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学啦～～

2011.08.31

     今天是8月31号，国内的同志们都应该开学了吧，我们今天也正式开始了4天5夜的研修。很期待接下来的生活，不知道鹿儿岛是什么样的呢～还请未来的老师和同学们多多关照

啊

盧　雨聡的日记



加入了吹奏乐队。

2011.10.07

隔了好久的日记。

来日本已经一个月了。最初去学校时，正好是体育节。每天下午有练习，很辛苦。而且，那时鹿儿岛的太阳很强，被晒得很黑。但是，多亏了体育节，马上有了朋友。而且，看到日
本真正的啦啦队，觉得很酷。我们班在蜈蚣比赛中是第三名。输给先辈非常令人惋惜,不过觉得是很好的体验，非常快乐。

体育节结束之后，普通的学校生活开始了。日本的课程没有中国那样难,但世界史什么的有很多外来语，感到很难。马上要考试了，怎么办呢，现在很苦恼

我进入了吹奏乐队。学萨克斯管。萨克斯管键很多，真难。我因为是初学者，还只能吹半音阶。但是，非常快乐。而且也加入了茶道小组。体验真正的日本文化，很高兴。但一直就
那样坐着，腿很痛。

这是我最初的一个月。马上要考试了，必须学习。今后要更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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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考试结束了

2011.10.15

昨天考试终于结束了。我刚进入武冈台高中，没学习的东西也在考试范围内，所以这次只考了数学和理科。数学不太难,但时间只有55分，不太有检查的时间。我计算总是出错，结

果怎样呢，有点担心。理科更不好，是基础化学,但元素的名字啦，不明白的单词很多，汉字与简体字的错误也很多，绝对不会好了。怎么办

没有考试时，我在学校的图书室自学。那时，遇到了我们学校的一个留学生。是从加拿大来的二年级生的先辈,不过，他其实已经十八岁了。孪生兄弟在加拿大，已经成为了大学一
年级学生。问为什么要来日本留学，说只是想学语言。就一个人来了日本，开始了留学生活。我想真的很厉害。期间来自加拿大的gureku老师也到图书室来了，说了很多。gureku
老师去过中国两次，问中国怎么样，说提到中国,肚子就饿了。真的很有趣。

今天练习了一天萨克斯管。本来只有下午有俱乐部活动,但上午专业的老师来了，教了很多。结果今天练习了7小时。是非常累,不过，相当有进步。真的很高兴。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盧　雨聡的日记



烹调实习～～

2011.10.21

今天有烹调实习。菜谱是亲子盖饭。问为什么叫亲子盖饭，说是因为同时使用鸡肉和蛋，所以叫亲子。

今天是第一次的烹调实习，非常兴奋。大家穿着围裙，认真做饭的样子非常可爱。我的责任是切鸡肉，并且计量调料。日本人做饭时，非常重视调料的量。有点吃惊。原来只是德国
人这么重视,日本人也是这样吗。1小时左右，饭做成了。蛋是黄色的，非常好的颜色。大家一起做饭，一起吃，会变得更好吃。这次的菜谱是什么～期待着。>o<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盧　雨聡的日记



文化节～～

2011.11.11

上星期四是文化节。部活结束之后,爸爸来接我,大家去赏花了。已经十一月了,但花还开得很漂亮。在大树下吃了寿司。这是来鹿儿岛之后第一次吃寿司。非常好吃。要说寿司，在中
国也吃过,但中国的寿司卷很多。还是放着生鱼片的寿司更加美味。啊，要说生鱼片,在鹿儿岛吃过鸟的生鱼片。最初真的很吃惊,但吃了后,觉得非常好吃。只是有点难咬。>0<

 

漂亮的花～～

 

寄宿家庭的大家～～

 

吃饭后,和姐姐去了天文馆。去看了hara文化节。hara文化节,人很多,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但寿司吃得很饱了，所以没有吃。那时很多人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演。也
有可爱的小学生，和善的老奶奶。最喜欢的是冲绳人的太鼓表演。大家都很有干劲，真得很帅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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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a文化节～～

 

精神饱满的爷爷奶奶～～

 

很帅的冲绳太鼓～～>o<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充实的一周～～～

2011.11.12

  这周有很多有趣的事。

   首先，本星期是县民周，乐队和舞蹈部各自都有发布会。星期二午休时，乐队发表。曲子是AKB48的飞行get和victory。由于那个曲子，开始喜欢AKB48了。但是人太多，还不知
道谁是谁。预定的曲子结束了，吹了支持的舞蹈。学生们大家一起跳，真的很快乐。演奏大成功。但遗憾的是，我没加入那个合奏。对初学者的我来说呢。还很难。

并且，星期三的午休是舞蹈部的发表。当天下雨，舞蹈部的大家打起精神，发表得很好。下雨了也拼命努力，真的很可爱。

之后的一天，是星期四的下午，有艺术欣赏会。看了吉林食堂这个剧。这个剧是在吉林出生的日本人，由于战乱与母亲分开，被中国的父母抚育。数年后，和两个孩子返回日本，得
到周围人的支持，开了中华料理店。并且，他还有一个在中国长大的妹妹。这样的家庭有很多趣事。那个人返回日本后，也不忘中国，平时在家也说着中文。看到这些真的感动了。
然后，无论分别了几年，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感情仍然不变，也令人感动。

本星期真的很快乐。但也有辛苦的事。是公路赛的练习。我们的学校也有象玉学校一样的大会。但是，这边轻松一点。40分内跑5千米。但如果超过40分，还有补考……………………

讨厌，我最讨厌跑 。并且，40分跑5千米对我来说真得很难。怎么办………………但正式跑是11月22日，因为还有时间，不努力不行。

来日本两个月左右了。发生了很多事，真的很快乐。我想今后还有更有趣的事。好的，今后也打起精神好好地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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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园祭～～

2011.11.23

 上星期五到星期日,姐姐的大学有学园祭。姐姐为了这次的学园祭，从很久以前就每天准备到很晚了。而且，从上星期三开始，住在学校。

  星期日，上午部活结束，我坐JR，去了姐姐的学校。人很多，真的很热闹。并且，有各种各样的模拟店，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舞蹈部的发表～～

音乐的发表～～气氛特别热烈

冲绳鼓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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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伴奏!!!

炒面的模拟店～～

写真部的人～～

钢的炼金术师的大佐cosplay~~

 听说星期五和星期天晚上有烟花，太冷了，没能去，遗憾。～～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公路赛～～

2011.11.23

今天终于是公路赛的正式表演了。进入11月后，体育课一直练习公路赛，每天跑3千米以上。对于体育不好，并且厌恶跑得我来说，很辛苦。但是，为了与大家一起跑到最后，一直
努力着。很辛苦,不过，与朋友互相鼓励，终于跑到了最后。

正式的比赛到来了。绕樱岛跑一周。天气很好,但樱岛落灰。很辛苦，途中几次打算放弃，看到旁边一起跑的朋友的身姿，又打起了精神。这样，与朋友一起到了终点。

这次女子是一周5千米，男子是2周10千米。但是，剩下最后200米时，被数名男子超过了。而且，我与最后男子的10名一起到了终点。这么快!!!真的很吃惊。

早上的樱岛～～刚打枪

水族馆的可爱海豚～～

去樱岛的船～～今日为了我们学校特意打出了欢迎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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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校～～在山上～～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忙碌的一周～～

2011.11.27

本星期相当忙。

公路赛终于结束，真的轻松了。对体育不好的我来说，每天跑3500米太辛苦了

但，公路赛结束，过几天就是期末考试，这次要接受所有科目的考试，不更努力不成。

俱乐部活动从公路赛那天开始，进入考前休息。但是，前辈说了最近要开始基础合奏。而且，在休息前，得到了这次合奏的谱子。是迪斯尼Aladdin的曲子。因为现在对我来说还很
难，可能不能参加这次的发表,不过，这是我得到的最初的曲子，所以，想顺利演出。

后天就是期末考试了。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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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男排~~

2011.12.03

     今天终于考完试了，于是晚上放松了看电视，正好赶上日本男排对世界第二的俄罗斯。

     我对男排的了解并不多，也不知道日本男排的实力，今天这场比赛虽然输了，但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第一局，双方好像都没有进入状态，日本因为失误输掉了5分，而俄罗斯更是因为失误输掉了9分。最后，日本以23对25输掉了第一局。

     第二局开始，俄罗斯好像认真起来，开局两发狠球，便隐隐有种气势，失误也少了，可是日本队还是半迷糊状态，失误不减。最终16比25输了。

     第三局，是真正让我紧张的一局，开始俄罗斯连连得分，可是自从日本追成七平之后，基本上就是双方一分咬着一分，可是，最后23对25，日本还是输了。

     今天这场比赛，我发现日本男排的发球速度很快，甚至有时速112千米的发球，着实让我惊讶了一把。而且，还很会救球，很多看似很危险的球都被他们接了起来，只可惜，经
常在好不容易将球救起之后，一个沉不住气，还没等完全做好准备，就把球拍了过去，结果不是被拦，就是出界，还有发球虽然速度很快，但发球失误却不少，像那个最快的发球，
根本没发过去，就直接撞网上了。可惜啊……………………、

     还有一个发现就是，日本男排的人好高啊，好像1米9以下的只有一个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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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束了!!

2011.12.03

 昨天考试终于结束了。一周里，相当辛苦。

 这次考了所有科,但不太自信。没有期待国语和世界史,但英语和地理也危险。怎么办，能及格么。

  本星期最高兴的事是从中国的朋友那里收到了信。2个月以前邮的,现在刚刚到达。那中间是朋友的照片，背面是大家写给我的话。看到这个，感动的要哭了。特别感动。真的谢谢
朋友。

   大家最近怎样，中间进修好象去了宫崎，那时谈了很多。

   那么，诸位，保重      ～～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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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岛～～

2011.12.06

星期天是好的天气。因此,全家一起去了樱岛。

上次公路赛的时候去过一次,不过,那时特别紧张,没有看景色的心情。

这次到展望台上,遥望了非常漂亮的景色。

漂亮的景色～～

这是熔岩的痕迹

< p>

从
近距离看的樱岛的火山～～想登上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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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喷火的樱岛，觉得很可怕

樱岛大部分的土和石头是几乎用熔岩形成的

埋没的牌坊～～比我还低

漂亮的银杏～～

从展望台下来,去了埋没牌坊。埋没牌坊原来是神社,不过，大正3年时，樱岛大喷发。据说由于那喷发的火山灰，填埋了那个神社。是神社前不赔不赚3米的门,不过，现在只有1米。
不是只那个，樱岛原本是个岛，与陆地分离,不过，由于那个喷发的火山灰与对面的陆地连接了起来。自然的力量，会如此可怕。

此后，又去看了银杏。可以看到的都是漂亮的金黄色，在夕阳下看，特别漂亮。

返回时坐了渡轮，通过对面的城市返回了家。到家时已经9点半，非常累。但是，看到了极好的景色，真的很高兴。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安乐音乐会

2011.12.12

本星期每天午休时，有安乐音乐会。曲子是之前合唱比赛的曲子。

之前的合唱比赛，萨克斯管前辈的萨克斯管五重奏第2名，很遗憾,但第1名的打击乐器的演奏特别帅。这次为了在大家面前发表，必须把乐器从二楼的音乐教室运送到操场，大家非
常辛苦。打击乐器很多，特别大，很沉。而且，音乐教室的门很小，为了搬出来，取下了好多次。可怜的门，一周被拆下6次………………>o<

星期四是单独表演，预订是第1名的长笛独奏，合唱第2名的萨克斯管五重奏和第3名的铜管乐器八重奏，特别期待，但当天下雨了!!!遗憾的是，演奏中止了。因为还有合奏，老师说
推迟到之后的日子。但是，下周2年级的前辈们去东京修学旅行，推迟到大下星期的星期一。

星期五是全体人员的合奏(除我之外的全体人员)。曲子是orange，恋人的圣诞节和Aladdin。orange最简单，自己也练习了。最后是一直期待的Aladdin。如果大家合奏的话，真的
会很帅。

这次合奏结束后，下次大概是2月左右的比赛，为了这个今后要更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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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业式～～

2011.12.25

22日是结业式。时间过的真快。这样，我们在日本的第一学期已经结束。来日本，已经马上4个月。体验了各种各样事情的四个月，我们长大了。

结业式后有全校的志愿者活动。吹奏部的诸位去了诚光园。诚光园是为了身体有残疾的人成立的医疗机构。在那里，我们做了车的扫除啦，庭园的扫除啦，浴室的扫除等。然后，也
擦了残疾人的轮椅。风很大，水也很冷，非常辛苦。但是，看到原本满是泥的车，闪闪发光，真的很高兴。而且，擦轮椅时，大家都非常和善。听说一个老奶奶，与前辈这个那个地
说，大声地笑了。看到那样开心的笑容，我们也高兴了。

本学期已经很快就要结束了。很快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不惰怠继续努力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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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

2011.12.25

今天圣诞节～～大家如何度过了
。

今天的上午在吹奏部，开了圣诞聚会。大家做各种各样的游戏，或者吃点心，非常快乐。< /p>

最快乐的游戏是任意投篮。全体坐上圆圈的形式，一个人站立在正中，说某种特征。适合那个特征的人，移动座位，最慢的人因为没有座位，成为鬼，然后再说另外的特征。2次变
为鬼的人有惩罚。这样做，开始后马上，气氛变得很热烈。全体非常快乐。< /p>

吹奏部的圣诞聚会结束时已经12点。此后，又和班上朋友开女子会。这次的女子会与前不同，去了朋友们的家。我们的家基本上都不过圣诞节，但看到那个朋友家很大的漂亮的圣
诞树，真的很吃惊。在那个朋友的家，我们自己做章鱼烧，非常快乐。自己制作的章鱼烧真的是第一次。但是，看起来有趣，我自己也烧了。还是自己做的更好吃。

但，女子会的途中，有意外事。Eri出房间时，把章鱼少的器具给撞翻了，与那个机器很烧着的热的章鱼烧全部掉下了。从我的地方看，正好落在Ayami的脚上,不过，问了几次，她
都一直说没问题。但是此后，拿冷的饮料给那里降温。我为她拿来饮料时，Ayami轻声说“别告诉Eri。”。我真的感动了。为了别人做到这样，真是个闪亮的女孩子。

此后，5点左右，我们返回了家。外边特别冷。而且，据说今天鹿儿岛下雪,不过，我全然不知道。最好是下多一点。那么，就是白色圣诞啦。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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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生日～～～

2012.01.11

今天是在日本最初的生日。

我姐姐的孩子是1月10日，所以上次一起过了生日。

 

啦啦——这个，是姐姐手制的蛋糕。看起来很好吃～～实际也非常好吃￥^o^/

这个是我姐姐给的礼物。非常可爱～～昨天累了，但特意等到12点，在今天的开始给了我礼物。说期待着我变漂亮。真的很高兴。非常喜欢姐姐～～～

而且，昨天原岛老师的小包到了。原岛老师是我们中国学校的日本人老师。之前面试，承蒙了很多关照。这次老师返回日本，带来了我妈妈给的小包。其中有我们的朋友给的书，真
的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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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今天去了学校，大家说生日快乐～～很吃惊。部活结束了，大家唱了happy birthday to you的歌，萨克斯管的朋友给了礼物和大家留言的信息，真的感动了。

 

第一次在外国过生日，这么多的回忆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礼物。真的是最高的生日～～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新年～～

2012.01.22

今天是中国的新年～～

在
日本的新年稍微有点寂寞,不过，昨天包了饺子，算是过了新年吧～ ～

，诸位，新的一年拜托了～～～

谁给我压岁钱～～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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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2012.01.28

来鹿儿岛，觉得今年已经看不见雪了,但本星期忽然变得冷起来，甚至下了雪!!!!

最初很大，像花一样的雪安静地下着，特别高兴!!!!　

但鹿儿岛还是很暖和，一点没积。但到了白天，雪小了起来，最后成为雨

想看更大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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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音乐节￣￣￣￣

2012.02.11

昨天终于是地区音乐节正式表演的日子了～～

< p>对于去进修，5天没练习的我来说，真的很危险。我本来就做得不好，二年生的前辈上星期手指在体育课骨折了。所以，吹first的剩下了我一个人。所以，从宫崎返回的那个下
午，马上去了学校。没练习两天后，终于到了正式表演。

地区音乐节实际是鹿儿岛地区的高中音乐节。是来自鹿儿岛各高中的乐队和合唱部的交流会的形式。其中，有在合唱比赛中取得优胜的小组。12日时，将作为鹿儿岛的代表，将参
加九州的大会。

最初，是在合唱比赛中取胜的甲南高中的打击乐器部分。只有3人，但是很精彩的演奏。打击乐真是好帅～～打击乐的人，不管什么好象都能演奏，演奏时，有时也同时演奏各种乐
器，真的很忙。

然后，欣赏了各个学校吹部类的演奏。我觉得其中，比起鹿儿岛玉龙高中的“魔女宅急便”和鹤丸高中的“吹奏乐的第1组曲，恰空舞曲”更好。

休息后，有太鼓。太鼓不像吹奏乐一样地有韵律,但那个气势非常日本式，非常酷。然后,也有古琴的演奏。20人左右的古琴合奏真的很好。我也想弹古琴～～

吹部以外,也有合唱。合唱除了歌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和伴奏也很有趣。特别松阳高中的合唱是歌剧芭比的故事。很可爱,特别有趣。

欣赏了很长很长时间后,终于，我们也去准备了。看各种各样的演奏，真的非常紧张。特别是，这么紧张的时刻，萨克斯管不出声音ToT………………真的是要哭的大打击。但是，正式
表演时终于好了。演奏结束时，真的安心了。

我们结束后，后面有二个。最后是鹿儿岛信息高中的演奏,特别帅。据说信息高中据说是吹部类非常强的学校，在全国大会也优胜过，去年也去了纽约演奏。曲子很长,大家都是背着
乐谱。而且，萨克斯管的独奏，特别长。真的令人羡慕～～我能那么棒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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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音乐节的～继续～～

2012.02.12

地区音乐节后，萨克斯管的大家，去吃饺子王将。这是第一次和萨克斯管的大家去玩。隔了好久的饺子～～真太好吃了，忍不住吃了太多>o<。

 

因为吃了很多，大家想吃冰激淋了。而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吃了辣的，会想吃甜品,不过，日本人不管吃的再饱也能吃下甜点。因此，去了大荣。在那里，又拍摄了大头贴。

回来时，大荣前有几个雕刻。先辈觉得很有趣，要骑上那个马。但是，石头很光滑，容易滑下来。他就想方设法爬上去，超搞笑。

 

盧　雨聡的日记



这样，又是快乐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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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

2012.02.12

这两天有两张很有感觉的照片，就想传一下>o<

真的好喜欢鹿儿岛的太阳和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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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节～～（晚了）

2012.02.23

本星期的星期二是情人节～～日本的情人节真的幸福～～

日本的情人节，是女孩子送巧克力，真的与中国不同。而且，也不仅仅是送男朋友，还有其他的朋友也送“情理巧克力”。星期二午休时，全体分配着巧克力啦手工制作的点心啊。
许多人都作了，好像点心交换一样。

看了大家的日记，很多人都得到了很多巧克力啦或是手制的点心。我也得到了很多,不过，因为一半以上当时就吃了，而且，从上星期的星期四开始期末大考，所以，还有一半左右
的人打算本星期的周末制作。很是期待～~

上星期因为考试，俱乐部活动休息，所以，我也试着作了巧克力。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点心啦什么的，很担心，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

实际试着做，也不是那样的难事。姐姐在网上查到了简单的方法。溶化巧克力以后，放入麦片，搀和之后，就那样固定。这中做法也不需要模具，很简单，相当顺利。但是，其他的
材料，比如鲜奶油什么的不太放，担心会很硬，但是昨天尝了一下，比想的要好吃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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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用纸折了玫瑰，把巧克力放入其中。怎么样，很可爱吧^o^ 为了作那个也相当费了一番功夫。………………平均一个花了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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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

2012.02.23

已经到了春天,不过，时冷时暖，是稍微讨厌的天气,不过，只要太阳出来,就会变成特别好的天气。

最近下了几次雨,不过，意外地下雨时很暖和。爸爸告诉我，下雨时，是南风吹来了。

变得暖和了，家里的樱花也开了。我第一次看樱花，真的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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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春天～～～

2012.03.01

  鹿儿岛在日本南部，最近已经很暖和，天气变暖，很多花都开了。开的最多的当然是日本代表性的花-樱花。出了我家里的樱花，在街上也可以看到樱花。

这是坐JR时拍的。镜头抓的很好～～

盧　雨聡的日记



家里的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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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式

2012.03.01

今天是毕业典礼。

3年的高中生活在这里结束，升学，就业等各种各样的问题3年级面临着严厉的将来。

日本的毕业典礼比想像的要严肃很多。随着聚会的曲子，毕业生陆续进入。然后，大家齐声高唱国歌。这些都是由我们乐队来伴奏。然后授予毕业文凭，老师念到全体毕业生的名
字。然后，代表上前，由校长颁发。

接下面有各种各样的人的发言，太多了。那期间，我们吹部的人只能手拿乐器，就那样坐着。真的很辛苦。但是，如果由于我们的演奏，先辈们的高中生活能有好的结束，那比什么
都令人高兴。

毕业典礼结束后，大家交给吹部类的先辈纪念物。是最近大家这个那个地想办法，弄出来的非常可爱的东西。真的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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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会～～

2012.03.08

本星期星期二开始进入了升学考试的放假期间。高中升学考试有4天休息，真的很吃惊。而且，星期一是也是半日课，加上前后的双休日，有近10天的休息日!!!!幸福～～

入学考试休息不是休息，是在家自学哟，我们被老师提醒了好多次,不过，这样的时候有谁会一动不动地在家呢，好不容易的休息日，所以我家有开了女子会～～已经是3月，3学期
还有2周就结束了，对我们来说，也已经到最后。因此，这次几乎大家都来了。大家一起照大头贴，吃了自助餐。真的好快乐。

变脸～～

 

大家都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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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就吃完的时候，朋友兴奋起来，对餐厅外滚梯外上的人纷纷招手，有帅哥，也有外国人。最有趣的是，有个高中男生也向这边招手，而且下来以后有乘坐扶梯上来，和我的朋友
隔着玻璃说话。因为有玻璃，声音听不见，说几次也听不明白。真的太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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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比赛～～

2012.03.22

星期五是班级比赛。～～作为1年生最后的活动，所以大家拼命努力，想赢。

班级比赛，女子是篮球和踢棒球，男子是篮球和足球。虽说是踢棒球，但主要根据棒球规则的游戏，所以，像我这样关于棒球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就选了篮球。不是很厉害,但能好好
做能坐的事。

我们练习很少,但有原篮球部的三人，所以结果不错。女子篮球首战，对1年1班4比2胜了!!真的很高兴。但因为有我们的比赛，错过了女子踢棒球和男子足球的比赛。

但之后的比赛不很顺利。女子篮球的第2场比赛，输给2年级，没进入四分之一决赛。男子篮球和足球都输了2场，女子踢棒球也1输1同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败北。这样，我们班的4

组比赛全部结束了，全输了

下午开始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但不凑巧从早上开始下的雨不断变大，没办法，结束了比赛，星期三下午继续。没有我们班级的比赛,还是给同级生们拼命加油了。看到了很好的比
赛，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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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业式

2012.03.24

昨天是终业式。1年就这样结束了。真是很快～～

终业式后，只留下悲伤的离别。和一起度过1年左右的朋友和老师分别。本来想即使不在一个班级，也在一个学校没什么，但我们老师调动工作了。昨天第一次听到这个时，朋友都
哭了。我听到这个，也感到吃惊，与其说是寂寞，不如说感到难过。虽然想,但我没哭。这七个月，过得真是很快乐。那回忆成为了我们一生的宝物。决定的事情不能变。我们可以
做的就是珍惜回忆有，努力。并且，向老师展现自己精神的样子，笑着说“再见”。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盧　雨聡的日记



离职式

2012.03.30

 27日有离职式。包括我们的班主任，我们学校有十几名老师转勤或者退职，离开我们学校。

 离职式上吹奏部也演奏校歌和萤火虫的光，所以早上很早就去了学校。调声，调谐后，离职式的正式表演开始了。最初教头老师介绍了各个老师，然后老师发了言。

 老师们也想着武冈台的事，总是想着学生们的事。一个老师住院时也考虑学生们的事。一个老师昨晚什么都没想，邀请调动工作的老师去喝酒，说去唱歌,不过还是谈话，说唱歌改
成下次吧。老师的话结束以后，钢琴的声音从舞台背后想起，老师也唱了荣光的架桥。老师的歌因为唱得不好，与女子排球部的人一起唱了。

 离职式后，给离职的老师献茶是固定项目.但一年生还不太行，请二年生的前辈们做的。一年生中两个人去帮忙，我也去了。用自己的手，给校长老师和我们班主任献了茶和点心。
觉得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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