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第一篇日记

2011.08.31

今天是到达日本的第二天。刚到日本的时候心情真的很激动。有刚刚来到异地的兴奋，也有对即将的一年的生活的期待，更多的也许是
紧张，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让我发愁的事，我的QQ用不了了，原因是我在国内设置的，登陆验证需要密码，可是在日本我无法看到，
所以这一年我应该不能和我的朋友和家人们保持联系了，真的很发愁呢，很多人都在等着我的消息，走之前说就消失一段时间，现在看
来应该是做不到了，在此对同学们表示歉意！总之这一年我会努力的，回去以后一定会让大家看到一个和原来截然不同的我！

徐　金鵬的日记



第一篇

2011.09.15

终于，又坐在电脑前，准备写日记了，上一周每一天都还很忙，也许是因为刚刚来到学校还没适应的缘故，每一天时间都很紧张，同时放学后又体验了不同的部活，很充实。

真的，仅仅一周的时间，真得有很多感触，关于寝室的，学校的，朋友的，等等，寝室里真得很严格，但是朋友们都很热情，刚来的那天就在我的屋子里进行了一次三个年级的交流
会，前辈都很和蔼，有问题的话都会尽力解释到我能明白的程度，由于刚到日本不久，对日语还不是那么敏感，很多东西听不明白。

上周是我在日本上的第一周课，印象很深，刚来的第一天是考试，总计两天的时间，答国语的时候一头雾水，答英语的时候时间紧迫，答社会和历史的时候看不明白外来语，答化学
的时候不知道答案用日语怎么说，成绩出来也是有喜有悲，接着就是上课，上的第一节课是体育，最开始很期待，但是看到内容时，真得吓倒了，倒立，滚翻，后翻，等等，对于我
的柔韧性绝对是一次挑战，既然来了，就不能退回去，上一周加上这两天的练习，还是有很大进步的，就是动作很生硬。有一点必须要说的就是国语课，上课之前就有人告诉我老师
的语速很快，我还没有什么概念，一听到老师说话，我服了，比听力的语速快N倍，第一节课只听懂了几个简单的单词，但是这几天听懂的东西多了，学的是古文，对于语法方面还
是不明白。上一周我没有在网上写日记，但是自己却在自己的本上写下了自己的感受，就一周的时间，写了很多，现在一时也写不完。

但是有一件事我绝对不会忘，就是在九月九号那天的晚上，寝室的朋友们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生日蛋糕，虽然我的生日是在十号，但是这份心意，这份友谊，这份真诚，我绝对
不会忘，这个也是我的最有意义的一次生日。那天我真的很开心。十号那天，班级的同学还集体唱了生日快乐歌，一句句生日快乐，都让我感动，这也许就是心与心的交流吧，心连
心。

寝室里不能用电脑，这个是我在共用电脑上写的，以后我应该会不时地写下身边的事和感受。

徐　金鵬的日记



陆上竞技

2011.09.24

前天开邦进行了陆上竞技，比赛比了一整天，虽然在我们学校每年也有运动会，但是，想开邦这样的，全校一起参加，比赛一整天，还是没有经历过的。

从比赛前一天就看到大家都在努力准备着，当比赛开始时，每个人都很认真，很努力，不到终点绝对不放弃。每个人到达终点时的喜悦，摔倒后站起来继续坚持，全体同学的掌声，
加油呐喊.......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全班接力的时候，各班的实力又的差距很大，当最后一名选手开始起跑时，它并不是一个人，高一的最后一棒是全班一起到达的终点，高二的最后一棒是全年级
一起跑的，而高三的最后一棒，不仅有高三，还有高一和高二的人，那个场面可谓是壮观！大家一起为选手加油，不到终点决不放弃。

我只参加了排球部的接力，和全班的接力，说到全班的接力，在国内从来没有参加过，虽然在比赛前一天，因为练习，腿有点拉伤，但是看着大家每个人都在为班级，为集体而努
力，跑的时候也就顾不上有什么感觉了。最后我们班在团体接力上取得了第一的成绩，每个人都十分开心。

一天下来，有很多感受，第一，腿很疼。第二，晒黑了一圈，局部还有点疼。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很开心，大家一起努力的这种经历，很难得。

徐　金鵬的日记



明天球技大会

2011.10.20

已经20号了啊，这一阶段每天都比较忙，但很充实。学校课程满满，放课后部活，以及为了明天排球大会的练习，同时，听前辈说，再过一周，排球部还有和其他学校的比赛，紧
张啊！前辈们个个都十分强悍，佩服。最近一段时间，对数学兴趣大增，虽然是高一，但是数学老师把高二和大学数学二次考试的书借给我，这一阵做数学做的实在有点晕。

话说回来，开邦活动是真不少，从刚来的野外学习，陆上竞技，今天体育课又进行了长跑。明天，又是一天的活动，高三学长的送别球技大会，名为“激励球技大会”，为此同学们
早就开始准备了，放学后大家在一起练习等等，。只是有一点，高一的比赛，都是和高二高三的，前辈们都是相当厉害的，这样一来高一赢的机会就很小了。但是，大家都是不这当
作是娱乐。明天可谓是困难重重，最重要的是，我不想再像陆上竞技那天那样晒伤了。本身就不白，我可不像晒得更黑。

最后又一件事项请大家帮个忙，交流的每月报告，在那里写啊，麻烦大家告诉我一下。十分感谢！

徐　金鵬的日记



球技大会

2011.10.22

昨天，进行利一天名为“激励球技大会”的三年年生送别大会。早上还是先上一节课，8：35，大家一起向球场集合，
一共九块场地也已经就位。之前本以为球网高度变成了2.15我应该能好过点，但是，本次比赛完全本着友谊第一，比
赛第二的原则，规则有跟没有一个样。这点让我有点郁闷，过网击球，触网，都不算犯规，发球也不必在底线之
后，六人的场地九个人上，不换位。其实，因为是全校参加，随意必须要考虑不会排球的人，这样一来，这么做是
绝对可以理解的。
  这次比赛，高一的对手都是高二高三的前辈，所以比赛很吃力。但是，比赛之前大家都努力练习，上午的初赛结束
后，我们班六场比赛一共赢了两场，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到了下午，有生的团队进入体育馆进行决赛，当排球布
集合的时候，就预感到下午会看到很精彩的比赛。事实也是如此，随着比赛不断进行，精彩程度也不断增加，我真
的很惊讶于前辈们的实力。高二四班，邸姚涵的班级，虽然男生比较少，老师也参加了进来，但是，女队和男女混
合一直打到了最后。每一次扣杀，拦网，都十分漂亮。我真的很佩服。
  比赛如果仅仅局限于队员们的表现的话就没什么意思了。每次比赛开始前，大家都围成一个圆，一起呐喊，为选手
加油，真的是人情绪高涨。比赛继续，圆也越来越大，最后甚至到了将近百人，大家一起呐喊，体育馆内所有人的
情绪都很高涨。比赛时，拉拉队的表现也是很有意思，这点还是以高二四班最突出，无论是比赛前的AKB模仿，还
是比赛时给选手加油时的边唱边跳，掀起体育馆内一次次高潮。同时高三比赛时，掌声呐喊声尖叫声欢呼声声声入
耳，体育馆内一直处在几乎沸腾的状态。当比赛结束时，大家拥抱的一起，一起欢呼，跳跃，庆祝胜利的来之不
易，高三的前辈，有的流下了眼泪，这最后一次在开邦的球赛，赢了。
  再后来的颁奖仪式上，也是惊喜不断，大家拿到奖状后的表现让观众们惊讶，AKB的模仿，还有我排球部队长的翻
转，又将大家的情绪推到了高潮。只不过，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比赛中途相机没电了，最后的决赛以及后来的颁奖
仪式，没有记录。原因只因为上午录了不少。
（大家帮个忙，怎么把照片传上去？每次点晚上传，就没反应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徐　金鵬的日记



久久违的日记 回忆

2012.03.13

真的是久久违的日记，先说声对不起。

话说从中间研修到现在真的发生不少事，要一一细数的话太长，简单回忆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期末考试，不久之前其他人还在准备期末考试，但是，我在回来的下一周就开始了，要说成绩，具体记不清了，但是基本就是数学英语在前，其他的就为大家做了铺
垫。在接下来就是出去吃了一顿饭，要说和谁一起，我要感谢后井老师，对亏了“萌先生”让我接触到了长城会。这是一个由学习汉语的日本人和中国人一起组织的，长城会的老师
们，汉语说得都非常非常好。现在，我已经认识了很多人，中国的，日本的。其中还有我的老乡，来自辽宁沈阳的，只不过是在20年前来的。那是长城会每个月一次聚会，去的是
中国饭店，所以，吃了不少，呵呵。接下来就是高三学长们的毕业式。我在国内的时候没参加过毕业式，这次比较兴奋，但是在坐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有点耐不住了，只是，前辈们
领毕业状，合唱，获奖表彰。终于挨到了休息，我本以为这就结束了，只是大家都没有走。“毕业式，第二部，开始！”犹如联欢一样，个个部活的视频，老师们的讲话，，，，，
笑声不断。离开会场后，教室内看不见几个人，序曲——花道。说是花道，其实是高一高二站在两旁，为高三前辈欢送，花就是之前剪的小纸片，高三前辈一路走过，纸片像雨一样

下，也不知道前辈们走完十二个班级后，头上，衣服里会留下多少纸。

（终于明白了，不是网络的原因，是电脑的原因，不知道为什么，只能传这两张，再传就没反应，抱歉）

 

这个月的第一个周日，参加了汉语角，声明，我不是为了练汉语。当天下午两点开始到四点，听老实说当天人算少的，只有二十个，遇到了很多日本人，说是汉语角但是自己的日语
也练了，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很happy的一天。

话说今天，继高校入试五连修后上了一天学让侯就是今天，又休息，这个月，还差两天就达到三天修两天的程度了。这回休息，没有一直泡在寝室，和同学出去玩了一天，卡拉
OK，那一次让我见识到了，一个同学安静外表下，有点疯狂的一面....

总之，很开心的二月，很兴奋得上半月，接下来的下半月怎么样就不知道了........春假，一周.......

徐　金鵬的日记



再会

2012.08.26

真的已经查不出来有多久没有打开日记这个页面了，那天接到老师电话的时候，这一年的很多事又重新回忆起来，不得不感慨一下，太快了，回来已经一个多月了，第七期今天也要
出发了，想着自己当时出发时的心情样貌，不禁笑了一下，变化不小.....

这一年，学到了很多，体会了很多，收获了很多。

昨天，我张罗了一次小学同学的聚会，想一想发现已经毕业五年了，大家都变了好多，我们这32人也算得上是同学吧，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在此相聚，在此温习一下，曾经的点点滴
滴...大家，都还好么？

第七期的同学们，马上就要踏上这条路，忐忑与不安都会随时间化为不舍与怀念，祝愿你们能满载而归！

徐　金鵬的日记



面对未来

2014.07.14

又一次的好久不见，又一年的赴日与回国的时节。又一次的开始对时间的流逝而感叹。2014年了，距离我那2011到2012已经时隔两年之久。我的朋友们，老师们，你很都还好么？
想一想，六期生的我们现在身处世界各地，日本，中国，美国，有在耶鲁大学进行学习深造的领导，也有在日本继续留学生活的男子们，还有在国内为了赴日而准备的我们。

    今年五月份开始，联系到了沈阳的一件武道馆，这使得我又重新练习起放下一年多的剑道，每次练习时，看着身上我那冲绳高中的道服，总会想起那一年生活的一点一滴。同时
在道馆的练习也让我认识了很多人，既丰富了我的阅历也学习到了对待生活的看法。就在上个月，日本的一位叫做香田郡秀的八段老师来中国背北京开讲习会，同时进行段位考试，
我作为馆里的一名新手，跟随大家参加了讲习会。难得的去北京的机会，到北京之后就联系了我们的倩倩同学和和蔼可亲又萌又帅的后井老师，但十分遗憾的是，由于我太过突然，
最终还是没有见到大家。（下次一定提前打招呼！）倩倩听到我练习剑道的时候说还以为我在日本交流呢，这让我再一次的回忆起我们的生活。

    这周五，第八期的同学们就要回来了吧，真的十分期待在日本生活一年的大家成长后的样子。我们学校的那三位同学，一年不见，要早些回到学校啊！

    关于第九期的面试哈，不知为何这么久才面试，从最开始的推荐，到后期与他们的交流，看着他们那么努力准备的样子总会想起我当年是不是也向大家一样。话说回来，老师
们，第八期的同学们都快要回来了，咱第九期的成绩什么时候能公布嘞，不仅他们，我也有些紧张啊，，，，，

    过去的一切都是历史，未来对于一个人才是最重要的东西。还有三个月，我就要回到那曾经让我留恋不舍的土地。11月10日，留学生统一考试。考试的日子渐渐逼近，紧张感也
渐渐增强。面对学校天天的考试，我也有些许的疲劳。但是每次想起能回到日本，或是与大家见面，还是会又继续坚持的动力的。不违背当年许下的诺言，不辜负朋友老师们的期
望。面对未来，我会努力奋斗！

    朋友们，老师们，到时我们日本相会！

徐　金鵬的日记



重逢

2014.07.24

今天看到了第八期的同学们，看到他们经历了一年的时间的学习生活，真的变化了好多。遇总的帅气，李桑的美丽那都是不用说的。更多的是感觉大家都成长了很多。一年过后，相
比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未来有了很好的规划吧，为了未来，加油把！

可能是因为要毕业了吧，最近我总会回忆起之前的很多事情。交流时的一点一滴，都浮现在眼前。今天，看到八期生的同学，我似乎有一种与多年不见的朋友重逢的喜悦。还有两周
我就要退校了，接下来我要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徐　金鵬的日记



我的努力

2014.07.28

唉，我们学校其他年级的同学都已经回家了。他们都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假期，而我们也已经开始了我们的在学校的最后两周生活。全校只有一个年级上课的的状况可是不常见，每年
也就这么一次，去年我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欢送了我的朋友们，今年会不会有人来欢送我们呢。

最近一段时间，我作为沈阳剑道协会的一个参与人员吧，在进行自己的努力。

第一，五月份，因为学校的日本文化祭遇到了正心馆的朋友们。也是从哪开始我每周到馆里进行练习。不仅学习技术，也锻炼内心。不仅放松自己，减少学习压力，也让我结交了很
多各式各样的朋友。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当然是我们的馆长了。在最近的一次与沈阳日本人教师会会长，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的谈话中，了解到了馆长（以下称老大）练习剑道的
初衷与现在的心境，目标。“练习剑道最开始是为了找一个上了年纪也能练习的运动。当时觉得剑我如果学习完剑道，可以回沈阳开馆收徒，挣钱。”“但是现在，我最开始目标早
就变了，一是现在发现那是不可能实现的，二是，当我和许多日本的老师们一起交流练习过后，我觉得他们对剑道的看法与心态是我不曾想过的。我现在，包括接下来，想把剑道在
沈阳地区的影响力扩大，让更多的人了解剑道。并且，如果以后有一天我的徒弟们在练习的时候能想到，以前有我这样一个人教过他们，就足够了。”

谈话内容还有好多，但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老大的初衷是那么的实际，而现在却是为了一个梦想而奋斗。虽然我进馆的时间还很短，但是老大为了道馆的努力与付出，我是
看在眼里的。

如今剑道协会成立了，我最为一个学生，一直在想着我怎样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帮助老大实现这个梦想。很有幸我被选作为馆内核心成员的一员，在上一次的简单交谈中，我虽然
经验太少，我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最近，在努力练习的同时也在为着馆里的算是未来吧来浸着自己的一份努力。

二，那天谈话中，有人说道“我学习剑道的初衷是为了中日的友好。为什么这么说呢，日本的文化博大精深，剑道作为一种运动蕴含这日本很多的礼仪与文化。学习一种运动，离不
开学习他的文化。还有就是要想感染身边的人，首先要做到是就是对自己的标准要很高，当自己做到了解日本，学习日本之后，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带动身边的人也了解日本。只
有当真正了解了以后，才能减少误会，增进友谊。”

又是一段很长的发言，听完时候我真的深有感触。从身边的事入手，来增进两国友谊，这不就是我最初的梦想么。

一段时间之前有位馆里的前辈跟我说了一哥想法，想举办一次遣唐使为主题的文化祭，可增进两国友谊，多交朋友。听完他的描述，我一直努力再联系我们的外交老师。虽然只是一
个翻译，我也一直在尽力做到最好，有时候也在跟自己说，我现在也许暂时只能通过这个方式来付出自己的努力，但是以后，我相信我会做得更好。

 

剑道让我结识了很多人，也改变了我很多的想法与观念，我的人生视野开阔了。

接下来，我会继续通过我的努力，来帮助老大实现他的梦想，同时也为两国的友好交流付出自己的贡献。

徐　金鵬的日记



倒计时

2014.08.21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就要回到曾经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了，日本，真的对我来说是那么特殊。

最近一段时间给自己找了一些事情，一是练车，因为曾经问过要是在日本想得到驾驶许可的话费用会很高，所以想着在国内的时候就考下来，让后到日本以后在进行考试就好了。最
近一次练车的时候，和身边的人聊到了这个话题，不出意外，得到的是很多的不理解。对于日本，国内还是要有那么多的人是那么的不了解。但是最开心的还是，通过我的解释与说
明，他们最后都是以一种恍然大悟的态度接受了我说的很多事实。

同时一聊到还有一个月就要走的时候内心不由得颤了一下，就这么走了吗？

突然间想起从日本回来之前的倒计时，每一天都是那么的珍惜，那种感觉现在想起来还是暖暖的。

回来后的两年我是怎么过的？这是我最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高二，回来后的兴奋与热血，在学校内也算做出了一些小小的贡献。高三一年，前半年仍然存留着高二的激动，后半
年则是在周周的模拟考试中度过的。每每回想起两年的时光，觉得自己收获了很多很多，无论是学习还是感情。自己有意识的开始学习，接受，身边的种种变化。觉得自己正在渐渐
的减少以前的，，嗯，应该叫做天真？幼稚？

提到这里，真的不得不感谢交流中心和老师们在那一年的照顾。见过不同的风景，真的会有不同的感悟。

还有一个月，对于未来的事，我准备好了！

徐　金鵬的日记



为了什么

2014.08.29

   今天看到了后井老师发的一条状态——八期生的归国视频。看到老师在思考着这个项目的未来的时候引起了我小小的一些思考。

   一个项目的延续需要一届又一届，不同人的努力。已经八年了，八年来不知道交流中心已经给多少中学生赴日交流的机会。也正是因为这些机会，也造就出来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赴日一年，学习到的不仅仅是日语，日本的知识，那样的硬性的东西。而是在年轻，在世界观还没有形成的时候，用我们自己的眼睛真实接触到了日本文化，让我们眼中有了我们心
中的日本，而不是听到的日本。听过有人说，没有见过世界，怎么会有世界观。这一年的交流机会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遇到的。即使现在中国的很多家庭，条件都很好，但是，我觉得
物质条件好了，精神方面的塑造至关重要。我真心的感谢交流中心的老师们在这一方面的付出。一年又一年，一届又一届，老师们送走一批又一批的学生，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学生长
大成人，老师们的付出，我们铭记于心。

   对项目的兴趣何在？我觉得不仅仅局限于这日记和网站的关注中吧。现在的我会不时的看看大家的更新，了解大家在日本的学习生活，仿佛自己也回到了那轻松快乐的时期。但
是，回来后的我们，不得不投入到学习的洪流中去。虽然我们的年级不同，地域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我们都在为着自己的梦想在努力。现在的我们可能没有当初的热
血，可能很少会说当初豪言壮语，同时我们也清楚，热血需要时间来沉淀，豪言壮语需要行动来实践。兴趣现在已经不是仅仅停留嘴上的词汇了，大家都在为着这兴趣进行着属于自
己的努力。

   有一句话，耳熟能详“少年中国”少年乃国之根本，每次想起一年的时光，在感慨时光飞逝的同时，也想过，交流事业太过艰苦，因为他看不到成绩，即使是十年，二十年。我们
也未必能做出一番事业。但是无论何时我们都会铭记，在我高中时代，曾有幸赴日学习交流，了解了日本。这一年的交流生活在我的人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那不可预测的未
来，我想说，我们都已经在路上，成功就在不远的前方。

徐　金鵬的日记



三年之约

2015.01.24

三年了，好久没见。今天有幸能见到第九期的同学们和老师。因为自己的原因，好多想说的话，没有说，请允许我将我准备的一些东西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分享。

徐　金鵬的日记



我的感受

2015.01.24

大家好，我是交流中心第六期的交流生，我叫徐金鹏，来自辽宁沈阳，现在在京都的语言学校准备考大学。今天很有幸能来到这里与大家见面。

    首先，我要恭喜大家进入了交流中心的大家庭，这是一个非常庞大又温暖的家庭，不仅仅有优秀的同学，朋友，还有非常和蔼，负责的老师们。想必大家都已经与身边的那个曾
经的陌生人变成了好朋友。虽然只有到现在只有短短半年时间，但是，这种友谊与大家那六年的同窗友谊一样重要。 我想说，大家是幸福的，在异国他乡，身边可以有这么多的小
伙伴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喜怒哀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大家来自祖国各地，现在也在日本各处学习生活。这种难得的友谊请大家时刻记在心上，不仅仅半年，或是一年，在
未来的日子里，大家都会一起走下去。我现在与我当年的战友，都还保持联系，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分在世界各地，但是由此产生的友谊却从从未因距离的拉长而淡化，而是随着时间
的流逝而更加宝贵。

另外，大家是幸运的，能在这么年轻的时候，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更宽广的世界这一年的经历，毫无疑问在大家今后的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上会有很大的帮助。有这么一句话，估计
大家都听过，没见过世界，何谈世界观。大家正值学习的最好年纪，因为自身的很多东西都没有塑成型，也是很不安定的一个时期，存在这太多的可能性。而这一年的体验，经历，
会使大家拥有一个相对不一样的世界观，或者说很有助于大家世界观的形成。

我想这应该是很多同学争取到的第一次机会，请记住，我说的是争取。大家应该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准备，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练习，才能来到这里与大家一起奋斗。但是，不知道经
历了半年，大家是否还能清楚的记得当时的点点滴滴，那么，我想问问大家，还记得当初来日本的初衷是什么么？刚刚到达一个陌生的国家，任何的事物都十分新奇。大家在学习，
成长的同时，经历的困难也是别人所无法感受到得。背后的汗水与泪水，可能只有你一个人才会懂，但是，心里一定要清楚，吃得苦，付出的努力，都不会白费，一年之后，便会得
到收获，而且，这些收获会远远超过你今日的付出。勿忘初衷，真的不是说说那么容易。生活中太多的困难与坎坷磨练我们意志的同时让也让我们失去了太多东西。此时，你若失去
了初衷，便失去了方向。大家都在听着生活不易，但是，如果你牢记你的方向，再远的路程也会变得十分美丽，十分有意义。

接下来，我想说，计划。其实现在看着大家现在的样子，我也想起了我当年留学的很多事情。不知道过了这半年，大家感觉如何，第一次离开家长生活的经历想必大家都印象深刻。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一样的经历，也会有不一样的收获。那我想问，在接下的半年年里，大家有没有什么打算。如果说前半年，是大家适应，学习，习惯，成长的半年，那么这下半
年，就应该是大家，展示，行动的半年。任何事情都是贵在坚持，一个很好的开始，并不意味着美好的结束。如果没有行动，无论你期待的是多精彩的生活，得到的也只可能是平
淡。

也许大家在赴日前都对自己的生活做了规划，不知道大家完成了多少。那好，中间研修，就是大家进行整理总结的时候，并且也是对接下来的生活做规划的时候。我不建议大家经常
保持车到山前必有路的心态，为何在出发前不用google地图做好规划呢。一个合理的规划会让事情事半功倍。不仅仅半年的生活如此，对待事情我觉得也应如此。不知道自己要做什
么的时候，只是在浪费时间。无论是要换一个不活动参加也好，或者是要多交几个朋友也好，另或是多参加一个活动。给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目标，制定一个合理的计划，这样后半

年的生活就会真正的精彩。

谈到目标，接下来就是坚持。坚持不仅仅需要毅力，还需要勇气。一次次的挫折，消耗的不仅仅是我们的锐气，同样也有我们的勇气，太多人在面对困难之时，因为了解而失去勇气
坚持。这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关于坚持的故事大家听了太多，我也不想多讲太多，现在我期待着看到大家勇气的时候。

面对未来，可能大家仍有着太多的迷惑。当时的我也曾与大家有相同的迷茫。一年的留学生活后，我虽然没有找到答案，但是，心里开始清楚一件事，就是无论如何都要走下去。未
来如何，全由现在能积累多少而定。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未来而准备着。所以不用担心未来怎样，或是应该选择怎样的未来。相比模糊的未来，我建议大家现在应该着眼现在，
想问大家，现在大家最需要的三件事觉得是什么？现在的我想说，是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如果能找到正确的三观，美好的未来也与你不远了。

说到这里，我想问问大家，觉得这次交流活动的意义在哪里？我觉得大家心中应该都有自己的答案。交流事业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大量的投入却不能在短期之内得到回报。做这件事
需要非同一般的视野与心境。很多老师，为这个事业奉献了太多，很想说一声谢谢。现在的我们也许没有能力做什么，但是，想请大家，千万不要忘了这责任的重要性。也许一年结
束之后，大家将会分散会祖国各地，继续自己的人生，不就也会在世界各地开始大学生活。关键在于，大家是否能保持一颗心，与日本同学的联系不要断，年轻人是承担未来的桥
梁。大家要保持着一颗感恩的心，不要将心连心只作为一句口号。请不要将你关心交流事业的心隐藏起来，有这份心，哪怕是一份再小的力量，汇聚起来就回成为坚不可摧的桥梁。
不要让为这项事业付出的人觉得疲惫，大家创造的未来才是老师们坚持下去的动力。

说了这么多，最后，想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不要忘了这次，大家是作为中国的代表在交流学习。学习他人文化礼仪的同时，千万要继续注意自己的言行。千万不要在这方面放松下
来。接下来谁也说不好还会有什么变化与挑战，此时就应该以不变应万变，以不变的热情与态度，来面对变化的生活。以最快的时间适应一种变化也是一种能力。

最后，祝福大家，在接下来的半年中，收获更多的友谊与成长。

徐　金鵬的日记



我的经历

2015.01.24

那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在那一年当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几件事吧。

第一，有没有同学是在日本过的生日的？让我最感动的一件事就是我的生日。本来想着，马上过生日了，但是出国了，想着今年的生日也就这么算了。九月三号我到达了我的交流地
点，冲绳。五号开始上学。刚开始的生活，可以说 没什么特别的吧，就是在不断的提问中度过的。晚上呢，就基本是一个人在寝室，看看书，收拾收拾东西。我的生日是九月初，
我生日那天，从早到晚都感觉很平常，晚上洗了澡之后也是像往常一样回到寝室。我们的寝室会有给那些自习的人打一个休息的铃，那天晚上有一个同学来找我，当时也没感觉有什
么特别，就是问问有没有习惯，问了中国什么样，也问了一些生活上的问题，聊了一会，在要打铃之前就回去了。那时的我，真的已经几乎忘了，那天是我的生日，自己一个人那还
有什么心情去为自己庆祝呢。在我还在想接下来要干什么的时候，有人敲门。打开门的一瞬间，可以说惊呆了。和我同级的所有男生们都站在门外，手里面拿的是写着我名字的生日
蛋糕。当我瞬间想起今天是我生日的时候，可以说鼻子酸了。大家进屋后，原本空荡荡的屋子瞬间变得有些拥挤，屋子里满满的人，真的是少有的热闹。大家唱生日歌的感觉，真的
可以说是特别幸福。从小到大，从没感觉到一次生日会让我感觉那么美好。在大家举杯的时候，我再一次跟大家说了一句，これから、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那是我真的是从心底
感谢他们，但是有些感情溢于言表。于是我就决心接下来一定要与大家成为好朋友。刚刚来到这里，一周，连朋友们的名字都还没有记全，突然间收到了这么一份大礼，还是很不好
意思的。那天，平时也不好意思张嘴和大家交流的我，也和大家说说笑笑到十一点。最后离开的时候，可以说是不尽兴。兴奋之余不由得心里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那种紧张的感觉
在逐渐消失，从那以后与大家不再陌生，见面打招呼，一起上下学，还有后来大家一起参与寝室活动等等。

现在想起，那天收到了礼物不仅仅是蛋糕或是点心，最贵重的是大家的热情与心意。对于一个刚刚来到这里一周的一个可以说是外国人，去为他过生日，现在想想，老师们说的心连
心也就是如此吧。不需要语言的过多交流，用行动表达自己的内心，并且将这份友谊一直保持得很好。

虽然远在异国他乡，但是想家一样温暖的感觉却不曾远离。那个生日是我最温暖的回忆。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和班级同学的故事。好像大部分学校还没有到学园祭的时候吧。真的那是特别有意思的。大家在动漫里会经常看到，各种摊位，人来人往。但是，亲身经历参
与的话，又是另一种感觉。我的学校的学园祭是在六月份，刚刚进入六月份就很明显的感觉到大家日常的讨论里多了一个话题。在这个氛围之中我对这人生第一次的学园祭是越来越
期待。直到有一天，老师宣布了举办时间，班级里瞬间热闹了起来。经过激烈的讨论投票，还有协商，最终定的是做冰激淋的模拟店。那一周，大家在为了材料，设备的事都十分忙
碌，每次下课后，都会聚在一起讨论下一步的安排。中途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我们班有男生提议女仆的问题。大家不要激动，这个女仆呢，是由男生来出，我的感觉除了惊讶还是
惊讶，大家也是蛮拼的了。我记得我当时是没有头赞成票，勇气不够啊，可惜最后民心所向，通过了。对于这个服装，就是要坚持自己做的路线。于是就开始了每天下课很多人去家
庭课教室做衣服的生活。从一块布开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这个时候我是负责把褶皱熨平的。一件衣服的成型真的逼我想想的快得太多，两天吧，一件女仆装救出来了，说实
话，一想到要穿这件衣服的时候，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衣服制作也到了最终阶段。可是这时候传来一个噩耗，学校突然间不同意男生穿裙子。听到这个消息，我的感觉并不是庆
幸可以躲过一劫，而是，大家付出了这么多，怎么能说取消就取消，那天下午，全班同学坐在一起，对这件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意见的表达不亚于一次辩论赛。那种团结真的不
是平时可以见到了。一次次与学校领导去协商，最后得到的结果是还是女生来。开始前一天，从早上开始，我就和大家从准备帐篷开始，搬运，布置，移动设备。不知不觉间一天就
这么过去了。回到寝室，只有一个想法，睡觉，这种运动量不亚于部活動。但是能喝同学一起奋斗，这时候真的感觉到大家在一起的感觉，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不管自己多累
还是想为了班级多做些什么的感觉真的特别好。那种以班级为单位这么长时间的奋斗，是我在国内没有经历过的，最后，大家收到了超过付出的回报，结束的那一刻大家脸上的除了
开心，还有不舍。

很多时候，和朋友一起奋斗的经历不需要太多，一次足够。学园祭是我最快乐的回忆。

 

说了温暖的，开心的，接下来说一说，难受的吧。大家应该都是在上高一或者高三吧，不知道大家和自己前辈的关系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在日本，前辈就是神一样的存在。我庆幸我
遇到了很多好的前辈，在学校可能除了部活動很少有能接触前辈的机会，但是在寝室就不一样了。大家天天都能见面，少不了交谈对吧，对于日语是二外的我，是不是的会说出简
体。理论上这是很容易惹前辈生气的事情，但是前辈们那时也只是一笑而过。每次在晚饭过后，总会有很多人聚在食堂门口聊天，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很多前辈，非常和蔼，
非常幽默。有的时候还会开一些小小的玩笑。除了聊天，在寝室的另一大娱乐活动就是大家聚在小广场打排球，前辈们的参加虽然会让大家小小的紧张但是都很开心。大家可能会想
这哪里是难受。我到的时候他们已经高三，很快就开始了准备考试的日子。短暂是时间，却十分快乐。当得知他们要毕业的消息的时候，那是在日本我第一次感到分别的痛苦。寝室
的毕业庆祝的时候我觉得，离开的不是前辈，而是我的好朋友。连自己也没有想到，那是我特别的伤心。看到有些后辈流泪，前辈只是笑着说，以后还会再见。没准备好在快乐的生
活中国迎接分别的到来，想来，分别总是痛苦的，可是有事不可避免的。当时的我只是沉在痛苦中而忽略了可以重逢的喜悦。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与前辈的友谊也是很特殊的，送
别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说到这，不仅仅是与前辈，老师的调配，班级的更换，还有最后的离开。一年中经历过几次分别，每一次都可是说是十分难受的回忆。但是，经过了这些感情的洗礼吧，现在的心境
变化不小，也是因为一年中经历过很多刻骨的感情波动。让我现在可以很快的调整自己，因为想家，因为和朋友分开，因为遇到困恼等等产生的不如意，太多太多，而且都是不可避
免的，这个时候我告诉自己要顶住，不能对接下来的生活有不好的影响。只有从难受中走出来才能慢慢的坚强自己的心。

 

 

徐　金鵬的日记



拜年啦

2015.02.20

祝各位同学和交流中心的老师们，过年好！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天天开心，顺顺利利度过接下来的日子。

徐　金鵬的日记



再次出发

2015.03.02

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今年我最后的应试，京都大学物理工程专业的面试结束了。有些紧张，没有想象的顺利吧。但是，全部，结束了。

到现在为止，十三年间，作为人生的一个段落，暂时结束了，不能说很优秀。还可以吧，对我来说，有些没有想到的变化。从普通的小学进入育才外语，进入二年一班，三年间，与
很好的朋友相识，很多很多，运气很好。

最感谢的是交流，一年学习了很多，教给我很多，老师们，非常感谢。真的多谢老师们，金鹏有了现在的状态。想起这一年的事，总是满怀感激。虽然很遗憾，那时的我，太年轻，
还什么都不明白。现在有很多想做的事。像后井老师说的，不留后悔。不仅仅是交流，到现在的生活，也不留遗憾地努力着。

一边成长，一边学习的时期马上要结束了，大学生活要更加更加，积极地度过过。在大学应该学习的事，不仅仅是知识技术，还有与对人生的能力和心。

今后，带着到目前为止得到的，人生再次出发！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徐　金鵬的日记



毕业式

2015.03.02

昨天是我上学的，开邦高中第27届生的毕业式。27届生是我的后辈，现在一个时期入学了，很有趣。大家，祝贺你们毕业。今后，一起努力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徐　金鵬的日记



やっとできた

2015.07.21

终于能登陆上了，因为好久没有用，竟然把自己的帐号和密码忘了，太不应该了，对此表示深深的惭愧。感谢丰川老师的帮助我才能继续登录。

不知不觉间，第九期的同学们已经回去了，很遗憾因为考试没能去参与毕业典礼，我也很想重温我当年的感动与收获。

又是一年，交流中心的老师们辛苦了，感谢您的付出才会有我们今天的发展。

总觉得大阪的中间研修还是昨天，今天大家都已经带着收获与成长回去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不得不感叹一下时间之快。

来不及感慨太多，我还有期末考试，大学第一年，没有计划的那么好，或者说很不理想。为了期末，还是要拼一拼的，最后祝福，第九期的同学们未来一切顺利，记得关心交流事业
的发展。也祝愿老师们身体健康，事事顺心！

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一年間、お疲れ様でした

徐　金鵬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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