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めいまして

2011.08.31

私は張雲銘ですが

瀋陽の東北育才学校から参りました

今度は　北海道の立命館慶祥高校に行き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張　雲銘的日记



一点感悟

2011.10.29

来了快两个月了 本来有写好的东西 还是算了吧 整理一下 

首先写一下发现的一点不同
1 部活动 这个活动确实是在中国很罕见的 昨天跟来宿舍的老师聊了一会 他对我们每天的学习时间非常惊讶 但是当我说我们没什么课外活动的时候 他也渐渐理解了 日本人的部活动
大部分学校都有 大部分部活动都不强 一个好学校 有一个部很强 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在我看来 部活动并不是传授给学生专业知识的活动 而是通过一些稍微专业的训练来教给学生一种
坚持刻苦的精神 还有一点 就是社交能力
这无疑是一种非常先进的理念 把学生走向社会时需要的能力 现在传授给他们 反观中国 在学校只注重专业知识 学生到了社会 没有任何经验和技巧 只是一味的面对各种挫折 所以父
辈铺路儿辈走 或者是高分低能 以及各种青年问题才会如此严重 
日本的部活动 大部分一周有一半的时间以上都要活动 所谓活动 像我参加的网球部就是训练  每个部活动形式都不一样 但是大部分都要集体进行 这就培养了一种集体意识 还有每天
固定的活动时间 这自然是培养时间意识 还有日本人有非常严厉的上下关系 不但表现在敬语的使用上 而且比方说我们部 每次拿球的 搬道具的 训练后清扫场地的 都是一年级的学生
二年级的学生真的就在旁边站着闲聊 部长有时候会扫两下 但大体是交给后辈去做的 这就是一种服从意识 还有部活动里 不免要有各种各样的事务 需要处理的时候 自然就锻炼了学生
的社交能力
总而言之 部活动可以看作是一种工作 所以这把学生提前带入职场 可谓先进 只把收作业 布置扫除任务这种工作交给学生做的 恐怕也就只有我们了
2 有关于日语中頭いい和まじめ
按照我们外国人字面上的翻译 前者是脑子好 后者是认真 其本质是有很大区别的 但是实际上 日本人在用这两个词的时候 表达的是同一种意思 就是认真 这可以反映两个问题 一个是
日本人更崇尚认真 也就是拙 而非巧 更注重长期努力的积累 而不是四两拨千斤的一刹 另一个问题是日本人不那么注重学习 特别是在学校的
日本人真的不愿意承认自己聪明 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国民性吧 日本缺少苹果这样有想象力的 特立独行的 勇于用智慧达到巅峰的公司 但是 从最近uniqlo的发展来看 日本不是真的缺少
创造性 而是非常羡慕有创造力的人 非常愿意跟着有创造力的人前进 于是乎 不惜把一切都交给他们 也就是缺乏一种全民性的追求智慧的精神 一种按照自然分配的比率 让真正聪明的
人和追随者都就其位 站在正确的岗位上的精神 这一点在菊与刀里也论述过 即right position 
日本人不那么逼迫学生学习 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学校 于是乎 学校给学生更多的选择 即 提供一种更大的宽容度 这也是中国所缺乏的 学校会允许学生不务正业 允许学生有个性  这是
一种牺牲平均知识水平的提高 换取全民的健全人格的战略 我们用强度极大的应试教育轻而易举的获得了全民平均知识水平的提升 却忽略了每个人更深层次的自我追求 不能不说 也
是一种失误
3 有关日本人的 劣等感和外来崇拜
劣等感这个词是日语词 中文中应该没有 有也是拿来的 这个词 我推测 是由于日本人几千年来 一直在把更先进的东西学过来 前面也提到了 很少拿出自己特有的东西 就算日本引以为
豪的国民食品 拉面 咖喱饭 也都不是日本的纯国产 所以对外来的东西有一种崇拜感 对自己的东西有一种不认同感
简单来讲（前面太严肃了）日本有着让世界称道的索尼 但是日本学生仍然认为苹果才是最合适的选择 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潮流产业 也有世界上都非常认可的品牌 年轻人也都
非常追捧 但是 他们却拥有着数量及其惊人的LV包 就连学生和普通上班族 都以有LV钱包自豪 不要说中国人只认外国名牌 其实在这一点上 日本人要比中国人凶 这种情况 不知道会不
会以索尼的walkman停产为开端恶化
我作为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本来应该处于一个较为弱势的地位上 但是在这里却大受欢迎 老师和同学都会称赞上几句 即使是非常普通的小事比如解开了一道数学题
4 日本学生虽然日常非常热情的用中文和你交流 但是却缺乏真正的深刻的文化交流
这属于个人发现 哈哈 日本人知道你是中国人之后 会很热情的跟你讲你好 然后问各种日语句子用中文怎么讲 但他们不会跟你交流文化差异 文化比较 可能是平均水平没有那么高 但
是即使是关于中国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 他们也没有什么兴趣 往往是我对五个人讲 讲到最后只有一个人出于礼貌 听我快点讲完 我觉得 出现这种情况 说明日本已经迈入了世界最先进
国家的行列 国民不需要再拼命的向外国学习 即使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 也有国家和父辈打下的根基 不需要为未来犯愁 占日本经济总额的15％的ACG（动漫 漫画和游戏）产业也应
该是这种情况的帮凶 在那之中提供给了人们过于简单的成功途径 对于现实的篡改和颠倒 也符合了日本二战后颓废的民族自豪感的需要 比如宇宙战舰大和号 比如机动战士高达 比如
叛逆的鲁鲁修 以及种种 （有兴趣的可以搜索文章    富士山上的浮云）
以上论述 很多是从老爸那教来的 很多是菊与刀上的 很多是网上看到的 但是 我也自我考证了一下 加上了一些自己的东西 但是肯定有很多地方不太公正 有失偏颇 或是年轻气盛 过于
偏激 还望指正

 

还有个事 我们心连心网站 可不可以允许我们不用一种语言写日记 有时候真的不太方便

以及 这么晚了才发一篇日记 实在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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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问题

2011.10.30

到之前的报告发表还有些时间吧

< p>然后是问题时间

1 为什么大家的昵称是XXXっち

网球部的部长冢原是ツカッチ

诸田老师是もろっち，还有很多

2 网站的有贺老师，确实用一种语言难说的情况(请务必用您选择的语言输入)感到很为难

下周开始修学旅行，去广岛，京都治。。。。。。。。。。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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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遥远的地方

2011.11.04

从遥远的地方

那个人 已经努力了吧

已经有三个月没见面了 原本就是不能见面吗

想说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过没有联系方式 /p>

总是用其他人的相册能看见的那个身姿

我不会输的，还不会结束比赛

在不同的战场

为了再见的日子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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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真麻烦

2011.11.06

这两个月间，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活动。最感到为难的不是语言，而是服装。

首先，说说前辈。之前的前辈，一年都穿着针织衫。一点都没有体验到日本的时装。

其次，说说我自己。其实非常喜欢髑髅和黑白的，但白色容易脏，所以总是穿着黑色的衣服。来到这里，就这样穿着黑色，到处转。但，周围的大家都很鲜艳，即使怎样朴素的孩
子，到周末时，也穿很时尚的衣服，很帅地去约会。我也被说不要总穿像乌鸦一样的黑哟。< /p>

但真的是没有时尚感的人哟。总是觉得黑黑的很帅。

最近，认真地读了时尚杂志。也发现了中意的衣服,但对价格很吃惊，果然，对我来说时尚只能买杂志～～～

所以，时尚真得很麻烦～～～

改变形象什么的，一年间，头发和胡须就那样的话，是绝对改变不了的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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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雪

2011.11.15

简单地说 是初雪 但，遗憾这次看不到南禅寺的红叶啊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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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居然迷上了中国摇滚

2011.11.24

都说中国摇滚很差 这句话很扯 中国摇滚不论过去现在 都有一批非常牛的乐队

当年的唐朝 超载 太极 黑豹 轮回 摩岩三杰就不用说了 不过一个进了监狱 一个进了精神病院 （其实我觉得他们俩挺正常的，还挺有思想）现在的军械所（貌似被封了） 二手玫瑰 夜
叉 新裤子 杭盖 都不错

也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日本喜欢上了中国摇滚 或许比较亲切 或许受不了日本铺天盖地的偶像吧 不过Galneryus这乐队依然是我的最爱

花有重开日 人无再少年 抓起这刀 你的青春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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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10

期末考试结束了

现代文。。。。。。

现代文。。。。。。

现代文。。。。。。

61分。。。。。。

这个 我不是故意的 我旁边那哥们57。。。。。。

模拟考试 进研模试 比例极不均衡 随便填了一个支援 庆应大学理工1 居然结果是A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以及在某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排名在一位数

总而言之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寒假的寄宿家庭定下来了 传说中的鹤居 传说中的中国人旅游经常去的地方 是啥子勒 貌似是个山村。。。。。。

張　雲銘的日记



最近的感受

2011.12.25

这个访日项目是交流项目,不过，我个人好像是喜欢去自己的世界的人。比起交流更喜欢凝视喜欢观察，变化后的自己，与从前的自己比较，从各种各样的地方学到知识，然后思
考。

在
台湾，从前国民党的时代，在小学生的笔记本上印有，「做堂々正正的中国人」。以后因为政治的原因，废止了。那不是什么的深奥的言词，是坦率易懂的言词。但是把它用作人生
的准则，却很难。

首先中国人的存在，是怎样的？有stereotype这个词，是固有印象的意思。自己一边调查那个基准，一边想成为真的中国人。约一百年前，同样是有很多中国人到日本留学的那个时
代的留学生，我很向往他们。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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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有点。。。

2012.05.02

电脑系统崩溃，前几天刚刚修好了。使用上次的时光机器是一个月前，音乐，文件，电影很多都丢失了。嘿，现在修好,不过，这个那个地提交的晚了对不起。

然后，四月的伙食费费好像没有进入,不过。因为每月有相当结余，虽然没按时吃饭,不过，现在到底是没有饭费了很紧张。

学校已经要求提交学园祭的第一次计划,不过我为了要好的结尾，拼命尽自己所能。

最后，最近迷上了书，没有办法。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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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_0

2012.06.19

测试期间

测试机关枪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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