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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31

祝同期各位今后一年里一切顺利。

陳　暁悦的日记



一周过去了。。。

2011.09.12

一切从宿舍开始。。。。

 

老师一出我宿舍，我就蹲墙角哭去了。。房间是和式与现代混合的，看起来起码有五十平米，只有我一个人住。看着这么空空如也的房间，除了哭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宿舍里的学姐特别热心。第一天晚上看我哭得眼睛红红的，还给我夹菜，跟我聊天，陪我买东西。东北人真的是像传说中的一样好啊！！

我们班现在加上我只有四个人，其他人在修学旅行。剩下三个都是男生，要一个外国女生融入一群男生，实在是勉强了一点。所以能和我说上话的女生都是高三的学姐。平时在班上
真的是又无聊又尴尬啊啊。。。

我入的是国际班的英语系，但我发现以我四年没碰的英语水平去应付基本英语课程还是绰绰有余的= =。现代文就有点困难了，每天都要预习到好晚 ，不然第二天听不懂吖。。世
界史也比中国深很多。

还有发展国语。话说我第一眼看到这门课的名字的时候还期待了一下，特别是第一节课，一个美女老师走进教室之后我就更期待了~老师发现我之后（……），非常激动地对我说：
「留学生呀！叫什么名字呀？你知道古文吧？中国也有的吧？这个可能很难哦，但是其他留学生都在学，所以你也要加油哦@#￥%&*……」什么…所谓发展国语是古文………于是，
那节课，我抄了一节课古文书。。

理科相对也简单很些，于是我全部的压力都转移到文科去了。。

最近应该就可以参加社团了。我参加了国际志愿者和家庭科部，其实我什么都想参加来着……

加油吧~

祈祷我们班的同学快点回来。。。

我们班的女生快点回来。。。

陳　暁悦的日记



小街小巷

2011.09.19

丁梦忽然产生了做手工的热情【她的学校离我很近，只差一个路口】，也许是因为看了我缝的小包……再加上之前在河原町的书店里看书的时候翻到一本叫《手芸屋さん》的书，上
面有写京都市内买手工材料的店，于是我们决定去买布！。。还特地又去了一次河原町，随便记了两家的地址。

回到宿舍查了谷歌地图才发现，全在小路里啊……我预备了两个晚上的功课，研究两家店的具体位置。没想到今天全都给我找到了！。。我这个在家门口都会迷路的人。。没走丢绝
对是上帝的眷顾= =。。。

话说来了这么久，我们转过的地方都是市中心之类的，这样的小巷子今天还是第一次。所有的店都很迷你，那些手工店就藏在某些角落里。各种看起来像是公寓的楼，其实里面都隐

匿着一些有趣的小店……有一家店的店主【一个好亲切好亲切的阿姨 】告诉我们，这附近有很多手艺店，但是，除了我查过的两家店我们一家也没有再找到……

无意间发现了京都文化博物馆↑↑但是丁梦不肯去…………

陳　暁悦的日记





元离宫 二条城

2011.09.24

今天去了宿舍附近的二条城——德川家康所建的前往京都拜访天皇时的住所。

天气好好。。

陳　暁悦的日记



二之丸御殿↑↑↑

进御殿前要脱鞋，光脚走在里面。感觉好奇怪，虽然确实很干净。殿内不可以照相，见谅…这座宫殿是二条城的主殿，其简约令我为之震撼。。。



殿外的二之丸庭园。丁梦说这是娘娘和将军邂逅的地方……

这好像是书院，日文简介看起来太费力了……



元离宫 二条城【修正版·对不起对不起。。】

2011.09.24

之前的照片，因为是直接从相机上复制下来的，太大了一直没法上传，刚拍来的照片不能和大家分享。。一时激动犯了这种错误。。。对不起对不起= =。。。。。。。无视它
吧。。

二条城^ ^

二之丸御殿↑↑↑

进入的时候要脱鞋，光脚在里面走有点怪怪的…虽然真的很干净。。这是二条城的主殿，但是其风格之简约令我震撼。。。

二之丸御庭院↑就像御花园那样。丁梦说，这是娘娘和将军邂逅的地方。。。。

陳　暁悦的日记



这应该是一座书院吧。。

 

给大家带来了麻烦，真的非常非常抱歉！！！(;_;)

【好冠冕堂皇的说辞= =。。其实我是觉得太丢脸了。。。。。】



八坂神社

2011.09.25

下了阪急，沿着四条一直走，可以看见鸭川。

过了四条大桥，建筑的风格就渐渐变得有些特别了，有些是欧式的。刚下桥的时候还有些中式的建筑，有点回家了的错觉……↑这应该是座剧院吧↑↑。

四条通的尽头就是八坂神社。

陳　暁悦的日记



↑八坂神社的本殿↑  感谢琦玉的志愿者柴田先生~今天用当时学来的方法混在人群中参拜了。。

这是本殿对面的一个敞开式的殿，外围挂着的横幅上写的是除厄消灾什么的，可是我怎么觉得这是婚礼呢……出去玩的时候没有一个当地人做解说真的很麻烦啊……

除了本殿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偏殿，比如说这条小路尽头的那个，叫做恶王子社……不知道是保佑什么的啊。。

再比如，这个叫做美御前社，好像都是姐姐阿姨围在周围，供奉的应该是女神吧。。



出了八坂神社再回看来是走过的四条通。有没有一点世界末日的感觉……



长假

2011.09.26

秋假之后那些素未谋面的同学们就要回来啦 。今天把大家的桌子都排好了，无端地觉得教室热闹了很多……【好瘆人。。】

明天开始是前期考查，我们班因为一直没有上新课，所以不参加考试，于是我们拥有了一个漫长的假期。。上个星期两个三连休，这个星期上一天课，然后一直放到十月十号。。

假期计划是，接着观光~~然后。。我要预习新课了。。。

陳　暁悦的日记



金阁寺

2011.09.27

我又来传照片了。。

今天去了金阁寺。

我笑得像要吃人一样= =。。。

陳　暁悦的日记



我今天才发现自己的拜金本质……看到金灿灿的金阁寺的时候真的是喜爱之情油然而生啊。。好想扑上去蹭蹭。。哈哈…玩笑……

金阁寺的金鱼也是镀了金的吗……

鲤鱼石&龙门瀑布。这个“瀑布”…是微缩景观吧。。

白蛇塚&安民泽（白蛇塚边的湖）



三千院

2011.09.27

出了金阁寺，时间还早，丁梦的老师就向推荐我们推荐了三千院。

话说这里真的遍地都是曼珠沙华！在南京的时候曾经在学校门口的花坛里发现过一株，当时我们激动了好久…

老师说，相比金阁寺、清水寺、二条城，他觉得三千院更像是京都，因为这里依然保持着京都的旧貌。

陳　暁悦的日记



顺着山路走了十几分钟，才抵达三千院。

三千院是一座寺庙，但是刚进主殿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某位达贵的府邸。。据说一楼开阔的房间，是以前这里的人们修行的地方。



外面的景致很漂亮。

这个，叫做金色不动茶，上面漂浮着的是金箔哦。。茶汤是粉红色的。杯子小，所以不太明显。味道就比较奇怪了，是咸的。。实在是喝不惯= =。。。



我还是想说。。真的好多好多曼珠沙华啊…………



お好み焼き

2011.09.28

下午去了图书馆。因为这里的书真的很贵，所以我想去借点像是教参之类的书，可惜图书馆里的书都是资料性质的，超大开本，又厚又重的那种……我们几乎是进去转了一圈就返回
了。路上看到一家有做お好み焼き的店，这应该是关西比较有名的小吃，丁梦说，比章鱼小丸子好吃多了……

面粉加水，和上猪肉、鱿鱼、一些蔬菜，然后摊成饼在铁板上煎。

下面一层也许是照烧酱，丁梦的那份加了色拉。

没有色拉的看起来卖相不佳啊……不过我觉得味道会正一些。。

也许听了丁梦关于お好み焼き和章鱼烧的对比之后受到了误导，我以为会是很小的一份，当点心吃的。没想到这么大，大概有必胜客单人份的迷你pizza那么大吧……吃的时候也是像
比萨一样，切成小块。味道很棒哦！

陳　暁悦的日记





homestay～～的准备。。

2011.09.30

今天的内容简单，用日语试着写～

这次的秋假，多亏丸山老师，得到homestay的机会的【谢谢～】。今天的傍晚与老师一起去寄宿家。行李的准备对我来还是困难。不过正好丁梦来宿舍，终于得救了。 「这个太沉
了。放入旅行箱吧。。」< /p>

「衬衫如果这样叠，会变皱哟。」

「睡衣放了吗？连这个也忘了？。。」

像妈妈一样……

最后、、

「那再见。啊，放在桌子上的是信吧。别忘记发出去哟。」

「哎呀！信!!忘记了!!!」

「……」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陳　暁悦的日记



银阁寺

2011.10.01

这次的寄宿家庭住在离银阁寺很近的地方，所以我又去观光了= =。。。估计像我这样，来了一个月了都还没见过同班同学的也没有其他人了> <。。像是来京都深度游一样。。
【其实我也是有好好预习新课。。积极和住家交流的……】

这条路上全是买京都名产的小店。话说，京都名产，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吸油面纸 ………………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还以为自己理解错了。。

走过刚才的小路，就是银阁寺的大门。这里人比金阁寺什么的还要多，而且好多好多外国人【我也是= =】。。

陳　暁悦的日记



银阁寺并不是像金阁寺那样，镀了银箔而冠名的，至于为什么，我也不太清楚……也许是因为银沙滩吧。。↓↓

这个取景好奇怪= =。。右下角的圆台叫做向月台，旁边银白色的沙子叫银沙滩。

顺着路向里走，就变得像是去爬山了。

但是俯瞰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学园祭

2011.10.02

之前发了一些银阁寺的照片，可是到现在都没翻上来的样子。是漏了吗⊙ ⊙？。。

今天去了寄宿家庭的哥哥的学校，同志社高校，去看他们的学园祭。这所学校没有制服，都是穿便装上学的 而且学校好大啊…羡慕嫉妒恨…………

高二表演的会堂↑↑。每个班的节目看起来都费了很多心思。我之前一直很郁闷，上学的第一天正好是两洋文化祭的最后一天，我又要去办外国人登陆证、银行卡，于是最期待的文化
祭就错过了……今天也算是补上啦。

最震撼的是，那个哥哥。。在他们班的节目里。。男扮女装了∑( ° △ °|||)︴超短裙+黑丝啊。。。我被震慑到了……

陳　暁悦的日记



梦·车站·路·家

2011.10.03

今天本来打算回宿舍那点衣服的，因为渐渐降温了，寄宿家庭又在山附近。但像我这种绝对没法一整天不出门的人，当然不会只是回宿舍一趟= =。我顺便（哪里是顺便。。明明
绕了好远的路。。。）去了京都站附近。

↑↑京都剧场↑↑

↑↑↑京都站↑↑↑

今天的天气不知道是算好算坏。大片大片的乌云背后偶尔露出的天空，又像晴天一样湛蓝。我像走在梦里一样。一会儿觉得这条路像三山街，往前走走就到水游城了…一会儿觉得那
条路像新街口……明明知道只是觉得“像”而已，但还是莫名其妙地激动。。过一会儿又是忽然一阵清醒，发现那都是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我还是在那个完全陌生的城市里，然后，
举足无措。。。

就这样一片混乱下，我捧着地图走错了无数次路……坐反了一次地铁……下错了一次站…………

↑↑某次迷路中发现的京都塔↓↓

陳　暁悦的日记



前几天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坐在阪急上，不知道自己是要去哪儿。忽然听见报站：“珠江路，糖果车站到了……”

到家了啊…………

我回家了……



尴尬……

2011.10.04

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些小尴尬。。

这个寄宿家庭是个很特别的家庭，现在这里除了我之外还住着两个美国女生，一个泰国女生，一个马来西亚女生。昨天晚上，大家在一起看电视，寄宿家庭的妈妈给大家解说节目的
内容，其实我没大明白那个节目是说什么的…只是忽然就提到了“にせもの”、、「偽物、知っていますか？中国、あっ、陳さんは知ってるでしょう。中国はいつも売っています
ね、日本はだめですよ……」

突然被点名我就已经被吓了一跳了，再听到后面的话。。我顿时就懵了。。虽然有很多人告诉过我，在这里会遇到这样的尴尬，但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话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而且还
是在世界各地的这么多留学生面前。那个妈妈说这些话的时候也许很是无意，在我听来却太尴尬了，很想解释，但是思维像凝固了一样，什么都说不出来，最后干脆躲回房间去
了………

【这个这个。。我尴尬得都不知道怎么写结尾了。。总之。。呃。。就是这样= =。。。】

陳　暁悦的日记



博物馆×3→京都文化博物馆

2011.10.08

今天原本是打算去寻找漫画博物馆的，为了省钱…我下了公交车没有转地铁，而是多走了一站路………但是事实证明这一站路没有白走。。为此我又多去两个博物
馆。。。是的。。今天是博物馆之行。。。

之前有一篇日记里提到过京都文化博物馆，当时没有去，但是老师都在评论里说一定要去看看，所以今天就特地再次前往了。

外观↑话说这张照片好像连角度和上次都是一样的。。

进入展馆最先看见的，是三块大屏幕，在滚动播放古画里的京都旧貌。

室町时代↑

江户时代↓

陳　暁悦的日记



室町时代后期的《源氏物语》抄本↑↑

京都出土的中国制白瓷↑

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忽然想说，京都是这里离家最近的地方。。。

日本的古代书画↑

 

第二个展区是现代艺术方面的

就像这样↑↑。。

我对绘画什么的是完全一窍不通。。面对这些作品，我的评论只限于“好漂亮啊！”和“真的好漂亮啊！！”…………所以看见其他人都在用艺术家的眼光欣赏，我也不好意思拍照
了……【有一个阿姨，站在一块一片粉红什么花纹都没有的布前面看了五分钟= =。。。我顿时感到自己真是太无知了……】

不过，那些画、雕塑，是真的好漂亮啊………

 



 

预告：下一站，京都传统工艺馆。



博物馆×3→京都传统工艺馆

2011.10.08

第二站，传统工艺馆。

绕出（绕了好久= =）刚才的小巷子，走回四条，对面就是传统工艺馆。

人形↑↑

这里的人就要少多了。门口的爷爷说，一至三楼的工艺品只可以拍全貌，不可以一件一件的拍，所以这里的照片要少一点咯。。

啊。。曝光过度了。。。这是在瓷碗上绘画……

【这样是不是很失礼(⊙ ⊙!)。。。但是好像把人家的脸发上来也不对。。。。】

陳　暁悦的日记



四楼是建筑方面的，有很多城市或建筑构想的模型。

 

我的中文表达真是愈发苍白了……为什么这么好玩的两个博物馆被我写的这么无趣………T.T……

 

下一站：终点站，漫画博物馆~o(>▽<)o~



博物馆×3→京都国际漫画博物馆

2011.10.08

我错了…我的日志连20篇都没写到……但是因为篇篇都带照片所以挤进前三了………真是不好意思…………秋假过了我的校园生活就开始了……………到时候我一定好好写
日志。。绝对不会再是游记了。。抱歉！！>.<

 

走了一上午，总算是到达最初想要去的漫画博物馆了。

漫画墙↑↑

据说京都是日本漫画的发祥地。这座漫画博物馆一共有四层，所有的走廊都有这样的漫画墙，可以想象收藏了多少漫画书……一楼(不能拍

照T.T)还展出了第一部把我迷的昏天黑地的漫画《网球王子》的声优签名、原画集……当然，还有各种著名漫画的周边，火影、死神、海
贼、宫崎骏的诸多作品………太兴奋了！！

阅读漫画的人群随处可见。走廊里、台阶上，所有人都是捧着一本漫画，身边放着一摞漫画……

陳　暁悦的日记



连室外的草地上都是。。。

 

话说，这座博物馆是一所小学改建的，而且是那所小学搬进了新校舍后废弃的建筑，用来改建的。。虽然说是改建，可是层高那么高，
地板看起来那么华丽，这个小学也太豪华了吧………我想看看他们的新校舍= =。。。



纠结的一个月。。

2011.10.09

我大概是这里最倒霉的一个了……

上学的第一天，正好是文化祭的最后一天。但是我要去办银行卡，外国人登陆证，于是文化祭就这么错过了……

第二天，才意识到，老师说的“日本的同学都在新西兰，中国的同学都在上海”是什么意思。。班里只有三个同学，还都是男生，并且这个状况将要保持一个月……

日记里，大家都在写寄宿家庭、学校生活，只有我像是来京都深度游一样……除了观光照还是观光照。。

平时和我说话的都是中国人，只有和老师交流的时候会用到日语。看见大家的日语都在进步，我只能天天窝在宿舍里背单词、背语法= =。。

这样不行啊。。

后天就要去见到新同学了。

我大概是焦虑过度了= =。。。现在就已经紧张得不行了。。之前一直想，同学们都来了，就能找到好朋友了吧。然后用这个来敷衍自己，在学校的时候都独来独往。。其实是我不
敢和大家说话，可是现在好像大家也都不敢和我说话。。现在想想，这一个月真是浪费了！什么都没做………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呢o(> <)o。。。

 

啊啊。。我要振作一点。。。

其实这一个月还是做了不少事情的。。

比如说三人用的宿舍被我一个人打理的还不错，虽然丁梦一直说看起来不像住的地方……（因为太空了。。）以前我是连自己房间都没收拾过的……

还有拍照。。因为一直在观光…所以一直在拍照。。以前我的那个摄像技术= =。。大概十张有九张是糊的。。现在有进步多了。。连对摄像有那么一点研究的老爸都表扬我

了。。。【这算进步吧 。。当我自我安慰吧。。。】

然后。。虽然方向感没什么进步。。离开地图哪儿都不知道。。。但是我也自己一个人拿着地图玩了很多地方。。八坂神社、昨天的三家博物馆、、都是我一个人去的~上次穿梭在

小巷里寻找手工店也是我捧着地图找到的。。。有进步有进步 。。。一个月就把京都的路大致了解了。。这是我之前怎么都没想过的。。大概南京的路我到现在都还没全熟
呢。。。。

 

啊啊。。加油吧。。现在才刚要开始呢！！怎么能丧失斗志。。Az不是会等待上帝眷顾的人啊！。。。

陳　暁悦的日记



关于课业的各种…………

2011.10.12

终于见到同学了。。。

和那么多日本同学在一间教室里呆过之后。。走在路上就不觉得那些随时有可能冲我说你好的男生很可怕了= =。。。。。。。。

于是。。真正的课程也开始了。。。。

我不知道是我之前闲太久了还是两洋真的学习抓得很紧。。。。

总之我现在很有鸭梨。。压力山大= =。。。。。

我完全低估了他们英语课的难度。。。。

明天有单词测验。。。。

范围是一本大概叫做【英语单词4500】的书里。。“民族·社会问题”到“学术方面”的四十多个词。。。。

听日语写英语。。。。

也就是说我要背四十几个很抽象英语单词和他们对应的日语 。。。。

我刚才背了“民族·社会问题”和“农业”。。。。

太崩溃了。。所以偷空上来吐槽= =。。。。

还有现代文。。。。

剪贴新闻。。然后写感想。。。。

话说我昨天还在课上当堂完成了一篇议论文。。。。

 

 

于是。。我刚见到新同学的兴奋劲已经被彻底浇灭了。。。。

今天老师问我要不要参加大家的补习。。。。

补习是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三。。补国语（日语）和英语。。补到晚上七点半。。。。。。。。。

我“犹豫”了很久。。拒绝了。。。。

我现在很后悔= =。。。。

大概最需要补习的就是我了。。。。

不行。。。。

没空吐槽了。。。。

我要去奋斗了。。。。

今后的日子里不能常发日记了。。。。

再见T.T。。。。。。。。。。

陳　暁悦的日记





最近……

2011.11.01

我大概快要有一个月没写过日记了。。。。

其实没有很忙。。。只是两天不写就再也不想写了。。。。。。人的惰性真可怕= =。。。

最近补习也开始了。。社团也开始了。。。

话说社团。。我好像第二篇日记的时候就说要开始有社团活动了。。但其实是上个星期才第一次参加的。。。我是很罕见的加入了两个社团的人。。。明显是闲到慌了。。。。

这里的舞蹈部是个新成立的社团。。。没有一大群女生。。没有超大的镜子= =。。。加上我只有八个人。。。。。。。没有指导老师。。所以也没有训练场地。。。大家是在柔道
部和游泳部之间的走廊里。。对着玻璃看着模糊的影子跳的。。。。好辛酸。。。。。。。。

但这都不足矣阻碍大家对舞蹈的热爱。。。。。。现在真正令我们纠结的是。。以前一直担任着领导角色的。。教大家跳舞的男生腿受伤了。。要做手术。。但是明年二月的时候我
们要在京都ドーム舞蹈发表。。于是编舞等等问题就要由大家分摊了。。。现在一切都还毫无头绪。。。。

 

 

话说今天回来的时候在信箱里发现了这个↓↓↓

管理人爷爷送给我的点心~！！好感动啊。。像知道我社团活动之后已经累得不行了一样~~。。。

いただきます～

陳　暁悦的日记



光棍节&Pocky日

2011.11.11

今天大家要汉字检定，我不参加，于是，在光棍节。。不对。。今年是神棍节。。得到了半天假期= =。。。。

 

今天收到了好几个同学的Pocky。话说我当时还很纳闷，为什么他们要在光棍节送我巧克力棒 。。真是不吉利= =。。。。。。。。问了之后才知道，在日本11月11是Pockyの
日，不是庆祝单身的日子…………

 

京都的秋冬真的好冷好冷好冷 。。之前秋假时的寄宿家庭的妈妈跟我说过，京都是盆地，所以冬天非常非常冷，像北海道一样⊙ ⊙！现在看来真的是这样。。班上有不少同学感

冒了，不过我现在状态非常好 ，大家也不要感冒哦~！

陳　暁悦的日记



包裹o(°▽° )o~~

2011.11.21

今天下午收到了一个包裹。。。

猜！这是什么？！！

我的吉他到了！！！

梦寐以求的静音吉他(￣ω￣)⁄﹋因为是学校的公寓，而且这个楼隔音也不大好……更重要的是静音吉他长得帅啊啊。。。

所谓静音吉他，就是没有琴身，戴耳机听的吉他。这是拼装好的样子↑↑↑边上那些黑框都是可以拆卸的。从我第一天学吉他开始就想要yamaha的那把静音了！可是那个要六万多=
=。。。所以最后咬牙切齿地买了这把三万多的。。。。但是实物比图片上看到的要好看多了！无比兴奋中~。。。

陳　暁悦的日记



立刻恶搞了自己↑↑= =。。。

现在还弹不了，没买耳放、扩音器之类的，戴着耳机没法调音。。。。只大概调了下一弦，其他照着一弦调了一遍，还是觉得不对劲。。。

明年二月，音乐课有课内乐队发表的活动，现在就开始在准备了。我还以为我会落单的……(-。-|||)最后受到了三个同学的邀请，担任吉他手和主唱(=v=)现在开始可以在宿舍练习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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