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篇日记

2011.08.31

今天是来到日本的第二天

日本给我的感觉如很多去过日本的朋友所说，很干净很舒服。是一个美丽的国度。

接下来就要开始一年的留学生活了。

希望大家顺利的度过这一年。

有所收获。

韓　業偉的日记



两周了

2011.09.15

可恶，强大如斯的我居然感冒了。

还好，身体硬朗，已经好转。

今天为止我到金沢已经两周了，我渐渐的适应了一个人的生活。刚到的那几天感觉真是特别孤独，既没有朋友在身边、也没有亲人，还好算我交际能力比较强吧，再加上篮球部的原
因，现在已经交到了不少朋友，感觉还不错，没有头几天那么孤单了。

学校里除了棒球部和陆上竞技是寸头之外基本都是长发飘飘，真后悔走之前把头发剪了。没关系再留吧。

一开始的几天听不太明白对话，语速真是快。现在还好渐渐适应了。

课程方面，学习比较轻松，没什么压力，还没有作业，只是古典和现代文听不太明白。体育课俺杯具了，俺选择了加上俺只有7个男生的足球。不用多说了...............

说的真对，一个人来日本要耐得住寂寞，哥们姐们弟们妹们HOLD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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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还是身高

2011.09.15

俺现在是辰巳丘高中篮球队的一员。

刚到学校的时候就备受关注，人们都说，这货真高。

有身高就是不一样啊，刚到不久，就好几个部邀请我，但是我还是选择了俺喜欢的篮球部。

虽然每天3、4个小时的训练让我很累，但是苦中作乐......

会渐渐适应的吧，下个月就有比赛了，篮球部的各位，希望遇见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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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 及 第一次坐出租车

2011.10.01

可恶 在一个礼拜之前的一天 不知道为什么 手机的闹铃没有响 于是乎 我悲剧的睡了懒觉 8点20起了床 不仅没有赶上7点20的公交 也错过了7点40和8点得公交 我异常冷静 于是乎我
去询问了陆上乘务员 回答很简洁给力 “出租车” 好吧 于是乎我伸手 来了一辆出租车 坐了上去 起步费是690日元 日本的交通还真是贵啊 不禁一阵肉痛加心痛 门是自动的 好先进
说完了目的地 安稳的坐着 看了看表 还好 还有15分钟 平常坐公交30分钟 应该能来得及 我这样想着 于是过了7分钟左右看到了平常的车站 只要顺着那条路上去就到了 可是车还在直
行 我以为是从别的路走呢 过了2分钟 还在直行 我慌了 问问这是去哪 司机告诉我个金沢东高校 我说是辰巳丘高校 哎 就这样 我迟到了15分钟

再次感叹 日本公共交通真贵 我去个学校要32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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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

2011.10.01

太激动了 马上我就能拥有自己的打碟机了 生活会很多姿多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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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

2011.10.01

时间很快一个月就这么过去了

没有想象中得那么轻松有意思

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熬

只是有点无聊

赴日的各位身体健康吧

学习还行 就是古典和现代文有些困难

交流中心和基金会的老师们也健康吧

我一切都在渐渐走上正轨 也有了比较好的朋友

是巴西人 叫阿历克斯

还有一位美国人 叫詹姆斯

哈哈

我期待着第二个月

我一切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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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鱼烧

2011.10.01

记不得是哪天了 反正那天真的超幸福

和寄宿家庭的家人们一起做了章鱼烧吃

味道那叫一个字 赞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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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出事儿了

2011.10.04

今天

我失去了一个第一次

那就是......

我从出生到现在一直没有经历过交通事故，

今天就经历了，不过很幸运我骑得不是自行车。

详细情况如下：

今天坐着7点40的巴士出门，

一如既往。

但是在倒数第三站（土清水口）的时候，

事情发生了，

巴士正常运行着，

突然，

左后方传来了轰隆的声音，

巴士随即停下，

巴士撞上了一位骑自行车的人。

还好，只是擦伤，

而且是侧面撞击，没什么大碍，

但是我们被迫下车，

车上全是辰巳的学生，

我们班一共25个人，

今天5、6个人休息，

车上也有五六个人，

这一下全班就少了一半，

不久警察叔叔来了，我们每个人都写下了自己的姓名、生日、住址、电话。

当警察叔叔微笑着说：“看到事情全过程的人请举手。”

我没有思考就举起了手，

于是乎我被叫了过去，

居然是录口供！！！

不应该说是了解事情概况。

我都紧张了，

弄得和犯罪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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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还好说明白了、

可悲的是今天天气回暖，

我们30多人就一直等着接应车的到来。

而且辰巳在山上，

车来的很慢，

我们就这么在烈日下站了1个多小时，

于是车来了。

到了学校，

也没有算迟到。

可惜的是交通事故不允许拍照。

没有照片了。

 



章鱼烧制作过程

2011.10.04

现在详解章鱼烧制作过程：

第一步

家里的爸爸拔电源插上，把油刷到机器上，

第二步

家里的妈妈调制主料：鸡蛋，面粉，油少许，食盐

第三步

家里的妹妹打开排烟天窗

第四步

加入主料，直到全满。这个我弄了哈哈

第五步

将大葱卷心菜切成5毫米左右的细丝，加入

第六步

将章鱼丁放到每个的中间

第七步

边缘熟了就可以翻个了

第八步

出锅

第九步

浇酱料（不知名酱油色浓汁，沙拉酱，海苔粉）

剩下的就是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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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日本文化之茶道

2011.10.05

今天晚饭过后，结束了每天规定的一个小时的电脑使用时间后，回到客厅，便看见桌子上摆着几样我没见过的东西，听寄宿家庭的妈妈说了之后才知道那是做抹茶的用具。

之后妈妈便问我要不要喝抹茶，可能会有点苦，但是是日本的正宗茶道。因为我本身也喜欢抹茶，于是我答应了，并询问了可否拍照的时候，得到了妈妈的允许。

于是开始了茶道，妈妈的神情很庄重。

先是用红色的布折叠，之后擦拭装抹茶的容器盖，加入查分之后用热水湿润刷子（由于不知何名暂称为刷子），轻轻搅动几下之后便可以喝了。

香气氤氲
的抹茶就做好了。

于是我开始了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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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以前经常吃抹茶蛋糕啥的，但是喝抹茶还是第一次，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苦涩。喝完之后，在口中留下淡淡的香气，感觉
很好。

真好喝。

 



小说什么的

2011.10.19

我的第一部中文玄幻小说《纹络》正式在起点发布，激动~~~~大家多多支持啊。

www.qidian.com

韓　業偉的日记

http://www.qidian.com/


下个礼拜 干劲满满

2011.10.21

      今天发生了一点点的不愉快，不过都已经解决了。相信和吉崎家身下的一个月的时间一定会很愉快地度过。

      前天参加了篮球部活，因为俺是中锋，就没和大家一起进行投篮训练，我估计也没进行什么投篮训练吧，只有4个人除了我。我去健身房进行了力量训练。

      一不小心就练大了。卧推20公斤的做了50个，负重25公斤顿起60个，仰卧起坐50个，负重7.5公斤仰卧起坐25个，连续弹跳单手摸高50厘米左右，5公斤哑铃每只手50个，两侧
拉伸3公斤25个，扩胸5公斤25个，30秒全速自行车坡度3.      做完这些还进行了全场5对5的比赛练习。最近体力有点提升，就是膝盖还有点疼。五对五的时候，基本上只要我在三
秒，篮板就是我的。还有过连续盖帽。

      但是因为有日子没打球了，身体有点不适应，终于在今天，两只胳膊的肱二头肌巨疼，里面像有两块石头一样。幸好贴了日本的膏药。

      相信这样持续下去一定会很好。新人大会！更多的比赛！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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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

2011.10.27

想不到，一直阳光的我也有这么一天。

前辈说的真对，一个人来日本交流要耐得住寂寞。

金沢的早晨很冷，穿着毛衣也显得单薄。

正好那天是我们班清扫，于是乎我不幸地被风吹了。

回到教室之后就开始头疼，一直昏昏沉沉的。

我知道，我又病了......哎，早知道就穿上冬季制服了。

请了假回到家之后，囫囵吞枣般吃完了寄宿家庭妈妈精心给我准备的美味便当后便躺在床上开始休息。

躺着躺着，寄宿家庭爸爸敲了两下门，便探头问：“韩君，不要紧吧？”。

我说没事，头有些疼。

之后寄宿家庭爸爸便让我好好休息，我就安然睡去。

因为很冷，我就穿着睡衣睡的，

可是睡着睡着因为太热而醒了，大概是发烧了吧。

吃了药，脱了衣服又睡了过去。

晚上，自然就醒了，看着漆黑的房间，

突然一股强烈的孤独感涌上心头，

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是最近事情比较多？还是上火了？

总之这种感觉几乎把我打倒了。

几乎是第一时间，我就打开了电脑，联系我妈，

过了15分钟，我妈上线了。

我妈的摄像头坏了，也看不见她的脸，只能听见她的声音。

说着说着，百感交集，我就哭了。

哎，没出息。

无论妈妈怎么安慰我，我还是脸上挂着难过。

妈妈便叫我好好休息。

总结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突然上火外加感情失。

于是便有了申请休息。

哎，失控的情绪让我无法面对大家。

其实我是很喜欢寄宿家庭的大家的。

到了晚饭的时间，皓一问我吃不吃饭，当时也是真的没有食欲，便没有吃。皓一还拿来了厚被，很感动。

这次完全是我自己的问题。

这样不知来源的情绪失控真的是不知道怎么用言语解释，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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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坎，给我时间，我会过去的。

相信我。

 



金沢游记

2011.10.27

利用休息时间，补上日记。

很抱歉，皓一君，现在才写。

是两个礼拜之前的周日，皓一邀请我一起在金沢游玩。

第一站是尾张町民文化馆，很可惜，没有开门。

文化馆正门。

皓一君的身影。

富有历史气息的牌匾。

由于没有开门，无奈之下只好去了旁边的老物店铺。

以前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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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有历史的物件。

前田利家可是大名人。

紧接着，我们开始往第二个目的地出发，东茶屋街。

途中路过了一个有历史的桥，一开始我还真没看出来这是一桥，因为实在是太小了。

还路过了一个古老的古董商店，三田商店。



走着我们就到了美丽的东茶屋街。很有历史气息，全是金沢名物。

怎么样拍的不错吧。

金沢果然是金沢，最有名的就是金箔了。

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东西。

第一，金城（金墙）



两眼放光中。

第二，金石头。

继续放光。

第三，吃金箔的人们，这个没法拍，但是我还是很吃惊，金箔居然能吃，以前听过一个成语叫吞金自杀，还以为金子不能吃呢，于是我问了皓一君，解答居然是装饰品，它们没有任
何味道。一想也是啊，加了金箔好漂亮不说，还能提升价格。商道啊~

带金箔的东西好多，各种装饰品，金箔卷，金箔冰激凌等等。

接下来，我们去了街上的一座寺庙，看到里面有人并写着无料体验的字样我们便走了进去，听了里面的大叔的解释，并进行了祈福。这里祈福的方式很特殊，

有一个可以转的供奉着佛像的转轮，转了就可以有好运 。我们转了，好运在哪呢~？

东茶屋街就结束了。

坐上巴士，来到下一站兼六园，看了传统艺术馆，禁止拍照啊~~~怨

本来要去兼六园里的阁楼看看，但是时间不早，便快步走到了石川县立博物馆，看了看表已经4点35了，说4点30之前最后入馆，但是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进去问了问，真的成功
了。



俺是武士。

武士装备~全是橙色品质啊~注：魔兽世界专用术语。

古代的计程车。

哎，我还真是笨蛋。

走这么点路就累了，无奈之下便坐公交回家。

今天两次公交余额不足，笑。

今天很高兴，见识了许多没见过的东西~

感谢皓一~

 



休学旅行 补1

2011.11.07

在10月22日我开始了我人生中第一次的休学旅行。

第一天我坐着雷鸟之后换乘nozomi来到了冈山。

开始了第一天的休学旅行。

由于我是留学生，因为护照和签证问题，不能参与本班的语学研修活动，英语生去澳大利亚墨尔本，中文生去中国北京大连。

而我则随着艺术生去了关西。

第一天去了冈山的大原美术馆及周边。因为大多数地方禁止拍照我索性就没拍。

各种美术的专业讲解弄得我一头雾水，冈山的桃子冰激凌和桃味点心还真是不错。可惜苦了我，我不停地再用英文和熊君交流，再用日语和别人交流，没事还翻译一下。累得不轻

啊。

这是我的好朋友，依次是村主周平，熊君，还有我。

同学说村主周平长得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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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隐退。

2011.11.08

俺被告知不能出席比赛。

只能去当个拉拉队加油。

如果别人看到本校的最高男子不上场而在边上黯然神伤的加油时一定会说教练NC。

可惜俺是留学生没法登陆县大会更没办法登陆全国大赛。

所以郑重宣布俺隐退了。

队长说没事可以过来玩。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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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

2011.11.09

请问各位交流中心的老师们

为什么我用单反拍的照片不能插入日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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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求解

2011.11.09

可恶 刚才还没问完 手抖了一下就给发表了

还有想问问日本的星巴克里如何使用免费wifi 或者无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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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来的章鱼烧第二弹

2011.11.19

很可惜啊 没有图片

网站很是不给力

6MB的传不上来啊

表示无奈

这次不光有章鱼烧 还有小虾烧

顾名思义 也就是把小虾用章鱼烧的形式做

很是好吃

还有只有爸爸认为好吃的西红柿各种烧

我也试着吃了一下 有种大海的味道

第二次做 比第一次手艺好上了不少

基本都是一次成功的

吼吼 有木有想来看我的啊 我给你们做章鱼烧吃呀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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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宴

2011.11.20

虽然是几天前的事情了，但是日本蟹子的味道仿佛一直在我嘴里徘徊一样。

日本的蟹子味道很不错，和大连的飞蟹不一样。

大连的飞蟹肉很多，蘸着蒜酱吃别有一番滋味。

而日本的蟹子，没有什么酱料吃起来也是很鲜，但是肉不多。

我一如既往的不爱吃蟹黄和蟹盖。我只吃了很多蟹腿。哟吼吼吼。美死了。

大量美图奉上。

左面的是炸猪排和不知名肉类，味道很好。

妈妈还教了我日本蟹子的吃法，成果一会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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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完美，哈哈。

传说中的蟹丼。

从天而降的蟹丼，散发着圣洁的光芒，是上帝的食物哈哈。

我感觉这个好像更完美。



吃完的蟹壳。



去拍好看的照片吧！><

2011.12.03

有贺老师有贺老师！网站不给力啊，为神马6mb的不能上传呢，搞得我每次想share我的美图的时候都会怨气四射。更过分的是，我每次出门都要带两个相机，...

虽然这事儿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是那一幕幕还犹如刚发生的一般，浮现在我的脑海。（oh！王华一体，快走红吧！）

由于我想拍好看的照片，就邀请爸爸和皓一一起去兼六园。

收拾好行装坐上了爸爸的车，出发！

去哪？ 当然是先去吃饭咯，没力气怎么去兼六园啊。

辗转间，我们选择了传说中的お好み焼き，一进门就香气爆棚，我选择了传统的中间夹炒面。

美图奉上

食欲有木有！不仅味道好，分量也很大，如此巨大的我吃完这一份都到肚子在也容不下其他东西的地步。

老板手艺很好，也很和蔼，我要照相时还摆上了pose。这家店虽然比较小只能坐五个人，但是还是感觉很温馨的。客人点完菜，老板边做便和客人聊天有说有笑。

吃饱喝足，再次出发，目的地兼六园！旁边的美术馆。

美图奉上~

哦不！忘记拍了 而且美术馆里禁止拍照。哎

我们看过各种油画和雕刻之后，便来到了兼六园。

高中生免票日，ohyeah。

果然秋天的兼六很美啊。

美图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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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小蘑菇登场

于是呢，因为我的相机不给力，没有电了，大家也累了，就打道回府了。

摄影大爱啊 哈哈





久违的日记

2012.03.24

各位好久不见，我又回来了。

开始一个人生活一个月多了，遇到了很多困难，会另外写一篇说的。

就说说今天晚上，菅原老师请我吃饭，之后我就去了旁边的超市买生活用品，天上下着不大不小的雨，我还忘记带伞，一位超市会有卖，一看结果是小学生用的，都没好意思买，我
小跑了10分钟到了车站附近。

于是乎，我迷路了。

我迷路迷得百思不得其解，为神马对面有好多亮灯的站牌，而向我住的地方的方向这一侧没有站牌。还有我有点轻微夜盲，没点灯的路牌根本看不到啊！！！！尼玛，太坑爹了。我
就顺着路一直走，看着一辆巴士从我身边缓缓驶过，我像被雷劈了一样，尼玛，感情有路牌就是没点灯。我已经走了一站地了 为毛我就没注意到，果断看到巴士停在某处，便在某
处等着下一辆车的到来，这我才刚刚到家半个小时呢。注：中间研修的作文我正在写估计还要3、4天左右吧。对不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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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神马啊....

2012.03.31

- = 老师 为神马我的日记木有发表啊......泪奔

韓　業偉的日记



美好的一天从早开始

2012.04.02

哦 亲们 俺正吃着煎蛋 准确的说是很奇怪的煎蛋

喝着咖啡 啃着面包 写着日记呢 俺要记录下这一天美好的开始

都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虽然我有时候说早期的虫子被鸟吃 但是还是要感叹早起能吃上自己做的早餐幸福感激荡啊

先不说早餐有点奇怪 意境 对吧

今天我很悲催的选错了搭配煎蛋的酱料

俺用了番茄酱 蛋黄酱 还有...还有芥末.......

味道真的很特别..很特别......

让我久久难以忘怀

不过俺木有浪费粮食 果断吞了

我的点数 我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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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那篇日记 写了好久

2012.04.02

到现在为止，中间研修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半月，但是那时候的人、事儿，就像昨天发生的一般，还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天，但是
我们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看到了许多没看到的东西，学到了许多应该学的东西，非常感动。
中间研修的主题是食育、都市和农村的交流，研修的时候我去的是宫琦和宫崎县的西都市。在西都市的农家民宿了一晚上，来体验农业。虽然仅仅只有一
晚上，但是我们小组每个人都深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深深喜欢上了朴实的「やすべえ」。
民宿家的爷爷是个很内向的人，但是脸上常常挂着微笑，让我们看了很是温暖，奶奶很热情，饭做得也非常好吃。在这两位和蔼可亲的老人的带领下，我
们学习了种植卷心菜，真想不到敦实的卷心菜的幼苗居然那么脆弱，很容易折断，这对男生是个难题，但经过努力，我们还是克服了。可能是因为手脚比
较快，还没等到摄像大叔过来活就全部干完了，之后还去了温泉，劳动之后泡一泡感觉好好。回到家等着我们的是丰盛的晚餐，妙不可言啊！虽然很难
受，但是还是离开了农家民宿，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回去看看。
时隔半年的会面，朋友们多多少少都有了不少的变化，男生多数长发飘飘，当然没那么夸张总之很长。毕竟分开了半年和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见面机会
来之不易，说的话也就多了不少，从在电车上的相会到在大阪机场的相会，伴随着的永远是笑容和无止境的话语。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永远没有嫌时间
长，但是真到了分离的那一天才觉得这五天是多么快乐，多么短暂。许多同学哭了，是啊，相聚往往很快乐，但分别总是痛苦的。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一定要充实地、圆满地完成交流活动，这样的人生也足以自豪了。各位，咱们东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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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wrong with me

2012.06.13

I have to give up, only to find themselves a wider sky, however, then the vast sky, but I don't want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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