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次见面

2011.08.31

初次见面，我是从济南外语学校来，叫张驰。请多关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張　馳的日记



SHOPPING

2011.09.10

来冲绳已经一个星期了，认识了很多朋友

今天第一次跟室友去购物

还在那霸的main place拍了大头贴

虽然很累，但是过得很开心

室友裕美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

一起看看吧

張　馳的日记



陸上大会

2011.09.15

     上周五是我就读的向阳高中陸上大会的日子，同班的同学们很早就开始期待，我也因为是来日本之后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一直兴奋不已~

     那天的天气非常热，但一点也不影响我们的心情，很多项目都是全班全员一起参加的，这是一个新的体验。虽然运动不是我的强项，但尽力跑完之后的心情是无与
伦比的舒畅，也许这就是运动的魅力吧~

     虽然最后我们的班级没有得到什么奖项，我也因为冲绳的太阳有些晒伤，但这仍是我留学生活中难忘而又快乐的一天~

     看看那天的气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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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2011.09.17

      今天，参加了进入学校的第一次考试，跟预想的一样手忙脚乱······
     考试的答题卡跟文件夹一样大，上面需要填写的内容也很多，比如姓名的汉字，片假名等等，要不是旁边的同学指导，我就要傻眼了。

      试卷也出乎我的意料，它不是一张，而是一本，一科一本，各一小时 ，完全做不完。
      面对国语的那一本试题，我无力了。

      三科考完之后，还有一门40分钟的考试，试题是问卷调查，大致是关于学习方法跟应试的。
      我在日本的第一次考试就在这些出乎意料中结束了，看来，从下周开始，要更加努力了，不然就真的被书一样的试题压死了。

      那么，下周开始，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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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动手做的章鱼烧真是美味啊~

2011.09.19

     今天是三连休的最后一天，我跟两个舍友打同学爸爸的车，一起去朋友家做客，开章鱼烧party~

     我们一行四人在路上买好了材料，到的时候朋友已经在家准备好工具，就等我们一起动手了。

     我是第一次做章鱼烧，那些工具也从没见过，在朋友的帮助下渐渐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做法，看我做的认真吧~

     章鱼烧在我们五个人的共同努力下很快出炉，热腾腾的章鱼烧配上调味料，真是美味( ⊙ o ⊙ )啊！

     今天的章鱼烧party大成功~大家合影留念~

     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在这个美丽的岛上度过了两个多星期了，这段时间里结识了很多朋友，经历了许多难忘的事，在接下来的生活中也将会发生更多更多，我也会
更用心的去体验，去感受。

     朋友们，下次，我们来包饺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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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家

2011.09.22

     今天又是平和而又美好的一天。

     住在宿舍的同学们像往常一样一起上学，一起放学，这种自然的氛围让我感到安心。

     我们已经习惯了一起在食堂用餐，一起在门口问好。「図南寮」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就是彼此的亲人。

     在今后的日子里，一起愉快的度过吧~

注：大红色衣服的我后面的是我们可爱的宿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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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特色——狮子

2011.09.28

     上周六的时候因为要跟朋友参加一个传统的节日庆祝，所以向学校申请了在外住宿一天，一路上对于我所居住的地方又有了很多新的认识。

     在冲绳，狮子是最为常见的装饰，无论是大门还是屋顶，总能看到各式各样的狮子。

     看这屋顶上也趴着一只~

     这是空手道道场门口的小狮子~

     这是朋友家的屋顶，有一队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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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的狮子装饰在冲绳还有很多很多，都具有各自的特色，也许狮子已经成为了冲绳的标志性装饰。



冲绳印象——住房特色

2011.09.30

     上次说去朋友家的路上看到了很多的狮子，其实不只是狮子，还有很多很多令我既惊奇又兴奋的事物。

     我所住的地方在冲绳岛的边上，这一带不像那霸那样繁华，更亲近与自然。站在学校的运动场上就能看到海，能清楚的看到蔚蓝的天空上白云的飘动，树木更是不
用说，入眼就是绿色。

     在这样平和的地方那一栋栋当地人的房子更像是艺术品一般。

     在转角处发现的一幢格局特别的房子。

     在茂密树木遮掩下的精致房屋，有没有让你联想到童话故事中精灵的城堡？

     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都喜爱将自己的家置于大自然中，接下来的图片都是朋友老师的家和朋友家的图片，千万不要以为是哪个公园或热带森林的照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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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人与景都是那样的自然与清新，让人不自觉的想去亲近，去感受。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每天都会是美好而又平和的。



冲绳特色——石敢當

2011.09.30

     看到标题，也许有人会很奇怪这是什么吧~我刚看到的时候也是十分疑惑，问过之后才明白这是只有在冲绳才会看到的神奇的东西。

     先看一下照片吧。

     当我跟朋友走到一个转角的时候，在一面墙的侧面的底部挂着一个牌子，上书“ 石敢當”三个字。我奇怪的问朋友，“这是谁的姓吗？好奇怪的名字啊。”朋友笑
了笑，跟我一解释，我才明白自己弄错了。

     转角处往往容易发生事故，而这块“石敢當”就像是这个转角的平安符，保佑容易发生事故的转角平平安安，每个人都可以平平安安的经过。

     虽然只是一块小小的牌子，但它寄托了冲绳人的美好祝愿，在冲绳，每一个转角都有这样一块“石敢當”，保佑着冲绳每一个转角的安全与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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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印象——十五夜祭

2011.09.30

     在跟朋友围着街道走了走之后，就回到了朋友老师的空手道馆，稍稍准备后就出发前往庆祝十五夜祭的地方。

     刚到这里就被这里热闹的气氛感染了，大家相互招呼，分发饮料跟便当，一起等待庆祝开始。

     在这样的庆祝活动中，最先登场而且登场次数最多，也是自由人气的便是狮子舞了。每当那只由两人扮的大狮子登场时，总有大家的叫好声。

     不光狮子舞，还有很多传统的表演也深受人们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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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还结识了新的朋友。

 

     仅仅是一晚上，我就充分感受到了冲绳人的热情与友好，也有幸观赏了有别于日本本土的别具特色的冲绳传统文化，如果有机会，我想我还会更多的体会冲绳的魅
力。



朋友的一家

2011.09.30

     参加完十五夜祭，我跟朋友回到了她的家，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了日本家庭的生活。

     朋友的家庭一共有七名成员，爸爸、妈妈、五个孩子。其中四个女孩一个男孩，唯一的男孩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我们回去的时候他正趴在客厅的地上呼呼大睡。

     作为独生子女，我第一次体验了一把有兄弟姐妹的感觉，大家一起围在一个餐桌上吃饭，围坐在一起聊天，最后一起躺在榻榻米上睡觉。朋友家有一间屋子专门铺
的榻榻米，并且没什么家具，我也得以睡了一次榻榻米~

     在榻榻米上美美的睡了一觉后，早上还帮着朋友爸爸上书摘果子，虽然站在梯子上的时候有些害怕，但第一摘果子的兴奋和摘到果子后的满足更令我难忘。

     告别了朋友一家，坐在回学校的车上，我和朋友还在谈论她的弟弟昨天晚上在客厅睡了一夜的事，就这样，又是平和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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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准备

2011.10.07

     前些日子有中文的发表会，一年级的学生唱中文歌曲，二年级的学生表演话剧，三年级的学生配音。我们表演的是灰姑娘，因为是中文发表会，所以大家决定穿旗
袍上······

     由于服装道具都自己准备，大家练习的时间并不充足，所以，周日大家一起到学校进行练习。

     虽然练了一上午，但大家还是觉得有点担心，只能回家好好下功夫了。为了犒劳我们，中国籍的王老师邀请我们吃饺子，有时间的同学就一起打扰了一番~

     帮老师包饺子~

     久违的中餐~

     一起为发表会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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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大家都对发表会有些紧张，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投入的练习，即使很累，但我们都乐在其中，不管发表会如何，尽全力的努力吧~



穿旗袍的灰姑娘

2011.10.07

     在大家既期待又担心的心情中，中文发表会的日子终于到了。我们要表演话剧《灰姑娘》，而且不走寻常路的要穿旗袍，所以早早就要到后台准备。

     看一年级的学生们表演得多认真。

     换上各色的旗袍，紧张的等待开场。为了缓解紧张心情，上场前拍张照片吧~

     我的角色只有一两句台词，即使这样也不免有些紧张，但没办法，看大家那么努力地表演，我也不能拖后腿，摇着扇子，抢水晶鞋的坏女人登场~

     在大家的努力下，表演很成功，在大家的掌声中谢幕~这次演出也让我们体验了一下穿旗袍表演《灰姑娘》的感觉，真是很神奇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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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练习的时候大家觉得时间很长，但真正表演完却又觉得眨眼就结束了，这短短的十分钟凝结了大家一个多月的努力，无论成功与否，它都将成为我们大家难忘
的回忆。



琉球大学的学院祭

2011.10.07

     上周日跟朋友一起去参加了琉球大学的学院祭，大家都简称为“琉大祭”。走了又长又高的上坡之后，看到了一块欢迎标牌，大家一起留影纪念~

     在偌大的校园里转了好久都没发现有几个人，正奇怪的时候，听到了一栋楼后有音乐声，转过去一看，盛况空前。中间的场地上正表演冲绳传统的舞蹈。对于第一
次参加这种场合的我来说，绝对够震撼。

    不仅有传统的舞蹈，也有现代的哦。

     之后大家一起沿着路参观起来，各种各样的店铺让人眼花缭乱。甚至不知道自己该看什么好。

     看到路边宣传的人偶跟饭团装，忍不住上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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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大家走了心里迷宫，吃遍美食周后，不一会就到了该回去的时间，临走之前拜托学长来张合影吧。

     参加了第一次的学院祭，就被那种快乐的气氛感染了，对于六月份举行的向阳祭就更期待了，到时候我们也会像大学的学长学姐们一样努力开店的，向阳高中的学
院祭，快来吧~



用餐礼仪

2011.10.07

     今天是期中考试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们期待了好久的体验用餐礼仪的日子。

     考完最后一科，稍作休整，我们就出发了，首先是找到停在学校不远处的巴士。虽然今天天气很热，当你想到一会儿可以吃到法国料理，大家立刻精神十足~

     怀着期待的心情坐上车，漫长的一路上竟没有一个人睡着，也是，美食就在不远处，兴奋着呢~

     到达宾馆，二楼是专门的大型餐厅，虽然还没有进去，但只坐在外面的沙发上等候就足够我们开心一阵了。

     真正进入到餐厅，立刻就觉得眼前一亮，纯白的桌布，足够长的餐桌，亮闪闪的餐具，跟电视剧里夸张的场面有的一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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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大家都入席后，工作人员开始讲解用餐时的礼仪，桌上的每一种餐具都有不同的用处，不同的摆放方法又代表不同的意思。虽然礼节很繁琐，但对于我们来说又
十分的新奇。看，干杯的时候杯子不可以相碰发出声响哦~

     学了各种各样西餐的吃法，也实际的吃了各种各样的料理，最后终于是我最爱的甜点了~果然，看着就有食欲~

     好好地学了一节礼仪课，又美美的吃了一餐后，我们就要回学校了，在回程的巴士上，司机大叔又给我们每人买了苹果汁~



     真是美好的一节礼仪课，物质与精神上都得到了满足~下次聚会去尝试西餐也不错哦~



难忘的生日

2011.10.07

     今天是我17岁的生日，如果不是凌晨0点的时候舍友祝贺我，我自己都要忘记了。

     今天是期中考试最后一天，也是用餐礼仪体验的日子，在这样忙碌的时候仍是接受了很多朋友的祝福，心里暖暖的。

     回程的巴士上，身边的朋友一直鬼鬼祟祟的讨论着什么，让我有种被盯上的感觉。果然，在她们可疑的一系列动作之后，突然跟我说朋友叫我到地理教室去有事。
看朋友那闪烁的眼神我就知道，我预感的事来了。

     远远地看到地理教室的门开着，里面黑漆漆一片，还有朋友的身影来来回回，还没来得及反映就被推进去了。

     一进门，窗帘顿时被打开，一室明亮，看到的是桌上写着我名字的最爱的巧克力蛋糕，听到的是朋友祝福的歌声，顿时惊得我捂住了嘴。这绝对是最令我难忘且惊

喜的生日了。     

     回到宿舍，又受到了朋友学长的礼物与祝福，邮箱中更是慢慢的祝福邮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我的朋友都令我感动，能与你们相遇，是我最满足的事情。我
的17岁生日，有你们陪伴，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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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霸祭り（1）

2011.10.16

     上周跟朋友一起去了那霸，为的是体验一下冲绳传统的大型活动——「那霸祭り」。

     我们出门的时间比较早，有充足的时间在那附近好好地转一转，顺便把午餐解决。

     我们的第一站是市场，我是第一次日本的市场，但感觉上跟中国的差不多，所以并没有很吃惊。

     在路过一个店门的时候，我们一眼就被一样事物吸引了，那就是一个美丽的猪头。这个较为热闹的地方是专门买肉类跟鱼类的，拥有那个猪头的老板非常好客，拍
照时的动作也是他告诉我们的，那好像是猪的手的造型。

     这是老板，很可爱的大叔~

     这之后我们又在「国際通り」上转了转，还跟可爱的人偶合了影~

     Hello Ki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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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我们被路边的人偶吸引的时候，远处传来了喧闹的声音，原来，是「那霸祭り」之前的小型队伍正向我们靠近。

     还有冲绳的大神~

     等这热闹的队伍浩浩荡荡的走过后，我们又在附近转了转，顺便去了传说中的「古着屋」。里面的衣服都很可爱，但价格十分便宜，所以顾客很多。

     短短一个小时，我们就去了很多的地方，所以在肚子向我们抗议的时候，我们毅然决定找地方吃饭~

     因为朋友比我了解，所以由朋友推荐，据说是冲绳传统的美食，会是什么呢，期待中······





那霸祭り（2）

2011.10.18

     等到我们逛到累的时候，就由朋友带着去她常去的店解决午餐。
      左转右转，我们进入了一条很有冲绳特色的小巷，在一家名叫「沖縄そば」的店门前停了下来，到达目的地~

 

     刚一进去就有种很日式的感觉，像是动漫跟电视剧中的场景一样，坐在这样的传统的小店里吃东西一定是种新奇的体验~
      在一进店门的地方用售票机买了自己的餐劵，然后交给店员，不一会就等到了自己垂涎已久的美食，看着就有食欲~

     等心满意足的从「沖縄そば」里出来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店就在市场旁边，刚刚可能光想着美食了，都没注意到，惭愧······

 

     这之后我们又进了一家名叫「おきなわ屋」的店，有很多可爱的人偶造型。

     奥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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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子叔叔~~

     好不容易才从店里出来，有点不尽兴，索性又在店门口拜托了一位路人，帮我们拍了一张合影留念~

 

     这之后又顺便去看了看有名的点心店，幸运的碰到了同班同学，于是乎，拜托了一位美国的游客帮我们合影留念~

 

     但这位美国的游客好像觉得这样不够有创意，于是亲自指导我们又在一块宣传牌前拍了一张照片。不得不说，确实很有意思~



     时间在我们到处乱逛的时候很快过去了，终于到了「那霸祭り」要开始的时候了~不过，看看面前这一堆拥挤的人人，好像很难走过去······



那覇祭り（3）

2011.10.18

     刚往活动中心的方向上走，我们就被眼前的人吓到了······

     在我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跟着人流往前走了，一路上我们根本没办法动除了脚之外的任何部位，完全是人挤人的场面。

     终于，人流有了一个出口，我们也终于能看到前面是什么状况了。工作人员正在将一会拔河用的绳子搬运过来，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粗的绳子呢~

     等绳子就位后，工作人员们就集合，一时间，各种各样的旗子、各种各样的服装就陆续出现了。

     又过了一会，活动正式开始。先是各位代表讲话，这花了很长时间。然后就是奏乐、表演。最让人兴奋地就是一开始就升在半空的金色的球，在大家头顶上裂开，
大量的彩色气球随风飘散，顿时渲染了一片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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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之后就是传统的集体项目，拔河。以路口为分界，两边的人自成两队，由于人数众多，所以绳子也需要有很多的分支。比试开始前，大家先一起将绳子解开吧~

     等大家终于解开拔河用的绳子的时候，早已经累出一身汗，不过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比试，所以还是干劲满满。

     在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空隙抓到绳子的时候，比赛已经开始了~



     虽然只参加了一下下就因为人太多被挤出来了，还不幸的被踩了好几脚，但我们还是很开心能参加这样别开生面的活动。

     比试一共分两阶段，中间有一段休息时间。这时，一队人马在拔河得住绳索上浩浩荡荡的飘来了~

     在整整三十多分钟的努力后，比赛终于结束了，谁胜谁负已经不重要了，大家纷纷爬上绳索拍照留念。

     除此之外，据说，如果得到了拔河时使用的绳子，就能得到一年的幸福。所以，大家又都纷纷领取工作人员割下的一段段绳子，希望得到一整年的幸福。



那覇祭り（4）

2011.10.19

     拿着代表幸福的绳索，我们踏上了回去的路。由于这个路段暂时不通车，所以我们需要先搭乘叫做「モノレール」的交通工具，再跟朋友的父母碰面。

     「モノレール」是一种架在半空中的类似电车的交通工具。

     由于是第一次乘坐这种交通工具，即使是车票也觉得新鲜~

     从高处看下去，这一天到处都在举行庆祝活动，据说晚上还有烟火可以看，但因为宿舍有门限，就看不到了。

     这之后，吃过晚饭后，又跟着朋友一家去参观了另一个地方的表演，是冲绳传统的舞蹈「エイサ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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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短一天，就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也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在以后的留学生活中，一定会有更多体会，期待中~



BBQ

2011.10.19

     上周末，为了营造更好的班级氛围，我们班的同学在班主任老师的号召下，一起去老师家里BBQ~

     虽然有同学因为有事没能来，但仍然有大部分的同学一起参加了这次班级性的BBQ。

     老师的家在海边，虽然天气不是很晴朗，但仍然可以感受到海的魅力。

     因为我们来的比较早，所以主动承担了准备工作。

     老师的家很可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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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准备告一段落，就开始BBQ了~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项新的尝试，更何况，还有冲绳传统的「焼きそば」呢~

     美味的食物终于完成了，大家一起分享吧~

     等到吃饱了，我们又开始闲不住了，打网球的打网球，打羽毛球的打羽毛球，还有玩电子游戏的，真是惬意啊~

     记得为班级活动合影留念啊~



     实在是很惬意的午后，于是，童心大发的老师提议我们来做游戏~做什么游戏呢，当然是传统的多人游戏——丢手绢~

     又是一次全新的体验。每天同在一起学习生活的同学们在这次活动中又加深了了解，相信这也是老师这次的目的吧。

     就这样，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午后，我们又一次共同快乐，共同成长了。今后的日子里，也请多多关照~



茶道初体验

2011.10.20

     由于最近有很多事情要忙，所以一直没能好好的享受社团活动，今天，终于参加了茶道部的小型活动，很开心啊~

     初次体验茶道，对于那些道具十分感兴趣，同时，看那一样一样的材料，又觉得很有挑战性。

     在经过了许多的前期准备后，终于进入了实践操作的时候了。有部长在一旁演示指导，可以很清楚的学习到每一个步骤。也正因为这样，才更觉得茶道真是一个很
繁琐的过程。

     即使是往茶碗里放茶和一个简单的动作，也用很多的讲究。

     这之后还有更技术的程序，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需要用竹刷将茶打出很细小的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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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之后就是吃点心，品茶了，当然，同样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像是端茶的姿势呀，转茶碗的方向等等。

     虽然只是一次小型的活动，只是以练习为目的，但仍然可以感受到茶道的魅力，也品到了日本茶的味道。虽然不同于中国茶，但同样有自己的特色。

     期待下一次的部活动~

 



第一次的日语主持（1）

2011.10.24

     刚刚好不容易写完了，结果失手关了，现在又得重新写，郁闷~

 

     上周六是冲绳县高中生中文发表大会的日子，由于今年正好赶上我所在的向阳高中主办，我有幸体验了一次用日语主持的感觉。

     由于是本校主办，所以一切准备都得自己动手，包括会场布置等等，所以，我们一早就来学校忙活了。九点半就坐上了开往会场的校车。

     在车上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兴奋了，拿着相机不停的拍沿途的风景。

     很快，就到比赛的会场了。据说去年的会场在那霸的一个很豪华的地方，今年的会场就显得很普通了。不过内部还是很令人满意的，何况，是我们的主场，就更让
人喜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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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楼也很漂亮哦~

     时间紧迫，还是快点动手布置会场吧~

     由于是第一次做这种工作，很多事情都觉得新鲜。比如，舞台底下竟然另藏玄机~

     经过大家的努力，刚刚还空荡荡的会场立马就焕然一新了~



     劳动过后就是美好的午餐时间了~这里的便当很漂亮哦~

     吃完便当继续努力吧~下午的比赛一起加油~~

 



第一次的日语主持（2）

2011.10.24

     经过一上午的努力，会场已经成形了，等我们吃完午餐回到会场的时候，已经陆陆续续有人入场了，这更平添了一丝紧张气氛。

     我们登上了二楼的控制台~

     笑笑闹闹后就是紧张的比赛了，看着舞台上的演讲台和奖杯，选手们都一脸的严肃。

     而我也有些担心，原因是我们的主持稿是比赛当天的早上才刚刚拿到的，面对整片的敬语，跟自己刚刚天上的参赛选手的信息，只练习过几遍的我有点心虚······

     这次的主持由我跟同班的一个曾在中国生活过两年的男生担任，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互换。也就是说，那个日本男生用中文，我用日语。显然，我们虽然不紧张，但
还是很担心，不过因为可以互相帮助，所以又坦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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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乎，我们进行的很顺利，注意力就全放在选手们身上了。面对台下的对手、评委、自己的家属和其他观众，选手们显然很紧张，但仍在努力的向大家展示自己
努力的结果。

     选手们，加油吧~



第一次的日语主持（3）

2011.10.25

     由于是高中生中文发表大会，所以最高级别为中级，从低到高一共分四个级别，随着级别的升高，人数越来越少，参赛者的水平也越来越高，竞争逐渐激烈。

      终于，紧张的比赛结束了，在大家等待结果的时候，有小型的演唱会，是参赛者跟主办方参与的。还有关于中国的知识竞答，这一度活跃了现场的气氛。

     这之后就是点评与成绩公布了，首先是教授的点评，没想到作为主持的我们也被表扬了呢，很开心~

     之后就是结果发表与颁奖了，虽然有的同学因为紧张没有发挥好，但向阳高中还是拿到了近半的奖项，可以说是很令人高兴的结果~

     最后就是参与者全员的合影，这样一次难忘的回忆，一定要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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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主办方的我们，为了这次的成功也经历了很多，一起留下我们成功的瞬间吧~

     朋友们，一起努力吧~~



游北谷

2011.10.25

     发表大会结束后，按照预定，跟获得了第二名的同学一起去庆祝，所谓庆祝，就是一起去逛逛冲绳热闹的地方。

     我们的目的地是北谷，一个比那霸更加热闹好玩的地方。在沿途，我就发现了很感兴趣的雕像，我拍~

     由于比赛完已经有些晚了，就算是同学的妈妈开车去，到的时候天也已经擦黑了，不过，北谷的夜晚一样繁华。

     后来，我们又体验了一下冲绳唯一的摩天轮。

     明明买的是高中生专用票，结果票上写的是儿童票，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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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天轮上看到的夜景很漂亮哦~

     夜晚的北谷依旧热闹~路边临时搭建的小型舞台，就是年轻人们展示的地方~

     路过刚刚乘坐过的摩天轮，已经开始变化色彩了~



     因为要赶在宿舍的门限之前回去，所以这次的北谷之行比较短暂，我们在回去的路上，在南风原解决了晚餐。是美味的披萨自助哦~

     又是充实而又美好的一天，如果有机会，我想我一定还会再来北谷转一转，还有南风原，更多的了解它们的魅力。



涂鸦

2011.10.31

     上周六，收到了妈妈寄来的包裹，除了我事先告诉老妈的衣服之外，还有几件意料之外的，不过都可以接受，就是有两件白T恤，怎么看怎么不顺眼，问过之后才知
道，这是老爸买的······如果是老爸买的，就可以理解了······

     因为是两件，一摸一样，又是全白的，所以我决定自己把它变身~送了一件给室友，借来颜料，开始涂鸦~做好准备之后，虽然不知道画什么好，但还是随便就动手
了。

     舍友那边很快就完工了，是国旗啊~

     我也加把劲，很快完工~然后收拾好，把借来的东西还回去，把房间恢复整齐之后，开始用吹风机把颜料吹干~等我们的全部工序制作完成后，就是试穿展示环节~

     不要忘了把自己的名字带上~舍友的名字开头是Y，我的是C，O(∩_∩)O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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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衣服的亮点在背后，在我们的衣服后面相同的位置上，画了一个小房子，上面写着我们的房间号跟名字缩写~虽然动作有点不雅观，但衣服的特色重要~

     O(∩_∩)O哈哈~混乱而又美好的一天~虽然在宿舍呆着不出门的时间很无聊，但没事给自己找点事做还是很开心的~就像这样，给自己的生活上点色，也很让人兴奋
不是~





意外的清闲

2011.11.02

     这个月9号开始，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职场体验了，这之前，也就是昨天，11月1日，是正式工作前的会面，我们需要与各自职场的负责人确定一系列的事宜。

     由于我要去的地方是那霸有名的点心店，所以上午一上完三课时，便当都没吃几口，就跟朋友出发了。因为是朋友的妈妈开车送我们，所以我们到的时候还有些
早，在外面转悠了半天才进去的。

     也许是因为店里人太多，而我们也不需要太多的准备，所以这次的交流一共不超过5分钟，我们也乐得清闲，剩下的大好时光，去玩吧~

     在那附近转了一会儿，买了些日常用品，就准备回去了，不过，在这之前，还有必须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大头贴~人多才热闹~

     最喜欢这张，动作很帅啊~

     这张照片让我很无语······拍之前，朋友说了一声「変ちら」，然后就变成这样了，后来问过才知道，那个词的意思是「変顔」，只不过冲绳的年轻人喜欢这样说，所
以，在大家都摆奇怪的表情的时候，我的表情太过正常······

     这张没错，我的脸最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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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说了，这是在南风原拍的，南风原，我又来了~

     工作的点心店的名字~

     虽然看起来会很辛苦，大家一起加油吧~





散步到海边

2011.11.07

     星期六考了一天的试，所以昨天就是放松一下的时候了，于是，我跟室友就决定去散步，顺便去海边看一看。

     可能是考完试比较兴奋的缘故，一路上我们边看风景边唱歌，有时还稍微跑两步。

     看，路边的花开了，话说，这花好大~

     天有点阴，不过相信一会就会好~

     小汪~

     看到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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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一下~

     太阳出来了~

     各种各样的贝壳跟石头~

     我是贝壳超人~



     jump~

    

     影子~像不像眼睛~

     一起jump~

     背着壳的小虫子~开始还很害怕的，不过虫虫很温柔~



     还有漂亮的草地跟凉亭~

     玩了很久，该启程回去了，不然真的会被热死的~天气很闷啊~最后跟这里的大铃铛合张影~

     这只是一片小小的海域，是离学校最近的地方，有时间，希望能去冲绳的离岛上看看更广阔的海~



关于地震

2011.11.13

     这周三开始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职场体验，但在这之前的一天，也就是周二，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地震。

     地震来的时候，我们正在上国语课，那突如其来的震动让我意识到这可能是地震，显然，其他的同学也意识到了，一时间沉闷的课堂有些骚动。

     在我的感觉里，晃动应该持续了30秒左右，虽然不那么激烈，甚至连挂在书橱上的伞都没有掉落，但也足以让我们清楚地感到大地的晃动。

     等到房屋不再摇动，立即有同学用手机查询震度，最终确认为4度，不算大也不算小的数字。

     这之后大家很快讨论起来，老师在让大家安静一下的同时还不忘开玩笑说终于让你们不想睡觉了。

     虽然只是一场小地震，但仍让我有些体会。面对灾难，我们或许是渺小的，但即使这样，我也想勇敢的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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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上映会

2011.11.30

     很久没来写点什么了，11月是向阳高中的考试月，模拟考试连着期末考试，中间还夹着职场体验。上周终于结束了本学期的所有考试，今天开始慢慢把之前漏掉的
补回来。

     有贺老师，让您担心了~

     11月我们有一次CM学习课，我也记不得是几号的事了，总之在那天我又学到了很多很多。

     上午，有一位从东京专门赶来的专业CM制作人给我们介绍了关于CM的很多常识，我们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短短30秒的CM竟然有这么多的制作程序，有这么多的
工作人员在幕后构思设计。

     之后我们也要现场体验CM的设计，虽然知道会很难，但打进仍是很期待，一起加油吧~

     推荐的产品是ABC巧克力，特点是甜，非常甜。大致了解了产品的信息后，在老师的引导下，我们开始为ABC巧克力写广告词，要求简洁明了，让人印象深刻，于
是，小组内开始讨论。

     最终，在众多的广告词中选出一个最具特色的，开始设计CM，由于是小组成员来表演，所以表现形式以及创意方面都需要切实可行又吸引观众，这真的难坏了我
们。冥思苦想后终于敲定了方案，真正为表演练习起来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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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是表演时间，看到大家的CM，我们都很为对方的构思感到惊叹，虽然是同样的产品，但不同小组演绎的是完全不同的想法与观点，气氛一度很活跃。

     上午是为了让我们熟悉CM而展开的讲解与体验，下午才是制作真正的CM，需要使用电脑与专业的制作软件来进行，主题是身边有魅力的人。为了这次的CM制
作，我们从很早之前就开始取材，也邀请了CM的主人公来观看我们的上映会，这让我们有点紧张，不管怎样，还是一样加油吧~

     虽然我们有很多的素材，照片音乐文字，但真正把自己取得的信息整合为30秒的CM的时候，又是一个难题。终于，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赶在上映会开始之前完
成了自己的作品。

     来参加上映会的人有很多，这让担任主持的我有点心虚，不过一旦开始了，就什么都忘了，看着大家跟自己制作的CM受到大家的赞扬，我们都有一种满足感。



     上映会结束之后，很多人都要求我们继续制作续篇，我们也有些意犹未尽，也许CM的魅力就在这里吧。

     忙碌而又充实的一天就这样度过了，即使我们都累到一回宿舍倒头就睡的地步，但仍是满足而又快乐的。



职场体验

2011.12.06

    11月9号到11号是高二学生的职场体验，我们按照事前访问时说好的时间出发，结果一路畅通，导致我们到的时候还太早，于是就在门口转了一下。顺便跟点心店
门口的大模型，招牌商品「べにいもタルト」合张影~

    第一天，我们需要做很多准备，比如领取工作服，了解点心店的大致情况以及熟悉各种人气商品，学习待客礼仪等等。跟着我们的点心店的老师，我们一起重复了
几遍问候的敬语以及标准的行李姿势，工作正式开始。我跟同学一共三人各自负责了一款人气点心，主要就是介绍特色，回答客人的问题，以及推荐试吃。因为客人实
在是太多，又没有经验，刚开始有些手忙脚乱，还好一会就适应了，也渐渐熟悉了自己的工作，下午就可以很熟练的行李问候以及介绍产品了。早上9点到下午3点，
除去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我们整整站了5个小时，虽然很充实很开心，但也很累~

   第二天跟第一天一样，只不过我们负责的点心互换了一下。也许已经适应了，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并没有像第一天一样那么疲惫，而是很有兴致的边吃点心店的冰
淇淋，便去找在附近工作的同学回合去了~又是开心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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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我们突然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三天时间仿佛一转眼就过了，听着一起工作的老师们说“你们走了就无聊了”的时候，我们更是感动。临走时，
我们恋恋不舍的在员工休息室穿着工作服拍了职场体验的最后一张照片。

   在帮我们填完体验手册之后，我们还从店长那里得到了一袋点心，开心啊~

   为了庆祝我们顺利完成职场体验，跟舍友开了一个小型的「お菓子パーティー」，这是大家的习惯，估计女生宿舍的每个房间都会这样。



     职场体验结束了，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虽然会觉得遗憾，但是这三天会成为我们宝贵的回忆，以后也要加油啊~



卡拉OK大赛

2011.12.06

     期末考试结束的那一周周六，有一个卡拉OK大赛，要求是如果参加者是日本人，演唱歌曲就必须是中文歌曲，如果是其他国家的参加者，就要演唱日语歌曲。很惭
愧的，虽然五音不全，但我还是拉着中文老师一起报名参加了，不为得奖，就是想娱乐一下。

     本以为报了名就可以直接参加，结果在大赛开始一周前的星期日，接到通知说有预赛，所以我们就慌慌忙忙的跑去参加，是在某个卡拉OK的包间里，于是，我来日
本之后第一次感受了卡拉OK的气氛。

     预赛其实就是选歌，在报的两首曲目中挑选一首做为正式曲目，再就是选手之间碰个面。预赛结束后就是漫长的为期一周的期末考试，之后接着就是正式的比赛
了，会场是个新建的公民馆，感觉很不错~

     公民馆后面也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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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加油吧~

     我们也要加油~

     会场内部也很气派。

     休息室也很大，有可以看到舞台情况的电视，墙面几乎全是镜子，镜子周围有很多圆圆的灯围着，很专业的气氛。



     比赛开始之前的等待很漫长，但真的开始了，又觉得一下就过去了，虽然没得到什么奖项，但参赛者都有奖品，包得很可爱，是什么呢？

     答案是水杯~因为生日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很可爱的水杯，所以就把这个送给舍友了。又是充实而又美好的一天~



玉泉洞（上）

2011.12.06

     上周六，为了做个调查，我跟同学一行五人去了「沖縄ワールド」，说是调查，其实玩的时间比较多，惭愧啊~

     还没进门呢，就看到熟人了，谁啊？大狮子~

     买了门票，刚一进门，又见熟人，谁啊？还是大狮子~

     这里的花也很漂亮~

     第一站——玉泉洞。

張　馳的日记



     下了一段楼梯，入口就出现了，一股又热又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

     进入之后，是一段走廊，周围有些装饰跟介绍，仔细一看，还是熟人，谁啊？不说也知道了吧~

     走廊尽头是向下的楼梯，这里湿气更甚，因为我们更靠近目标了。

     果然，楼梯的下面就是我们的目的地——钟乳洞。



     看到照片中的一个蓝色的圆点了吗，那是从上面的钟乳石上滴下来的水滴，有的地方跟下雨一样密集，我们早就被砸到好几次了~



     走累了还有休息的地方哦~

     还有水流哦~



     这些已经长到走道里面了。

     化石~



     还有酒窖哦~



     各种可以在这生存的动物~

     这个钟乳洞几乎占据了地下，我们边看边玩，竟走了一个多小时。出口是长长电梯，终于又看到光了。



玉泉洞（下）

2011.12.06

    出了玉泉洞，我们走走停停，又发现了好玩的东西。看玻璃盒里那黑黑的东西长得不怎么样，凑近了闻一闻的话，有冰麒麟的甜味哦~

     之后又沿着路标转了转，有很多体验的项目，这里好像是叫做王国村。

     烤玻璃的温度很高，只是站在远处就觉得难受。

     纪念品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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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果馒头，虽然有点甜，不过还是很好吃的~

     午餐我们准备在外面吃，但这附近没什么餐厅之类的，于是我们听从了朋友的建议，沿着路往右走，说是有一家很好吃的店，谁知一走就是一公里，累死了。不过
小店的气氛很好，东西也不错，算是没有白走这么多路。不过回去又是难题了~哎，走吧~



     下午，我们一起抱着大金蛇照了张照片，大蛇很漂亮吧，也很乖哦，除了脑袋几乎不怎么动，是这里的人气商品~

     最后还体验了一下冲绳传统的琉球服装，除了头上那朵大黄花，穿着还是很舒服的~



     又是美好的一天，又更加了解了冲绳，以后一定还会有机会体验这些的。再见啦~「沖縄ワールド」~



京都（1）

2011.12.22

     前些日子，跟参加全国中文比赛的选手一起去了一趟京都（这还要感谢交流中心的老师们和向阳高中的老师们的支持O(∩_∩)O），虽然只带了两天，却留下了很多
难忘的回忆。

     这次出行是我们的中文老师跟我们三个学生一起，从飞机上到电车上，我们一直处于兴奋状态。

     行李箱也有造型~

     这里好像是关西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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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宾馆了~大堂里已经摆上了圣诞树~

     趁着办理房卡的时间，我们来摆个酷酷的造型~

     等办好房卡，把行李放在房间，就要解决晚餐的问题了。我们就进挑了一家很有京都气氛的面馆，进~



     吃的心满意足之后就要赶快休息了，第二天就是全国大赛了，加油↖(^ω^)↗

    



京都（2）

2011.12.22

     第二天早早起床，准备完毕后就跟大家一起去享受早餐，对于日本宾馆的早餐是否跟中国的一样，我很有兴趣~

     下午就是正式比赛了，朋友们，加油~

     比赛地，京都外国语大学。

     经过紧张的比赛，我的朋友分别获得了初级部的第一名跟中级部的第四名，很好的成绩，付出的努力是有回报的，恭喜~

     比赛后的交流会气氛很融洽~

     美食也很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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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我们吃的也很尽兴~

     交流会结束后还有一个小型的party，不过由于我们还要去岚山公园看一看，只能放弃参加了。

     晚上的岚山公园气氛很美，因此很有人气。



     顺便一说，拍照之前我一直带着手套跟保暖口罩，也许是在温暖的冲绳呆惯了，一时间接受不了京都的温度。

     随人流走过桥，又走了一段路，我们就进入了竹林。





     最后到小神社里拜一拜，祈一下福。

     走出神社之后才从朋友那里得知，我祈福时的手势错了，在日本，是两手伸直，先拍一下，拍手声越大越好，然后两手心相对，闭目祈祷。没想到小小的动作还有
这么大的学问，又学到了很多啊~

     明天就要回冲绳了，我们只有一上午的时间观光，要早休息，明天据说要走很多路。明天也要尽情享受~

 



京都（3）

2011.12.22

     在京都的最后半天，我们的计划是去三个地方，金阁寺、清水寺、跟三十三间堂。本以为来不及逛那么多，结果是我们不仅都去了，还玩的很悠闲。

     第一站，金阁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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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京都，必须要体验一下京都的茶道，更何况是在如此适宜的气氛下。



     这之后就要买点有名的点心回去了~

     第二站，三十三间堂。

     由于是国宝级的物品，所以堂内不允许拍照，我们只能在外围照一下。另外，我觉得那里的拖鞋很有趣。



     最后一站，清水寺。



 

     不愧是京都，到哪都是一片和风。



     还意外的碰到了龙猫~

     玩够了，该考虑午餐跟回家的问题了。结果，突发情况不断啊，我们的回程之路，很坎坷。



京都（4）

2011.12.23

     玩了整整一上午，就在我们准备找张合影结束今天的旅程的时候，悲剧发生了。陪伴我四个多月的留学生活的相机掉在地上，壮烈牺牲了~~~~(>_<)~~~~ 没办
法，只能回去再说。接下来的照片就都是朋友拍的了。

     回去之前先是解决午餐，于是我们又是就近找了一家面馆（话说京都的面馆很多），开吃~

     之后我们坐地铁的时候，又出问题了。进了地铁站，马上就要上车的时候，有人的地铁票不见了，没票就出不去，所以又返回去找，还好在地上发现了那张票。

     之后我们到达关西机场的时候，朋友的机票找不到了，在行李箱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还好用身份证可以查询，登机不是问题，这让大家都松了口气。

     虽然回到宿舍的时候已经11点多了，第二天还是星期一，但我还是很满足，短短两天的时间虽然没办法走遍京都，但仍是让我对这个城市有了一点点的了解，这也
很让人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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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音乐会

2011.12.23

     圣诞节在日本很有人气，几乎到处都能感受到圣诞节的气氛。班里也组织了很多活动，比如シークレットサンタ、圣诞联欢之类的活动，让我们的圣诞节充满惊
喜。

     从我们的圣诞老人那里得到的礼物~

     圣诞节除了这些惊喜，还有惊吓，那就是我们原本准备在宿舍的圣诞联欢时表演的合奏被邀请参加校内的圣诞音乐会。在宿舍表演的话我们还有时间练习，观众也
不是很多，如果在学校演出的话，只有两天准备时间，而且谁都能看，这很让人心虚又紧张。

     作为初次表演的留念，本想用那个花了我两个月生活费的新相机照些照片的，结果忘带了，郁闷。只能拜托朋友帮忙了。

     这是演出前15分钟时的照片，我们虽然在笑，但心里绝对不是那么平静的。

     第一个节目是吹奏乐部，大家很认真的在表演。

     之后就是我们上场了，不管怎么做深呼吸，还是紧张。不过既然接了这个任务，临阵脱逃是不行的，硬着头皮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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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算是结束了三首歌曲的演奏，我们也舒了口气，虽然心里还是有点紧张，不过演出成功后的喜悦已经盖过了一切。

     演出成功~

     我们三个也是虚惊一场的圆满结束任务~开心啊~下次再宿舍的联欢晚会上表演的时候也要一起加油啊~





寒假前的圣诞

2012.01.18

消失了几天，今天来补几篇日记~

    放假前的圣诞节过的很充实。

    先是跟朋友去那霸转了转，那时离圣诞节还有一段时间，但已经很有那种气氛了。穿着圣诞老人装的人们，还有拿着气球的小孩子们，无不洋溢着圣诞的欢乐氛围。

張　馳的日记



    还有很漂亮的彩灯。

    圣诞节前夕，又跟宿舍的一大帮朋友去南风原玩了一天，那天过得非常之充实。

    早早出门，先是逛一逛商店，气球和圣诞树已经随处可见了。



    等买了一些自己心仪的物品之后，已经中午了，于是，按照计划，我们走去了附近的一家烤肉店。我是第一次去，对于日本的烤肉店，有些好奇，但真正进去了，满脑子想的就
只剩下吃了。

    吃完烤肉还有一些甜品，总之是吃的非常满足~下一站是卡拉OK，环境非常好，很有气氛。



    这个卡拉OK是对战式的，唱完之后还会有评分，如果达到88分，可以免费得到一份甜品。非常令人开心的，我跟朋友合唱的一首歌曲得到了那一天唯一一个88分，于是一份美味
的冰淇淋就让我们解决了~

    放假前能有这么美好的一天，相信我的假期也会非常愉快。



宿舍的圣诞晚会

2012.01.18

宿舍的圣诞晚会是大家最期待的，终于到了那一天，圣诞晚会还没开始我们就已经兴奋起来了。

    每个年级又必须要出节目，一年级女生们是舞蹈，随着因音乐起舞的女孩子们，真青春啊~

    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漫才，虽然有些句子听不懂，但只是看表演者的表情就觉得很搞笑。

    表演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点心环节了，出了传统的饮料跟蛋糕，还有各种各样的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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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像不像红酒~

    之后就是二年级的话剧，很搞笑，大家边吃边看，十分惬意。



    欢乐的时间总是很短的，圣诞晚会很快就结束了，今天的节目很精彩，表演者们辛苦了~

    原本很愉快的心情在回到房间的时候打住了，原因是令人不愉快的东西出现了，看，壁虎在爬墙······由于我对于这些东西实在是没办法，只好请勇者们帮忙了~三个一年级的小女
生抄着家伙就上了。

    壁虎最终被赶跑了，多谢了，勇士们！





寒假——伊江岛

2012.01.19

 我的寒假要在冲绳的一个离岛，伊江岛上度过。

    从学校开车到名护，这一路从南到北，花了很长时间。

    要去伊江岛，需要坐30分钟的船， 30分钟很快，不一会儿就看到了伊江岛的码头。我在伊江岛的的寒假，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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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时开始，各种新奇的体验就开始了。先来说说伊江岛的景吧。

    寄宿家庭的爸爸妈妈首先带我来的是这里，传说战争年代保护了一千多人的洞穴。



    这是一块有趣的石头，据说女生拿起它，如果觉得重，将来会生男孩，如果觉得轻，将来会生女孩。

    这里也是一个有名的景点，叫湧出，很漂亮。



 

    这里是一片小的海滩，冲绳的沙都是白色的，据说跟珊瑚有关，在这里，跟大家找星星形状的沙。拿手在沙滩上轻轻拍两下，手上就会沾上一层薄薄的细沙，仔细找找，就会发
现星星形状的星沙~我们找到不少。



    蓝天白云~

    海浪~



    港湾~



    花园~





    伊江岛的景，美不胜收。清新，自然，是我对伊江岛的第一印象，如果是晴天，美丽的小岛会更令人向往。





水族馆

2012.02.20

     寒假的时候，跟寄宿家庭一起去到了名护的水族馆，天气虽然有点阴，但我们玩的很尽兴~补发几张照片~

     远处的那个岛就是伊江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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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厅~

     门票~

     体验区，我没胆摸那团黑乎乎的东西，光碰了碰海星就让我背脊发凉了~还是有毛的动物好摸······



     这种鱼的名字很有趣~

     这张把工作人员也照进去了~



     这个厅很壮观~

     这里也很好玩~看鱼在头上游过~



     因为要去下一个景点玩，就没等着看海豚表演，出发之前先找个地方歇歇脚，来点甜品休息一下~





大扫除

2012.02.20

     前些日子是全校大扫除，那天大家一改校服着装，全员运动装，一进班，满眼的蓝（运动装的颜色很耀眼）······

     先是把桌椅和讲台移到教室外面，然后就开始干活啦~

     那天的温度出奇的高，简直跟夏天一样，即使热得汗流浃背，我们一样该怎么玩怎么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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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除告一段落，虽然干活干的很开心，但仍然很累，大家趴桌子上就睡了。

     由劳动就有收获，我们整整一天的大扫除是有收获的！那就是班主任老师奖的一人一根冰棍~

     劳动过后心情舒畅啊~





情人节的必修课

2012.02.20

     日本的情人节有些特别之处，比如朋友之间也要送巧克力，而且大家大多是自己制作。虽然我是住校生，但还是想体验一下，于是周六就到朋友家一起制作了巧克
力跟饼干~

     制作之前要买很多材料，除了超市，还顺便跑去很多好玩的店转了一转~

     看我英勇帅气的爬梯姿势~

     浪费了些时间之后，我们赶快回家，开始准备。首先做巧克力，于是我们分工把三块明治黑巧克力切碎~

     朋友说我切的还不错，嘿嘿，有点小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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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又是很多步骤啊~光是看着还没完成的巧克力就有点流口水了~

     把巧克力放到冰箱，需要等一阵子，于是我们就开始做饼干了~经过许多努力之后，终于征服了那可恶的硬黄油，又是一番努力，饼干原料终于完成~

     把饼干放进烤箱，就开始把巧克力取出来，做成我们喜欢的形状，再滚上一层可可~



     巧克力完成之后，烤箱里的饼干也完成了~

      用包装纸包好，准备送给朋友们~

     晚上我们一起包了水饺，跟朋友一家吃了一顿美味的中式晚餐，满足的一天~





我的周末

2012.03.05

     一直觉得在宿舍的生活很闲，但每当看看照片，与朋友聊一聊近期的情况，就会发现自己一点也没闲着······

     某周末···

     又是某周末，跟同学跑去那霸吃回转寿司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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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去喝点东西~

 



     然后是大头贴~







毕业式

2012.03.05

     3月1号是毕业式，我们可爱的前辈们毕业了，之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适应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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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辈们，加油↖(^ω^)↗



传统工艺体验

2012.03.05

        上周末去到了「琉球ガラス村」，自己动手制作了玻璃制品，还体验了一下陶艺，情绪高涨啊~~~

張　馳的日记











     这一天体验了很多很多，虽然很累，但很充实~O(∩_∩)O~





三月八日是三板节

2012.03.11

      三月八日是三板节，这是我最近才知道的。在中国的妇女节，三月八号那一天，我参加了冲绳的三班教会主办的一次活动，亲身体验了一下~

      会场

      跟三板教会会长，也就是同学的爸爸合影留念~

張　馳的日记



        活动开始前的休息室，很热闹~

     活动开始前得到了作为礼物的三板~

      来参加活动的人很多，还没开始就已经来了很多的人，到最后椅子都不够用了



      作为中国留学生，开始之前让我跟大家讲了两句话。突然被拜托这件事，有点紧张

      活动正式开始，先是老师教大家打三板，方法简单，一学就会便是冲绳三板的特点，大家都很用心得学，现场气氛高涨



       

       跟穿着琉球传统服装的老师们合影

        等大家都学会了三板的基本打法，就开始正式有专业艺人表演各种民谣，全场的观众为他们用三板伴奏，场面、声音都很震撼









          最后，是大家一起跳一种简单的舞蹈，据说每次聚会活动结束后，都要一起跳这个舞，这是冲绳人的习惯



         三月八号是冲绳的三板节，我想我会记得这样一个快乐的日子，和我度过的快乐的时间



自己做的玻璃杯到手啦

2012.03.15

      上次日记中有提到去「琉球ガラス村」的事，当时只是做，玻璃杯需要一个星期，陶艺需要一个月左右的烧制时间。

      陶艺还要再等等，不过今天收到自己手工的玻璃杯的时候还是很开心很开心~

      连包装都很讨人喜欢呢~看我一层一层的拆~

      不愧是玻璃制品，盒子里面也包了好多层~

張　馳的日记



        终于看到我的杯子了， 也许是因为自己做的，怎么看怎么喜欢O(∩_∩)O~

       关于冲绳的回忆，我又多了一个载体^_^

       期待不久之后的陶艺品~



寒假——蛋糕自助~

2012.04.12

      春假过的非常充实而美好~

      跟第一个寄宿家庭的家人一起去吃蛋糕自助~

      宾馆内部~

     蛋糕自助的餐厅很有情调，还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

張　馳的日记







      蛋糕吃多了是很痛苦的。。。

      是很幸福的痛苦~吃好了才有心情玩吗~



       宾馆门前的景也很好~



        然后就是去唱歌~路上也不闲着~



       玩了一天之后晚上又闹到一两点，还拿着朋友弟弟的PSP杀了很多怪，充实啊~





春假——那霸一日游。。。

2012.04.12

     上一篇的题目貌似打成“寒假”了。。。

     跟寄宿家庭的家人们玩得很开心，之后就跟我第二个寄宿家庭的家人们见面了，很可爱的家人~

     也许觉得应该带我多玩玩，所以提出了很多方案，关于去哪，玩什么，最终决定那霸一日游~~

     看电影~

張　馳的日记



      参观传说中最大的狮子~

      逛各种店~



     最后姐姐们来接我们吃饭~

       然后回家，借DVD，晚上两个人窝在房间里边吃零食边看柯南~会发胖的说。。。



春假——我的第三个寄宿家庭

2012.04.13

      我的第三个寄宿家庭同样是非常可爱的家人~

      妈妈是花店老板，我听说的时候就觉得好适合啊~家里也有种很清新的感觉~

張　馳的日记



      家里还有只小懒猫~

      听说我没有打过保龄球，于是全家人陪着我去打第一次保龄球，一行六个人热热闹闹的玩了三局~



     之后全家人一起去唱歌，顺便解决晚餐~

     爸爸妈妈深情对唱~

      又是一个温馨的家庭~一起相处的日子，玩得很开心~



春假——滑冰~

2012.04.13

      终于，我来到了春假的最后一站，我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寄宿家庭的家里~

      家里有位非常可爱的奶奶~

      还有我非常可爱的同学~

張　馳的日记



      楼上住着朋友的阿姨一家，有两个孩子，我们经常会在一起玩各种游戏，比如人生游戏~

      提到冲绳，天气炎热是我的第一印象，所以当我听说要去滑冰的时候，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作为学生，保龄球+滑冰有优惠，所以我们先打保龄球~





       接下来就是滑冰了~







      虽然摔了一跤挺让人郁闷的，但慢慢滑的熟练了之后那种感觉还是很爽的~

      奶奶做菜很拿手，但还是经常带我们去吃披萨或是中国料理，还经常买甜点给我们~

       在我要回学校的时候，奶奶还特意跑去了很远的地方买我很喜欢的糖果给我，真是让我非常感动~

       春假飞快的就过完了，跟四个可爱的家庭一起度过了一个充实美好的假期，我圆满了O(∩_∩)O~





自己做的陶器到手啦~

2012.04.13

      上次去「琉球カラス村」的时候做了玻璃杯跟陶艺，玻璃过了两个星期就拿到了，但陶艺很费时间，需要两个月左右，本来觉得时间很长，没想到一开学就拿到了
~

張　馳的日记



       我很中意~再度圆满了~O(∩_∩)O~



远足(上)

2012.05.22

     期中考试刚刚结束，上来补几篇日记~

     先是四月份的远足~远足=趣味接力+烤肉~

張　馳的日记















 



远足（下）

2012.05.22

      切西瓜也是来海边玩的时候必须要做的~

張　馳的日记













新生欢迎大会

2012.05.22

      四月份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那就是新生欢迎大会。

      每个班要设计自己的班级T恤，然后还有排球跟特色拔河~

張　馳的日记













嘿嘿~

2012.05.22

     我跟gai第一次拍的大头贴~

張　馳的日记



 



东京——东京铁塔

2012.06.09

     最近事多，今天有点空，发点照片~

     话说，这还是黄金周的时候的呢。。。。。

張　馳的日记









东京——迪士尼乐园

2012.06.09

     最后一天去的迪士尼，刚好那天人很少，玩到不想回家~

張　馳的日记













中华街·上野动物园

2012.06.09

     还去了在横滨的中华街，又好多令人怀念的东西哦~

張　馳的日记









向陽祭——美ら舞

2012.06.22

     上周周六周日是我们学校的学院祭，过的非常充实，先看看我们学校的特色舞蹈——美ら舞吧~~浴衣的穿法也很特别哦~~

張　馳的日记











向陽祭——茶道

2012.06.22

茶道也有活动，第一次参加，很紧张~

張　馳的日记





向陽祭——鬼屋

2012.06.22

     我们班的主题是鬼屋，前期大家踊跃的出主意，效率也很高，果然进入的人尖叫声不断~人满为患啊~O(∩_∩)O哈哈~

張　馳的日记







周末~

2012.07.02

      昨天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因为我们这一帮人是第一次能聚全，所以一整天都玩得很high~

張　馳的日记



 









向阳祭——后夜祭

2012.07.05

       向阳高中的学院祭之后还有一个名叫“后夜祭”的活动，非常的有人气，那个气氛啊~~看照片吧~~

張　馳的日记







       虽然到了最后站的腿也疼，跟大家一起叫的嗓子也疼，还热了一头的汗，但是玩得非常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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