巍巍城楼：

欢迎来到大茶会！

 今年是松江开府四百周年纪念日，今年来松江，真是赶上好时节啦，也许这就是缘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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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正式进入品茶会场~

第一站：羽乐流  点心：彩云堂

茶具：

据说下面这套茶具是从中国传来的哦~

在出云方言中，“だんだん”は“ありがとう（谢谢）”という意味だ。

茶桌：



可爱的点心和煎茶~

第二站：不昧流  点心：桂月堂

正宗的抹茶：



最后一站：表千家  点心：一力堂

  一激动发了好多照片，大家就当身临其境了吧。其实每一次写日记都有一种幸福的感觉，觉得自己像导游一样，把我所居住的地方的风土人情介绍给大家，虽然大多是现学现卖，
但总是很自豪，很满足，乐在其中。希望大家看到时也能放松心情，心驰神往，爱上松江！





欲穷千里目，需上最高层

2011.10.08

  今天和host爸爸去了古老的松江城，虽然昨天又是马拉松练习，又是跳舞的，练得腰酸背疼，但是还是不舍得放过这个机会，一鼓作气，登上天守阁。  

  松江城又名千鸟城……图中那个三角形的屋顶称作“千鸟破风”，似千鸟展翅，是构成其造型美观的重要部分。

  最顶上两端是镶铜木雕的鸱吻，是日本现存最大的木制品哦~如下图：

松江舞姬队：

馮 心鶴的日记



  城楼内保存了好多古时候的军事用具，百年前的威武犹存……

弓箭：

军刀：

登上望楼！眺望松江！



   心旷神怡，莫过登高远望。

   中国有句古诗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可是松江城的天守阁不同，在城楼内几乎无法看到辽阔的远方，只有登上最高的一层，才能一览千里。在松江城，欲穷千里目，
需上最高层！

 



大学祭

2011.10.10

   虽然来松江时学校的学园祭已经结束，但是很幸运的赶上了岛根大学的大学祭~于是趁着三连休和host妈妈的朋友的孩子一起去玩！

   大学生活果然丰富多彩，学校被同学们办成了小吃一条街，自己做，自己买，好吃又实惠。虽然时间有限，不能一一品尝，但是光凭看都能感觉到吃在嘴里的美味，尤其是那个巧
克力脆皮香蕉，长得太可爱了。身为“小吃店主”的大学生们宣传也很卖力，走不了几步就会被各个店家拦住，随即推荐上各种好吃的，让人不由自主的将手伸向自己的钱包……

   大学祭最人气的是鬼屋历险，虽然有点害怕，但还是很好奇的进鬼屋玩了一回。遗憾的是我每次去鬼屋都习惯捂住耳朵闭上眼睛，跟着前面的人走，这次也是……所以除了差点被
一条布绊倒以外，基本设么都没看见。但感觉到是大学生自己扮的鬼——很温顺的鬼，只叫唤，不缠人。最后从鬼屋出来的时候借着外面的光回头看了一眼，看见几个戴着僵尸面具
的大学生，却已经不害怕了。

   除此之外，大学祭还遇见了穿旗袍的漂亮姐姐，穿布偶装的可爱的大哥哥（因为没有允许，所以不能上传照片……），岛根大学流行乐团，陶艺工作室，再次惊叹大学生活之精
彩，也很期待三年后我的大学生活~

  晚饭是回转寿司，很高兴和在柯南里看到的基本一样~尝试了好多，盘子也摞了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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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那个是茄子寿司，第一次发现茄子那么好看……



折纸

2011.10.15

学校的家事课越发有趣了！现在学习关于孩子的成长期。意外的是老师在课中，拿来小孩子读的画书给大家读了。大家认真地听，陶醉在故事里仿佛回到了儿童时代。

并且，学习孩子的游戏时，老师拿来了彩色纸，让大家做了折纸。大家照着做法快乐地做了折纸。

蓝色的鸟∶

熊猫！

之前的家事课学了抱孩子的方法，酱汤的做法。觉得家事课不仅仅是对教科书的学习，还是培育各种各样的能力，教授对生活有用东西的科目。每周的家事课，都要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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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夜庙会

2011.10.16

昨天是松江的重要庆典——队列的前夜庙会活动。寄宿家的爸爸带我去了。 。人有很多，非常热闹。

大家拼命敲着太鼓～

很意外地遇到英语老师，很高兴～

老师也参加了队列。很努力了呢。

对
对了，老师是美国人。稍微有点孩子气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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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
因为老师在，我也试着敲了太鼓。但是……怎么也敲不好。笑～

前夜庙会上卖各种各样的点心。我吃了栗子馒头。稍有点贵,不过，很好吃～

后来稍微下了点雨。但是大家完全没休息。依然干劲十足打着鼓。看的人也被那种热情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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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灯路

2011.10.16

去前夜庙会时，顺便去了松江城周边的水灯路。在黑暗中闪耀的水灯真的很漂亮。

写着出云方言的灯笼∶

爸爸告诉我上面写着「女孩子，要帮助妈妈做家务」。不可思议。我完全不明白～

莲花灯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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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

各种各样的灯笼:



想起了中国的元宵节的～同样的灯笼的装饰。但是这里是不同的感觉，不同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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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之跳蚤市场

2011.10.17

   昨天在松江市国际交流会馆参加了志愿者活动——专门为留学生举办的跳蚤市场。

  先来看看各种各样的商品：

猜猜上面那辆自行车多少钱？

 

答案是500日元！！！

   很不可思议，但是它真的以这个价钱卖出去了。除此之外还有1日元的筷子，5日元的盘子（一套），5日元的提包，10日元的台灯，10日元的电饭煲，1000日元的床……一起来做
志愿者的同学说，简直就像白给的一样~

  不过这样的跳蚤市场为来到日本的留学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感谢有爱的国际交流会馆~

  销售现场很热闹，也很忙。有些留学生还不太会说日语，只好用英语解释。还遇到了很多中国留学生，感觉好亲切，他们居然没听出来我不是日本人，激动~听见我跟他们说中文
还惊讶：“你中文说的真好，在学中文吗”。

  不过第一次当志愿者也有这样那样的小麻烦。

   其一：中英日三语混战。不管是说英语还是说中文时，都会不由得说起日语来，但是直接说日语却不会掺中文，很奇怪……所以有时要跟顾客解释好长时间；其二：由于来的顾客
多，而志愿者比较少，一个人至少要同时招呼两位顾客，而且顾客们买的东西比较多，找零，包装易碎品，提供塑料袋……有点手忙脚乱。还好顾客们都比较包容，总算圆满完成任
务~

   通过学校还可以参加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志愿者活动，期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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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 Chess1

2011.10.25

Mini Chess。我现在也不知道给它起个什么名字。英语露营——可以这么理解。班级的大家集中在一起，在岛根县立青少年之家住两天，通过期间有关英语的各种日常活动，提高
英语会话。Mini Chess，真的很快乐的二天。

10月21日，从松江宍道湖温泉站出发！

同学们都拿着很多的行李～而我的行李，大概是最少的。

终于到达了！

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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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青少年之家的管理员告诉了我们这里的规则和生活上应该注意的地方。

然后马上开始了～

老师们在做什么？这不是争吵哟。是游戏。大家站个圈，挽起对面人的一只手，与其他人挽起另一个手。并且，不能松手再站个圈。老师们只有六人马上成功了。但是，我们的小组
有10个人……怎么也返不回圈里。最后遵从老师的指示……作弊，～放开手，站成圈，再挽起了手。(笑)

此后，去食堂！

好吃的中饭∶

下午是小组活动。全部四个小组各自准备四个国家的介绍，演小戏剧。我们的小组是英国。剧情需要向导二人，游客二人，英国的名人四人。我的角色是英国的名人。是谁呢？在下
面的日记写～

大家都认真准备了自己的角色。

傍晚也有活动——用英语讲日本的鬼故～～～。小组做了带有很多可怕的画儿的PowerPoint。但是，我没拍可怕的照片。

夜晚与小组的成员第一次在日式房间睡觉了。



稍微有点不可思议的感觉。但是度过了快乐的夜晚。熄灯后，与朋友说了很多。老师说自己不可以买食物,但大家几乎都悄悄地买了冰淇淋吃。是普通的奶油冰淇淋,但那个夜晚的特
别好吃。和朋友拿着冰淇淋悄悄跑到房间的场景现在也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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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 Chess2

2011.10.27

   第二天的Mini-Chess

起床时间6点半,不过，另外的房间的朋友太兴奋了，5点半就来到我们的小组的房间问候了!!!T-T意识还在发呆的状态，对朋友说「现在不是说早上好的时间。应该说晚安」，又睡下
了～

6点半起来，接受房间检查，然后吃早饭。

p>
早上的活动先是手工。我们的小组要介绍有悠久的历史的帝国英国所以大家制作了王冠。

做完的作品∶

并且，为了戏剧把大笨钟和英国的土特产的模型做成了。

然后，音乐的活动开始～

音乐老师是美国人，特别孩子气像男孩子那样。据说老师也学过中文。但是还不能会话。我们用英语对老师说自己想表达的事，很意外地老师根据那个写歌词，制作了歌！并且，老
师一边弹吉他一边很拿手地唱了。大家特别对老师感到佩服。

下午终于是准备的戏剧发表！

角色表：

大家注意到了吗？最下面写着我的名字。——Hermione Grange！是的是的，哈利波特中的主人公之一。满足了我成为魔术师的愿望。真高兴！而且，我们的小组有很多人来喔。
间谍007，足球明星贝克汉姆，并且，女王陛下也在。男性的名人也都是女学生扮演的！因此，戏剧大获成功。记者也注意到我们的戏剧采访了我们！

戏剧的发表结束之后发了小组的奖品，大家拍照，二天的Mini-Chess就结束了。大家带着美丽的回忆和很多成果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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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圣节

2011.11.02

最近因为准备公路赛的练习和学校open school的舞蹈节目很忙，所以没太写日记。对不起～

不知不觉之间来日本两个月了。时间过得真快

昨天，美国人老师上课时进行了万圣节的活动。老师们穿着魔女的服装非常可爱。教室里也装饰着蜘蛛网啦南瓜等。真是很好地制造了万圣节的气氛。

游戏时间～

我在猜拳中胜了，可老师说胜了的人请化装成木乃伊。 我被大家包上纸巾。很热，但一点不能动。最后一直被包到头。什么都看不见,不过朋友的笑声能听得清。一直。纸巾—被
包上一点的感觉不太好,但大家都很认真，我也不在意地笑了。因为已经是朋友了。

然后，是不看往南瓜脸上贴鼻子的游戏。但是我们小组没有一个人贴到正确的位置。游戏结束时，南瓜脸上各个奇怪的地方都贴着鼻子。嘿，重要的是参与。大家愉快地度过比什么
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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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山

2011.11.03

远山是一座叫大山的山，从某种角度看，它很像富士山。

彼时大山的枫叶还未红透，但已秀色难掩。

驱车行于山间，山路回旋，蜿蜒深处见姣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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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的美丽，是转弯处那一丛惊艳。

于是，下一刻出现在你眼前的，又会是怎样的风景……

翠色流离……

云封山巅……



明媚到朦胧的渐变……

身处大山，养眼，更养心。

相看两不厌，流连忘返……



生日

2011.11.07

4日是我的16岁生日。真的是surprise连续不断出现的生日。

早上去学校，进入教室，同学们大声说到「心，生日快乐」。大家都记得我的生日，特别高兴。但是，不只这些，朋友还准备了礼物。得到了可爱kitty猫的有彩石的贴纸～

>夜晚舞蹈部的练习赶不上巴士，爸爸来接我。返回的途中，爸爸说妈妈为了我的生日办派对，还要邀请了朋友。那时马上眼泪就要下来。以为第一次在外国过生日，大概会一个人
安静地度过,没想到还会有生日聚会虑。兴奋，感动，和感激，还有说不清楚的的心情充满心胸。
但是,努力忍住眼泪……爸爸问「那么，你猜谁来?」。开始想，会不会是交流中心的老师来吗？但是不对，看着爸爸神秘的情况，拼命的想,不过，怎么也不明白。

p>
心里七上八下终于回到了家。上次带我去参加大学祭的亮介和他的父母来了，真意外。并且妈妈不仅仅是做了好吃的，还准备了亲手做的水果蛋糕！在蛋糕上面，十六支蜡烛在黑暗
放着光。真的是言词不能表示的幸福的瞬间 ……

吹了蜡烛就开始宴会。全体一边吃一边聊天。妈妈按照中国的习惯，还准备了拉面。眼角湿漉漉的我，说着很多的「谢谢」，却怎么也不够。host family的爸爸和妈妈简直象真的
家人一样。

妈妈和爸爸的礼物是可爱的衣服。亮介送了我手套和发针。此次的生日聚会也好象手套。手套的英语是glove。我，一直认为那个是give love的略写。对，是带给我LOVE的生日聚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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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学习

2011.11.09

班里有乡土理解这个科目，讲授岛根的地理和旅游等。所以，为了大家更实际深刻地在本地进行学习，大概每二个月进行一次校外学习。此次校外学习去了宍道湖自然馆和出云弥生
的森林博物馆。

首先是宍道湖自然馆～

宍道湖是日本第七大湖。水产产业非常发达。

在沙里隐藏身姿的鱼。厉害吧～

不可思议的大自然培育了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美丽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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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被父母带到自然馆的小学生。我从小就觉得进入大自然真的是很好的学习。当然我们也学了很多，积累了好的经验:-:。

然后，出云弥生的森林博物馆～

在那里大家做了勾玉。

工具∶

做完的勾玉～

勾玉在古代出云是非常贵重的装饰。现在，作为出云旅行贵重的纪念品，大家都很珍惜。

也期待着下次校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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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亮相&猫耳

2011.11.12

上星期六是学校的open school～

当天，很多的初中生来学校参观部活和学校的设备。为明年高中时是否进这所学校做参考。

同学们为了宣传学校，所有部活的成员都下功夫准备了各种各样的节目。当然也包括舞蹈部～

我，参加舞蹈部两个月了。但是，还没有和大家一起正式发表跳过舞。因此，此次是初次亮相。而且是个挑战～

舞蹈部上演节目在吹奏部之后。我跳两个舞蹈。其中之一的道具是特可爱的猫耳朵。

初次亮相，所以登场之前稍微紧张。但是，受到了大家的鼓励。「心，努力」，好像一直听到了这句话。(忘记说了。我在松江被大家叫心哟。确实「名侦探柯南」的主人公工藤新
一的妈妈也这么叫他。汉字不同,但是很帅的名字吧。我，非常喜欢～)由于大家的支持，虽然心里七上八下，但还是好好地完成了全部的动作。

练习了两个月的舞蹈，在舞台上跳的时间只有5分钟，但是，我觉得为了这么短的时间，无论怎么练习也值得。今后的舞蹈，也继续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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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

2011.11.21

今天在日本第一次遇到地震。下午19点16分，震度5弱，震源广岛。广岛的朋友，不要紧吗？根据电视新闻的图像，广岛是强烈摇晃。

地震时，正好和爸爸做晚饭。我忽然感到摇晃想到「是地震」。但是还没说出地震，我家的电视马上开始响了。并且，电视的新闻也变成了地震速报。不久震度也出来了。我想全部
的信息出来没花一分种。到底是日本！这样的速度，好厉害啊。

是第一次，所以我知道是地震很吃惊。马上打算钻到桌子下。但是，爸爸非常镇定。拿着茶碗，一边看新闻，用冷静的声音说「没关系」。并且看着我惊慌的脸笑起来了。

地震即使可怕先也要保持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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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了好久的日记^-^

2011.12.05

期末考试终于结束了！稍微放松了些。之前真的很忙，也没写日记。对不起～

不知不觉进入了十二月。渐渐变得冷起来，散发着冬天的气味儿。大家，请注意保暖～

今后，圣诞节，贺年片，年末购物等，有各种各样的事，快要变得忙了。但是，期待着～ 并且，在马上就要到来的日本的新年，一定回取得好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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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一天

2011.12.10

昨天是最好的一天。

一直盼望着，昨天终于见到了盐泽老师和诸田老师！之前读日记时，读到老师去别的留学生的地方，真令人羡慕啊,这次老师来到松江，真的很高兴!!!

大约隔了三个月的再见，感到老师简直像家人一样。但是，老师来看英语课的情形时，心里特别忐忑不安。(笑～)

并且，与老师讲了很多话，得到各种各样的劝告，心里也舒服了。顺便说一下，公路赛时跑到一百名以内，老师表扬了我！高兴！

晚上，老师带着我，与校长老师，教头老师，贵田老师，市政府的人，妈妈一起进餐了。确实是法国菜，好吃。与大家的话相比真是小事情。我来到松江，大家亲切地对待我，已经
三个月了。感到真幸福，大家，非常感谢！

可是，高兴的时间总是很短。吃饭结束后，与老师分手时，非常难过离别，感到眼泪快要出来了。但是，中间进修时还会再见。而且，林老师下周也来。这样想的话又有期待了。在
日本的每天，一定要快乐地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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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雪

2011.12.18

昨天的松江迎来了初雪。

还不是零点以下的气温，没有积雪。但是，雪景非常漂亮。

在风中纷纷飞舞的雪，太阳出来后也在继续下着。迎着光，闪闪发亮。是的，马上溶化……< /p>

到了傍晚，雪降到地面上，成为白色的斑点，简直象珍珠的帘子，装饰着夜色。

对松江来说，今年最初的雪花，在外边一直下着，仿佛永不停止，铸程了无法消失的美丽。并且，看着这时，幸福开始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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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冬

2011.12.22

今年冬天气温很低，但从心中溢出了温暖。

两天的摄影结束了。林老师到松江来，说了很多中文，非常高兴。摄影记者的七咲有着女演员先生的脸，是很可爱活泼的人。简直象朋友一样，给我拍了很多照片。真的谢谢。期待
着后期制作更好！

而且，通过摄影，在松江发现了很多平时没注意到的风景，更明白了松江的美丽。

两天很短,但我想，真的留下了无法忘记的回忆。< /p>

今天请林老师打了电话。老师给了很多生活上的建议。摄影那天偶然和老师说了,老师记住了，而且，找到了解决的方法，马上告诉了我。打电话时非常感动。说多少谢谢的话不能
表达感动……

还有，上周末请妈妈带着在柯南的故乡和花廊上开心也游玩了。昨天从朋友那儿收到了好吃的手制cookie……

今年的冬天很冷,但感到了大家的关心在身边，每天都很快乐，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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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回廊

2011.12.27

上星期，和妈妈去了鸟取县的花回廊。

花回廊因为圣诞节的灯饰而出名，下午出发～太阳很厉害。感到有些神秘感。

到达地有点早。灯饰还没打开。

鸟取已经积雪了。黄昏的景色，很朦胧，漂亮。

沿着长回廊走，渐渐进入了如梦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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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饰的瀑布？

更厉害的也有哟。

圣诞树！花与灯饰，完美的组合～



Merry Christmas!!!

装饰着灯饰的树。好象在燃烧？

可爱的熊们～

彩色鲜艳的灯饰～



真的很好!!!

而且，意外地从妈妈和爸爸那儿得到了圣诞礼物。好像完全返回来儿童时代，为圣诞礼物而兴奋。谢谢！

灯饰真的像有贺老师说的，是冬天的风景诗。夜晚，在黑暗里闪闪发光，天气无论怎么冷，也能让人们感到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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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雪人吧！

2011.12.27

最近的松江一直在下雪。为了托你的福，隔了好久堆了的雪人能做～

为了堆雪人，把庭园的积雪也铲除了。是真的一举两得！

本来想堆一个圆鼓鼓的的雪人,后来又想堆得更高点，就成了下面照片上的雪人。

 

但是，不是很好吗？与其说是雪人，不如说是雪公主～< /p>下雪的地方的大家也试着作雪人怎样？很有趣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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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回顾

2012.01.11

有些迟了，不过，大家新年快乐！

昨天学校开学了。与放假时候比，放松了～

第一次在日本迎接新年，真的体验了各种各样的事，有了很好的经验。得到很多贺年片，真是谢谢！

首先，与从东京返回的姐姐去了大山学滑雪。（但不能说是新年活动～）暴风雪中，跌倒了很多次。但是，很愉快。

从远方看大山。戴着雪帽子。

然后，急忙开始准备新年的饭菜。参观了荞麦面制作，一起做年糕，制作年节菜。

除夕那天，大家一边看红白合战，一边吃乔麦面。本来打算听除夕的钟,不过，大家睡过了，出去后已经结束了。。。但是，看到了很多夜间去参拜的人。

一日上午做年节菜的准备，下午来了很多亲戚。我的工作是与孩子们玩！好久没玩玩具了～特别快乐！教给一个8岁的女孩中国编东西的做法。成为了朋友哟！

二日去了非常有名的出云大社进行新年后的首次参拜。真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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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满了神签的树～

大家的祈祷～

< p>希望今年也是很好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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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饺子

2012.01.28

大家，好久不见～

有些晚了，新年快乐！

今年1月23日是中国的旧历新年。并且，上星期五是学校课外活动的时间，做了饺子。

本来，我想把自己做的饺子带到学校,但host family的妈妈建议说「倒不如和大家一起做更快乐」。因此，与老师商量，借了学校的烹调室。

星期四的晚上，买了饺子的材料。揉了面粉，做了馅。但是，做30人以上份儿的饺子是第一次，比想得辛苦。高兴的是，host family帮助了我。

星期五的课外活动真的很热烈。大家都非常有干劲。并且，老师们也参加了饺子制作！

我向大家讲了中国水饺子的做法。面和馅已经做好了，只是包，我觉得不是太难,但还是常被大家叫，在烹调室的这边那边奔走。特别忙。最后，全都做完了。做得漂亮的人很多。
美国人的老师，做的太阳和鱼的形状的饺子也很有趣。

很忙很辛苦,但大家说「好吃」时，真有无法言表的喜悦。

再有机会，我也想和大家做中国其余的美食。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馮 心鶴的日记



振袖和服

2012.01.29

昨天请host family妈妈的朋友植田老师给我穿了振袖和服。用姐姐成人式时穿的振袖和服，很华丽。

穿振袖和服很辛苦。先不说要穿好几层，光是带的系法就有很多种，植田老师说那个最难。但是，植田到底是这方面的老师，非常顺利地穿上了。特别高兴。行动有点不便……必须
好好注意,但是很好的感觉。

那么，照片～

头发也用功了～上面的部分是自己做的～下面是妈妈借给我的装饰。

并且、被爸爸说很像新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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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袖和服的穿法与其说是技术，说是艺术更恰当。真的感谢妈妈和植田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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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节!!!

2012.02.14

今天是２月１４日！情人节！

早上去学校、教室里非常热闹。很多人都拿了情人节的礼物，互相赠送。

我也收到了朋友送的礼物。～

巧克力，焦糖、饼干、软糖等、很多种。而且还有手工制作的巧克力。真厉害。佩服～同学很会做点心。

但、情人节不只是恋人、好朋友、自己喜欢的人、家人帮助自己的人都可以送、我才知道。这次准备不足。下个月、white day的时候、在还礼了！

对了、前几天陶芸体験可做的作品到了。不太好、设计还算符合情人节的主题吧。

馮 心鶴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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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的雪

2012.02.28

春天之前，下一场雪
时值二月
轻似鹅毛，乱若飞花
下一场雪

 

乘上列车，一路向北
看田间新苗夹着雪
看山上古树托着雪
看车窗映出谁的脸
融于窗外雪景流过
这一年，在雪国

 
路上车流，路上人往
雪却纯白，不染尘泥
 

愿合伞踏入雪路
愿临风迎着雪凉
愿雪落满身
愿雪化掌心

 

想起某一电视剧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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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大雪纷飞天
他青衫，她白发
他舞剑，她叹雪
他说过，陪她看雪
——一个承诺，曾经认真却难以兑现
两个人，只道对方已忘了自己
当他收剑凝望
她捧雪泪流
只是都还没有忘记
才会以此纪念，以此
在那一刻超越空间，守了彼此的约
 

不忘……
 

如果这一年，变成那一年
希望也还记得，一场
下在二月的雪，雪国之旅
 

车行而过，人迹远去
固化为冰，固化为玉

 

入夜，雪下得安静
夜空给雪映成了紫色
形容这样的雪下，日语写作“深深”
深深下着的雪
安静的二月

 

安静又让人想到了久远
二月日少，却为一场雪，拉长了时光
只是
二月落雪，明日天晴
春天要来了吗





三月的气息

2012.02.29

昨天期末考试终于结束了。但是一点无法放松。马上就是舞蹈的发布会了，还得努力。而且此次的发布会据说在县民会馆举行，爸爸也说来看。期待着,不过，稍微有点紧张～

明天开始进入三月。松江的雪也告一段落了。今后要渐渐变暖了～春天的松江景色，非常想看,不过，总觉得怀念暴风雪的松江，到车站为止的雪道。

今天回家之后，和爸爸妈妈一起拿出了女孩节陈列的偶人。据说是姐姐小时装饰的偶人。姐姐长大之后，隔了几十年再次装饰。为了给我看，妈妈特意拿了出来。真的感动了。

小心地打开包装的纸，出现了漂亮的偶人的脸。我家全部的偶人都是祖母制作的。几十年过去后，仍然很生动，看上去很新。好好地在台阶上排列之后，真的有用语言不能表达的美
丽。祖母好厉害啊。谢谢!!!

爸爸说「偶人一定会高兴哟」。是的，对在箱子中睡觉的偶人们来说。但是，应该是互相都很高兴吧。包含着文化和记忆的女孩节陈列偶人，给看的人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感动。

彩霞的三月，女孩节，一起迎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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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照片

2012.03.18

之前，女孩节时陈列的偶人的照片～

我们学校可能因为是女子高校，从二月下旬开始就早早地装饰着偶人。门口的地方，成为漂亮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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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在我家装饰的偶人——祖母的杰作！

活灵活现，可爱吧～

 

 



女孩节，偶人，三月的日本～

有春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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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活动

2012.03.27

据说3月11日是爱尔兰的国民节日。由于有名的文学家小泉八云的关系，在松江也举行了活动。

朋友和我应募了活动的志愿者，任务朋友是接待，我是卡通人物～

登场～

出云弥生森林博物馆的角色，yosumi。胖了吧？那个是。。。

利用海绵垫，作成了膨胀的体型。

各种造型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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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做了行列游行。当然，对孩子们很有人气

特别重的服装,但看到孩子们的笑容，比什么都好。

并且，在活动里，看到了很厉害的东西～

Luffy的气球

另一只手是这边

其余的照片，很多很多～



真的是很有趣的活动。作为志愿者的我们也充分地享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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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旅行--大阪USJ

2012.04.07

3月30日，从松江出发！目的地，大阪！

今年的春假,家人一起去大阪和京都旅行。请爸爸驾驶，开车去的。从松江到大阪花费了约4小时。爸爸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安全运行到达了大阪。真的要对爸爸表示感谢!!!并且，很
佩服！

当天，据天气预报说是雨,但一点没下雨。也应该对天气表示感谢。托你的福，我和姐姐去了USJ。

 

去大阪是第二次，活力四溢的城市啊。

USJ人很多，特别热闹。姐姐和我都第一次去USJ。一进门，马上和woody的人偶拍了照片。并且，被大家头上戴着的丝带所吸引，在丝带店拍了照片～

然后，吃了东西，终于进入了本题。因为只有一天，必须制定游玩的计划！

嘿，一天很短,但还是要努力，把想玩的地方一网打尽！多亏勇敢的姐姐的邀请，第一次乘坐了轨道飞车。有点可怕,但飞向天空的感觉特别好。

I got it!!!

照片，很多∶

馮 心鶴的日记



 

 

这个灯，太可爱了！

I have a very happy home.And I have a very nice HOST FAMILY.



自己的照片～

放大的话……

hahaha，脸有点变形。在USJ让人在脸上画了画儿。 怎样？

和Kitty～

夜晚有盛装游行。为了看盛装游行，点心很必要～



史努比的牛奶蛋糊，可爱～

但，正吃的身姿有点可怜。。。

盛装游行——夜晚的盛装游行真的像幻想的一样。好象进入了童话的世界。

 

 



 

 

 



 

 

晚饭是杯面。但是，不是普通的杯面，是Snoodle。

可爱好吃！

 

USJ的话到这里了～

春天的旅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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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之旅--第二天的大阪，海游馆

2012.04.15

在大阪的第二天，与姐姐去了海游馆。

今年海游馆的新主题是「兴高采烈Aqua」。我想真的与海游馆的活力相符合。馆内以「太平洋」水槽为中心，有14个展示水槽。隧道型水槽是八层建筑，从顶层的「日本的森林」
开始，渐渐从地上延续到海底。再现了环太平洋的自然环境。顶层，螃蟹，虽然很小,但努力地爬着～

皇帝企鹅

小蓝鱼，忘了名字。

这个东西。。。

馮 心鶴的日记



印象最深刻的是fuafua海蜇馆

北幽灵海蜇∶

据说与幽灵很相似，所以起了这样的名字。

但我觉得倒不如说这下面的紫色斯陶拉布吉利这种海蜇与幽灵更相似。

其余的海蜇∶

 

 



 

 

在海游馆，看到了很多之前从没见过的东西。强烈地感到了自然和生命的了不起和不可思议。和主题一样，海游馆显示了水和生命的美丽的结合。

从海游馆出来，乘坐了附近的天保山大观览车。据说是有着世界最大级高度的观览车。从高处隔着窗户看雨停的大阪，心情特别舒畅。

并且，从看美术的展览会的妈妈和爸爸那儿，也得到了礼物。是有草间弥生设计的笔记本。使用了很多水珠，很独特的画儿。我和姐姐没去展览会,不过，从外边观察，简直是糖的
世界一样。



然后，大阪，再见～之后，是京都！

大阪，真的是很好的城市!!!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郊游

2012.04.22

本周二，二年生全体人员都去了鸟取郊游。

是等了又等的郊游，所以大家都预先买了很多点心。在巴士中大家交换点心，一边吃，一边说，特别有趣。

乘巴士花了两个小时左右，到了鸟取的沙之美术馆。幸运的是美术馆现在进行着第五期的展示——英国。沙像表现了英国的历史和文化。

 

 

这里的沙像，是从世界召集了超一流的沙像雕刻家，只用沙与水做成的。一个个雕像细致入微，非常佩服。作为英国的爱好者，朋友也很兴奋。

进入展示区域，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哈利波特的沙像。

馮 心鶴的日记



但。。。是有点胖的哈利，开始没能认出来。

泰晤士河上的塔桥和双层甲板∶

和超有名的大英博物馆∶

白金汉宫

伊丽莎白一世，耀眼的时代～



沙翁——莎士比亚∶

首唱了进化论的达尔文和近代科学的建设者，牛顿∶

达尔文隔壁的猴子，好可爱啊～

村里的人们，过着平凡的生活充满幸福∶

与其相比，整齐行进的士兵们∶



下面有点不容易看,是远的大笨钟∶

看了沙像，真的想去英国。一定能感到与亚洲不同的旨趣。

然后，去了鸟取沙丘。海旁边的沙，特别柔软。光脚脚走，真的心情舒畅。

对同学们也感到佩服。接近90度的坡，就那样上升了。

这个，绿洲？



鸟取沙丘是荒凉的沙漠，和满是游客的海滨沙滩也不同。可以说是在其中的感觉。我觉得是有种能感受到一般看不见的风景的气氛。

归途里巴士中放映了同学拿来的动画片的DVD。但是，老师们几乎不看，睡了一会儿。一天的郊游，老师们也都累了。为了大家，举行了留下美好回忆的郊游，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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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吧，鲤鱼旗！

2012.04.30

从明天开始进入五月！马上就是儿童日。所以，最近，「鲤鱼」也渐渐「登了上来」。

前天，奶奶收集了某个城市不用了的鲤鱼旗，带我去了装饰的地方。

我，在超市看过鲤鱼旗,但与那里的鲤鱼旗完全不同。装饰了很多大鲤鱼旗，特别好。

 

风一吹，鲤鱼简直就象在蓝天里游泳一样。

 

馮 心鶴的日记



 

与父母一起来看鲤鱼旗，游玩，春游的孩子们也有很多。在春天温暖的阳光下，健康地成长。

一年之计在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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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旅行--京都篇

2012.04.30

春天的旅行的继续～

3月31日，离开大阪，去了京都。

最初去看了二条城的夜景。点了灯,但还是有点暗，以下的照片之外，都变成了模模糊糊的照片。

竹中的灯～想起了辉夜姬的故事。

晃动的波浪映在墙上，特别有幻想的感觉～

就要进入四月的京都樱花还没有完全开。但是，就是一棵开放的樱花在暗处中，也会美丽地一下子吸引了视线。

馮 心鶴的日记



之后的一天，按照妈妈的很好的计划，决定乘出租车移动，请司机先生做向导，整个一天意外去了很多的旅游地。

首先，是岚山！

渡月桥，有情趣的名字～

周恩来总理的诗碑——「雨中岚山」。这个最想看！

下面是金阁寺。镶着纯金金箔的金阁寺光辉灿烂，非常漂亮。非常喜欢上面发光的凤凰！

 



 

金阁寺之后，是附近的龙安寺。

说起龙安寺，当然要看有名的石庭～石庭配置着15块石头。据司机说，石庭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能一起看到（除去从上面看），全部的石头，一定有一两个石头被另外的石头遮
住，看不见。可能意味着人不能预料到所有的事情。不过有关这个意义，建造的人据说什么话也没留下，还是大家的自由理解。

并且，这个钱形蹲。蹲上刻着的四个字如果与中心的口共用，就是“吾唯足知”。

茶室仓六案



樱花开放着～

在这里吃饭～京都有名的豆腐。

 

去金阁寺，当然也想去银阁寺。可是，银阁寺没张贴银箔。与金阁寺比较，比较质朴,但与金阁寺不同的旨趣。



 

 

最后去的是清水寺。

在这里是第一次，听过「从清水寺的舞台跳下」这句话。据说是决心很大做某件事的心情。

 

 

这样，京都的旅行就到这里结束了。回去时，回头对点灯的京都塔说了「再见」。还很留恋。什么时候再见吧。



爸爸驾驶深夜到达了松江。爸爸，妈妈，姐姐，真的谢谢！一起经验了很好的三天旅行，特别特别地美丽，难忘的回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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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室的常客

2012.05.16

大家，好久不见！

最近日记有些偷懒过多了。。。但是，没有闲着哟。读了很多的书。

譬如，现在在读今江户川乱步的小说。最近，读完了「心理考试」和「人类椅子」和「镜地狱」,真像书的介绍里写的那样，是怪异兴趣的极限之作。侦探小说，普通是随着侦探的
推理，渐渐现出了犯人的犯罪手段,在「心理考试」里，则完全相反。最初叙述了犯人大致完美的犯罪。然后写了明智五小郎是如何根据某心理考试的结果，使犯人认罪。犯人的心
理描写特别好。「人类椅子」和「镜地狱」，应该已经可以说不是侦探小说，而是恐怖小说。不可思议，可怕。

还有，童话。非常喜欢小河未明的「红蜡烛和美人鱼」和安房直子的「狐狸的窗」。特别「狐狸的窗」中，小狐狸把双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染蓝，用那四个手指制作窗户，印象最深刻
的是能看到过去的事。读了这个，时常想把自己的手指染蓝。非常喜欢

朋友Kanako，非常喜欢读书，最近常在午休时，一起去学校的图书室借书。超级英国迷的朋友借英语的书，我借日语的书。并且，吃盒饭时也总是说书的内容。据图书室的老师
说，最近我们班书的出借量剧增了。(笑)

通过读外语书，一面能学习语言，一方面也能享受内容。真的是一举两得！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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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松江！

2012.07.17

松江，我住了大约一年的地方。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

<春天的樱花>

 

 

白樱花

馮 心鶴的日记



夜里的樱花

游览船叫「天鹅号」。画着岛根的动画角色「simanekko」。

夕阳最漂亮时据说是在秋天。但我觉得，夏天的夕阳，意外地富有魅力。

 

 



 

 

 

从船上看松江的风景，



 

 

不知不觉，有了对自己故乡那样的骄傲。

秋天的夕阳∶

＜夏天的风景诗——萤火虫＞

六月的某晚，去和爸爸妈妈一起看了萤火虫。第一次见到了住在漂亮的水边的萤火虫。

没太照到清楚的照片。果然，眼睛看到的是最幻想，很美丽。黑暗中星星点点的光。好像希望。是的，这小小的，不可思议的萤火虫不只是可爱。

<稻田>

乡下的风景，美丽。

春天，路过上学的道路时可以看见种稻的稻田。非常喜欢那鲜明的绿。



 

 

＜小泉八云的故居＞

春天时，访问了小泉八云的故居。

 



 

 

小泉八云本来是英国人。在松江住过几年。我，非常喜欢他写的「雪女」的故事。有点悲伤,但能感到爱。

松江，有很多古老的建筑物等。也有很多需要慢慢品味的风景。我，想把松江的点点滴滴刻在心里。

 

眼睛里看到松江，漂亮，漂亮……

心里感觉到的松江，亲切，亲切 ……

会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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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重再见

2012.07.20

明天要飞离日本。

飞离日本……

今天的送别会上，大家哭了又笑，笑了又哭，这一年，欢乐太多，不舍太多。

回国前最后一次和日本的朋友聚会，一起做了章鱼烧，边做边聊天。聊着聊着，又突然沉默下来。像是约定好的一样。

不知谁说:"还有三天就要回去了啊."

然后，一时间，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静静地拿起筷子，翻动着烤具上的章鱼烧。

“果然今天做的章鱼烧最好吃了!咱们吃完去哪儿玩吧？”后来又是谁打破了沉默……

与其感伤，不如珍惜。

我以为，我比想象的要坚强。

离开松江的前一天去了学校，什么都和往常一样。只是，有种想留住时光的感觉。

放学前，收到了来自老师们的礼物，和同学做的相册及松江特色的挂件，很感动很感动，但是没有哭，同学们也没有。因为心中总有一种感觉，好像明天还要上学，还会再见。

在回家的电车里，还和朋友笑着聊天，不曾改变。

只是走下电车的一瞬间，突然开始抽噎。

朋友比我晚下车，我追着载着她的列车跑了一段路。像电影里的场景，也或许没那么浪漫。

我们都哭了。

其实，哭出来的感觉很好。

在机场也是。

离开松江那天，寄宿家的爸爸妈妈送我一直到机场安检处，爸爸的眼睛红了，一直笑眯眯的妈妈也哭了。拥抱，挥手，说再见，我把眼泪一起带入了飞机。

今天，心连心的送别会，同样哭得很痛快。就像今天的惊喜，大家合唱的“生き物係”的《Yell》中的一句，“サヨナラを誰かに告げるたびに、僕らはまた変われる強くなれるか
な”……有些成长，大概需要用泪水浇灌。

借用徐志摩先生写在《沙扬娜拉》中的一段诗说：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さようなら……

 

馮 心鶴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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