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于来到传说中的日本啦

2012.08.29

  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看到了日本。从飞机上鸟瞰，日本就像铺在湛蓝海洋上的茸茸的绿毯。抵达成田机场，坐上开往驻地的大巴后，发现高速公路也被埋在参天大树里。夜晚的
东京，灯火辉煌，车水马龙，而我们的驻地却像乡间一般宁静，只听得到乌鸦的叫声和蝉鸣。也许，东京就是这样一个既繁华又安宁的城市吧。

夏婧芯的日记



千叶

2012.09.02

   　为期四天的东京研修，愉快而充实。体验了东京的许多事，认识了好多亲切可爱的老师，而且和其余的31个同学变得更熟了。9月1日，我们依依不舍地分别，来到了各自的住
家。

　 我寄宿家庭的爸爸妈妈亲切而热情，家里还住着一位20岁的美国留学生，是胖胖的哥哥，非常和善。还有一只可爱的白色小狗，回家的时候会往我身上扑。房子很古朴，是和氏
的。因为今天是星期天，所以妈妈带我和美国哥哥一起出去，参加了写经会，检测了河水的质量，第一次体验了回转寿司，吃了生鱼片，最后来到了妈妈的老师家里，得到了一件精
致的和服。体验了这么多事情，而且每件都那么有趣，感觉好充实。

　 明天就开学了，心里很忐忑不安。要在全校师生面前做自我介绍，还很好奇自己的同班同学到底是怎样的人。总之，加油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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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第一天

2012.09.03

    今天是上学的第一天。早上寄宿家庭的爸爸为我准备了好吃的便当，跟爸爸一起来到了学校。班级的老师同学都很热情。刚刚来到学校就交到了朋友，非常幸运。上午在全校同
学面前和一位来自美国的留学生一起做了自我介绍。有点紧张，但貌似还不错，因为结束后老师们都对我说：“Good job”。因为个子高(大概是班里最高的女生吧)，所以大扫除时
帮忙挂了窗帘。今天因为是开学第一天所以有考试。上午考英语。虽然比预想的要难，但还可以。考了单词、听力和阅读。话说阅读好有国际视野的。不懂的日语，监考的英语老师
会用英语为我解释，所以答得很顺利。午休时大家一起在教室里吃便当。大家自由地把桌子和朋友的摆在一起，很有趣。吃午饭时有好多同学将自己带来的点心分发给大家，一起享
用。这是以前不知道的呢。于是我也学着把从家里带来的饼干发给了每个人，大家都好高兴的样子。还有同学跟我说她很吃惊，因为没想到我也会这样做。吃过晚饭后，是数学的考
试。同样比预想的难啊。考的是几何。我几何本来就不好，还是初中学的内容，都忘了啊。所以数学远没有英语顺利。之后是国语的考试，因为是古日语，所以我没有参加，而是和
老师一起去订做制服。这位老师好像是副校长或者主任的样子。非常亲切和善。儿子是东大药学部的呢。好厉害的。回到学校后，班主任为我讲解了各种各样的事情，而后和我一起
到电车站办了电车和公交的通勤卡。接下来就是今天最不顺利的部分了。回家的途中因为没记好电车的名字，做错了电车。坐了两站后发现不对劲，马上坐了回去，又问了好几个
人，才找到回家的电车。下电车之后，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走了。给寄宿家庭的爸爸打了电话，正好他也在回家的路上，走到我在的地方的时候把我带回了家。比正常到
家的时间晚了四五十分钟呢。不过还好最后还是回到了家。晚上收到了交流中心后井老师的短信，很感动很受鼓舞。谢谢老师啦！在东京时一直承蒙中心老师们的照顾，非常感谢。
离开东京后一直很想老师们呢。老师们一定要多保重啊。期待下次的相逢。还有作业要写，所以先写到这啦。顺便说一句，日本的蚊子真的好毒!被咬了三个巨大的包，血红血红
的，好难受。啊，不要留疤才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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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叶一周

2012.09.09

来到千叶一周啦，在这做个总结。

首先是学校的课程。国语课现在学的是古日语。教科书上有汉语原文，幽默亲切的国语老师还让我用汉语朗诵了一小段。虽然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古日语的部分实在是太难啦，不明
白啊。体育课是分组上的，我那组学的是舞蹈和排球。大概是因为老师知道我体育不好吧，所以没把我分到田径组。实在是太好啦！世界史学的是中国古代史的部分，老师谦虚地说
我可能比他更权威。至于英语，可能因为是国际班的关系吧，同学们的英语能力真的比我想象得要高呢。老师的英语说得几乎听不出来是日本人，好厉害的。艺术课有美术、音乐、
工艺和书法可以选择。选书法课的同学很热情地邀请我一起上书法课，很感动啊。但因为我实在是对书法没有自信，所以初步决定上音乐课了。真是对不起上书法课的同学啦！9月
的音乐课学的是日本古筝。期待中~~

礼拜三的地域研究课老师没来，班主任老师就让全班同学为我做了自我介绍。没想到老师会这么为我着想，真是谢谢啦！我把同学的名字和兴趣爱好记在了小本本上，但现在还是不
太认得全。不过我会很努力的！晚上跟寄宿家庭的爸爸和美国哥哥一起到市役所去办了住址登记。可能因为是第一次，所以等了很长时间。于是大家一起聊天，很有趣。

礼拜四时夏季制服到了。善良的同学们夸我穿制服很好看，好高兴啊！放学后有茶道部的活动。同班的茶道部的同学是位热情的大美女。她很耐心地教我茶道。我说茶道很难的时
候，她会告诉我刚开始学都是这样的。很善良呢。我也很受鼓舞。

礼拜六学校休息。上午，我和寄宿家庭的妈妈一起参加了社区活动，是制作狮子手偶。我平常在家里也喜欢缝一些小东西，所以做起来很得心应手。小狮子很可爱。完成后，大家一
起合影留念。活动结束后，我受妈妈之邀，跟妈妈和妈妈的朋友以及妈妈朋友的女儿（天啊好长~~），四个人一起，驱车去了横滨的中华街。妈妈朋友的女儿上高一，是位运动系
女生。我还受邀下礼拜六到她学校参加文化祭。途经东京，看到了东京塔和天空树。横滨的中华街有很多留日华侨。跟他们用汉语打招呼，感觉很亲切。我充当了导游的角色，边走
边向他们介绍中国的种种。大家买了中国的花茶、点心，晚餐吃的是中餐。之后我们开车来到了海边。久违了大海咸咸的味道啊。海滨的夜景很美，灯火辉煌，东京的天空树和横滨
的海洋塔清晰可见。这一天，真的很充实开心。

这周就是这个样子啦。期待下周的生活~~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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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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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2012.09.14

首先，对操作失误发表了两篇一样的日记表示一下歉意。虽然有些奇怪，但我还是决定就这样放着了。

第二周的时间感觉比第一周过得快很多，一眨眼就到周五了。但这周同样有很多有趣的经历。

礼拜一的家庭基础课，大家一起到专用的教室做了白玉团子，其实就是没有馅的元宵。我和其他两位同学一组，从和面开始，制作属于我们的美味。虽然老师让我们做的团子是圆
的，但我们三个女孩子还是调皮地把团子做成了各种各样的形状。正方体啦，心形啦，小兔子啦。搞得老师经过我们的盘子很无语，只是笑。团子跟红豆沙一起吃，实在是味觉的享
受。

礼拜二的音乐课学习了日本古筝。日本古筝和中国的真的很像啊。我因为有琵琶的基础，所以上手很快。这节课还只是弹练习曲，下节课应该弹正式的曲子了吧。期待~ 下午，我和
寄宿家庭的爸爸一起去银行开了账户。话说银行窗口那位姐姐真的是又漂亮又温柔呢。

礼拜四的茶道部活动，有好吃的点心可以吃，呵呵。好像因为11月有盛大的茶会，所以老师特意让一位前辈教我茶道的礼仪。礼仪很多，不容易记住。但最难的是长时间跪坐。腿
会麻，以至于走路都一瘸一拐的。没办法，只能慢慢适应了。

礼拜五，今天。最后一节日语课是古日语的考试，所以班主任老师让我去和别的班级试着上了一节物理课。因为古日语对我来说太难，而我在日本考大学又需要考物理，所以班主任
特意为我找了物理的课程。话说老师真的是为我费了不少心思啊。今后礼拜五的国语课我就可以去上物理了。今晚回家，为了方便和同学们联系，注册了Facebook，很努力很努力
地找同学加好友。看到同学把我加到了班级的组里，发消息欢迎我，真的很感动，成为班级这个大家庭一员的感觉愈发强烈了。感谢上天，赐予我与这么多善良可爱的同学相逢的缘
分。

明天会去参加另一个学校的文化祭。期待~ 话说我们学校的文化祭要等到明年7月呢。

夏婧芯的日记



文化祭~

2012.09.15

     今天到寄宿家庭妈妈的朋友的女儿的学校参加了文化祭。

     第一次参加日本高中的文化祭，比想象中要热闹很多，整个学校像个小集市，大家全员参与，每个人都在忙。班级或社团都有自己的t恤衫。朋友班级的活动是卖自己制作的东
西，非常精致可爱。我跟她一起参加了很多有趣的活动。套圈圈啦，占卜啦，参加茶道部的活动啊，在手上画彩绘之类的。有的班级还会有鬼屋。我因为胆子小，所以没有去。让我
觉得吃惊的是，她们居然会发明在教室里玩的保龄球，就是用大号的塑料瓶代替球，并且自制滑道，真的很厉害。许多班级在卖食品和饮料，于是我吃了来日本以来的第一次冰激
凌，非常好吃。我的午饭也是在班级的小店里解决的。在书道部的展示上看到了兰亭集序，十分亲切。文化祭上，体育馆变成了小剧场。我和朋友一起在那看了啦啦操表演和歌舞
剧。话说她们真的好专业的。啦啦操甚至会有叠罗汉和抛接之类的高难动作。歌舞剧的灯光、音乐和道具也相当讲究。因为是女子学校，所以男的角色也不得不让女生去演。但女孩
子化过妆后看起来就真的像男孩子一样，连声音也模仿得特别像呢。

     不知道我们学校的文化祭会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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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啦~

2012.09.24

转眼就到第三周啦。

周四的家庭科，和同学们一起做了麻婆豆腐和拌菠菜。大家都说好吃，好自豪！大家吃着自己做的菜和从家里带来的米饭，非常享受。

周六，寄宿家庭爸爸的二姐来做客了。她在这住了一晚后，周日，我和寄宿家庭的爸爸妈妈一起驱车把她送回了家。她的家在山梨县，离富士山很近。如果天气好的话，路上可以非
常清晰地看到富士山。无奈昨天下了雨，只能看到近处朦胧雾气笼罩下的葱绿的山峰。她的房子是个地地道道的和氏房屋，非常古雅。小花园里种着美丽可爱的小树和花儿，典型的
的日本式庭院。因为在山里，又下雨，天气很凉，所以启用了日本式暖炉，蛮有趣的。爸爸的姐姐是茶道老师，家里有好多精致漂亮的茶具。她教了我很多茶道的知识。午饭是由年
糕米和大米混合而成的米饭做成的饭团。因为现在正值类似清明的季节，大家都吃这种点心。说实话做这种饭团不容易呀，黏黏的会粘到手上。和芝麻面、豆沙、大豆面一起吃非常
好吃，有点像中国的年糕。傍晚大家一起看了相扑的直播，寄宿家庭的爸爸给我讲解了相扑的规则。我们一起见证了一位新的横纲的诞生。他同时也是本赛季的全胜优胜者，由首相
亲自颁奖。可见相扑在日本多么有地位啊。离开前茶道老师送了我两个可爱的日本人偶。好高兴！她邀请我们下次再来看富士山。

天气逐渐转凉，马上就是秋天了。我还没有秋季校服呢... 这周就该得到了吧。期待~ 话说要怎么传照片给心连心的老师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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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

2012.09.25

今天是日本古筝的最后两课时，大家依次做了发表。顺序是上周的音乐课抽签决定的，我抽到了第二，好早的。演奏的是日本民谣《樱花》，大家自由地将各种演奏技巧加到曲子
里，创作属于自己的《樱花》。我稍微加入了一点在中国学到的中国古筝的技巧。有点紧张，但好在演奏得还可以。老师同学都夸我演奏得很好。好高兴！

上午和学校管理制服的老师一起去制服的商店试了秋冬校服。很合身，所以直接拎回家了，没有再做修改。制服来的真是时候啊。这种已经是秋天的天气，穿半袖确实是有点凉了。
话说要怎么传照片给心连心的老师们啊？

国语课，现在学的是现代文部分。老师让我念了一段课文，没想到，念完之后，大家都为我鼓掌。很感动呢！老师说有的日本人都没有我读得好，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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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人来啦~

2012.09.28

     前两天，澳大利亚的中学生来到了千叶。我们班有5位同学做寄宿家庭。今天，他们来到了我们学校，体验了学校的生活。我跟他们聊天，告诉他们我是中国人，于是他们让我叫
他们名字的中国读法。教给他们之后，他们还用中文向我说谢谢，很阳光的学生们。上午的地域研究课，他们的带队老师也来到了我们班级。我借此机会，将我最爱的宋词《水调歌
头·明月几时有》介绍给了他们，并赠送了他们中国的小礼物。本来只打算借中秋之际给班级同学们介绍这首词，所以只翻译成了日语。早上到学校才发现有澳大利亚人来，急急忙
忙又翻译成了英语。好在大家的反应还好，貌似没有因为翻译得匆忙而出什么差错。本来也打算在中秋节之前送礼物给班级的同学们，澳大利亚人的来访导致我带到学校的礼物不够
送给所有人了，所以班级的同学们就只好等到下周啦。总之，虽然澳大利亚学生打乱了我的全部计划，好在结果还很好。

     放学后，茶道部接待了这批澳大利亚留学生，于是我第一次正式地进行了茶道的表演。说是表演也许不贴切。其实就是送茶，去托盘茶刷还有取茶碗什么的。我还担当了只给外
国人准备的送热水工作。因为日本茶道的抹茶比一般的绿茶苦很多，怕外国人受不了，所以特意准备热水给他们，如果实在喝不惯，就添一点水，能将苦味冲淡些。茶道的每一项都
有很多礼仪，所以之前一直很紧张，害怕做错了什么，特意跟在同班的茶道部同学的后面。还好，茶道的首秀还算圆满。

夏婧芯的日记



东京&中秋

2012.10.01

     星期六，为了修我坏了的琵琶，我和寄宿家庭妈妈来到了东京新宿的中国民族乐器店。那家店也在进行乐器教学。令我吃惊的是去学的都是日本人。中国的乐器在日本这么受欢
迎让我既惊讶又高兴。遗憾的是他们修不了我的琵琶。于是我们离开了那家店，继续在东京的游览。说实话，背着那么沉的琵琶逛东京，辛苦程度不是能想象的。但要学海无涯苦作
舟啊，学乐器付出点代价也很自然吧。妈妈带我到韩国街吃午饭，之后带我去了原宿。那是一个年轻人购物的天堂。高楼林立，摩肩接踵。街上随处可见穿着时髦的帅哥美女，街
边，世界名牌专卖店比比皆是。妈妈带我去了一家日本传统餐具的小店。温馨的小店里满是可爱的餐具。令我惊喜的是，妈妈为我和美国哥哥订做了写着我们自己名字的碗。之后，
我们又到了专卖儿童书籍和玩具的商店，还第一次在日本看到了新嫁娘。晚上，我们在一家中国茶馆喝了茶。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感觉真的很好。在喧嚣的都市里，孩子的天地和
古雅的茶馆无疑是最好的避风港。

    星期日，中国的中秋节，我和寄宿家庭妈妈到她的老师家，同样为了修琵琶。这次拜托的老师的丈夫，一位学富五车，亲切善良的老人。他退休后，就在家里做些精细的手工
活，比如做钓具什么的。他一点点把琵琶坏了的零件卸下来，又把新零件装上去。因为胶需要时间干，所以不知道究竟修没修好。但修到这个程度真的已经很不容易了。好感谢老爷
爷啊。老师用新鲜的水果，日本绿茶和中国的月饼招待了我们。在她家度过了几个小时快乐的时光。晚上刮了台风，话说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台风。风带着压倒一切的气势，呼啸着袭
击我的窗户，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我和寄宿家庭的人们一起喝着菊花茶，吃我从中国带来的和从横滨中华街买来的月饼。大家都说超级好吃，好高兴！爸爸和美国哥哥喝了一
种叫做“闷倒驴”的内蒙古酒，笑得我前仰后合。中秋，除了看不到月亮之外，一切都很完美。不过，台风过后的今天，万里无云。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能看到十六的月亮也不错。

夏婧芯的日记



球技大会

2012.10.04

     今天是高中的球技大会。整个高中只有一次，参加上了真的是很幸运。项目有排球、篮球、躲避球和足球。我参加的是躲避球和篮球。虽然发挥得不好，但善良的同学们一直在
鼓励我，给我加油。班里的女子排球获得了冠军，大家围成一大圈，高声叫喊庆祝，声音响彻校园。很累，但真的很高兴。

夏婧芯的日记



地震·环境大会·花火

2012.10.14

     礼拜五，生平第一次体验地震。正上着英语课，同学突然说：“老师地震了”。这才感到地面摇晃，是左右摇摆的那种。奇妙的感觉。老师说这次应该只是3级左右。地震持续了
两三分钟。震感完全消失之后，老师回过头看看黑板：“刚才讲到。。。”，继续上课。

     礼拜六，应邀去参加了千叶县民环境再生大会。先是帮忙布置了展示板，而后听了讲座。对于日本人的认真程度真有体会啊。布置展示板，每一张海报的位置都要仔细推敲。至
于讲座，大概意思听懂了。不过有一位老爷爷的讲演，说的不是很清楚，又很快，实在是听得很吃力。日语学习还要加强啊。带我去大会的老师卖给我一本老爷爷写的书。是英文译
本，为了回国让朋友们也看得懂。老爷爷在扉页上给我签了名。是本精致的小书，语言优美，很喜欢。会场坐落在手贺沼旁。正巧天空中的云像波浪一般，日暮时分的景色美得让人
心醉。

      会后寄宿家庭爸爸带我去看了花火大会。据说日本的花火大会一般都是在八月份。很想看，但我八月份不在啊。曾经一度为此很遗憾呢。能够看到十月的花火大会，了却一桩心
愿，感觉好幸运。花火瞬间的绽放，震撼人心。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婧芯的日记



很长时间没写日记，对不起o(>？<)o

2012.10.30

最近因为有考试，很长时间没写日记。对不起。

从上周的星期三到星期五是中间审查。考试前一周没有部活，大家都努力地学习。我也拼命努力了。特别是国语和世界史。国语古文和现代文都有。都很难。与大家一起上了国语
课,但在我来之前大家都已经学习了古文的文法，所以我不太明白。老师也说「如果学习古文的文法，可能现代日语就该糊涂了。还是不学的好」。所以我放下古典文法，学习了其
他的内容。世界史现在在学中国历史,但我本来历史不太好，而且日本学习地更细致，所以我必须好好学。还必须要练习在小学的琵琶演奏，真的很忙。

考试的第一天星期三考试结束之后，下午，我去了学校附近的小学。还有一个美国留学生也去了。与小学生一起听了音乐课。听了小学生的合唱和竖笛合奏，穿着旗袍，演奏了琵
琶。中饭和小学生一起吃了给食。聊了很多。真快乐。孩子们都很可爱，今天与我在学校附近碰见时也和我打招呼，很感动。

现在考试的分数大都出来了。也有没有出来的。世界史和英语表现。国语远远超过了及格分数，很高兴。 其余的比预想地不好,但老师觉得「非常棒了」。 今后要更加努力。

考试结束之后，星期六，去买东西。买了可爱的鞋和饰品，吃了好吃的点心。很累,但很快乐。星期天上午，和host family的妈妈去帮忙girlscout的活动。露营场在森林中，很冷。
教了孩子露营的知识，一起玩。孩子们很可爱。傍晚去了同学妈妈的万圣节聚会。同学的妈妈是英语老师，英语非常棒。聚会也教孩子们英语，邀请我们高中生说「请帮助老师」。
我们借了她的服装，变装了。一起玩了很多，非常快乐。聚会结束之后，我们高中生在那里一起吃饭了。很好吃，大家一起说笑，非常高兴。

星期一的茶道小组部活也吃了万圣节的点心。我吃了可爱的妖怪形状的点心。好吃。

明天班里有万圣节的化装。我只打算戴魔女的帽子，穿黑色的西服,期待！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婧芯的日记



11月～

2012.11.05

上星期五举行了千叶市高中生辩论赛。我们1年I班去观看了2年I组的辩论赛。大家真厉害。我们学校可以参加全国大会了，高兴。但是坐了一天，听辩论，把听懂的内容记录下来
（为了提高听力），真的累了。回来之后，和前辈们成了Facebook的朋友。都是非常和善的人们。也有对留学生有兴趣的人，说了很多。

星期日到host family妈妈打工的花铺去帮忙。只是做关店前的整理,…我因为非常喜欢花，看到很多漂亮的花，感到很高兴。这么多的花都能收到小店里，真厉害。

渐渐到冬天了。大家请当心，不要感冒～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婧芯的日记



很累,但很快乐～

2012.11.11

星期六，与host family的妈妈一起去公民馆给girlscout的义卖会帮忙。。早上，做了大家的午饭炒面。洗蔬菜和面，炒胡萝卜，把炒面装进盒子里，卖炒面，工作很多。很忙。大
家一共做了200人份的炒面，真的很累,但很有成就感～

晚上，平常做饭的爸爸不在家，我和妈妈去了妈妈朋友的自助餐餐馆。排着很多人，等了很长时间。等候时，大家去了业务超市和二手店。真有趣。餐馆的食物也很好吃。一直呆到
关店的时间。很累,但很快乐。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婧芯的日记



终于去学校了

2012.11.27

生病，休息了一周多。很严重。但是非常想去学校,不过没能行。从昨天开始去学校。大家都问“没关系吗？”都是很和善的人们。

今天是音乐的发表。唱了意大利的歌剧。我不太会唱,不过，是很特别的体验。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婧芯的日记



第二次考试

2012.12.06

从明天开始第二次考试。家庭科啦地域研究啦，一点没有自信,但我会努力的。

已经到冬天了，空气很干净。晴朗的日子从学校周围和电车能看见富士山。从学校也可以看见东京的天空树。我觉得真好。

今天自学了家庭课的料理。做了烤猪肉。非常好吃。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婧芯的日记



地震

2012.12.07

刚才有地震。最初不太强,不过，渐渐变得强起来，稍微有点可怕。但是不要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婧芯的日记



海啸!!!

2012.12.07

刚才看电视说东北有海啸的可能!!!东北的大家不要紧吗？??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婧芯的日记



新年快乐

2013.01.01

新年快乐

善良的老师们，同期生们，去年承蒙关照，今年也拜托了！

我今天早上一点左右去了新年后首次参拜。月亮很明亮，星星非常漂亮。摇着铃，祈祷着，喝了甜米酒。（没有酒精呦～）又甜，又暖，好吃。

今年也快乐地度过～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婧芯的日记



修学旅行

2013.01.01

从12月25日开始到27日是高中的修学旅行。大家一起去了福岛的British Hills。特别漂亮。是英国风格，去学习英语。

食堂

正好是圣诞节，也有圣诞树。

夏婧芯的日记



各种各样有趣的课。Fun in the Snow的课上小组制作了可爱的雪人。料理课上做了好吃的scone。蜡烛制作课上做了可爱的蜡烛。是海的印象。

与大家一起做了英语的skit。我们班之前进行了很多练习，准备了。大家一起努力，演了有趣的skit，逗得大家哈哈笑，特别好的感觉～非常成功。

修学旅行很快乐～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科学馆

2013.01.01

12月23日与朋友一起去了千叶科学馆。

有很多好玩的，非常有趣。在workshop制作了印章。我的印章写着「夏」。

体验了月亮的重力（地球的六分之一）。

也做了观察鸟羽毛的实验。拍摄了显微镜映像的照片。

也看了天象仪。是星座的故事。有趣，漂亮，音乐很好听。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婧芯的日记



东京大学

2013.01.01

12月，高中的现在上东大的前辈带我去了东大。（前辈谢谢(*^__^*)）参加了叫做Change it的 高中生和大学生共同设计未来时钟的活动。

正是12月，银杏很漂亮。

在活动中，小组设计了未来的时针。大家写下意见，总结意见，进行设计。是根据意识行动的时钟，图像是妖怪。我用纸粘土做了妖怪。考虑名字时，小组里有两个中国人，被问中
文妖怪怎么说，我说「gui」，我们的时钟的名字就叫「guigui」。很可爱。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婧芯的日记



考试

2013.01.01

考试的结果。。。

理科很好。

文科呢。。。

家庭科最好，但没超平均分数。意外地是国语比其它的科目，譬如地域研究和世界史好。不太明白地域研究和世界史。老师十分抱歉o(>？<o)

之后的考试我会继续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婧芯的日记



水饺子

2013.01.14

新年，做了水饺子。

我和host family的爸爸去超市买了材料。是猪肉馅，白菜和皮。

馅是我一个人做的，有些累。我想父母做时也会很累的。

包是大家一起包的。当天，host family爸爸的姐姐也来了。host family的大家做日本的饺子很擅长，但中国饺子的包法很难，大家一起做，很快乐。

最后也是我煮的。拌好调料，大家开始吃了。大家都说「好吃」「真好吃」「特别好吃」，我非常高兴

又漂亮看起来又好吃吧(笑)

今后也打算做其他的中华料理给host family。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婧芯的日记



茶会

2013.01.14

星期五第一次出席了茶会。在学校附近的茶道会馆举行的，各高中茶道小组的学生和老师都出席了。这次我们学校是客人，其他学校制作了茶，摆出了点心。特别可爱，好吃的点
心。

茶会有两次。第一次很紧张，出错了。在喝茶之前，忘记转动碗了，嘴唇碰到碗的瞬间想起「啊，没转」，转了后，喝了。茶会结束以后，告诉朋友，朋友说「不要紧哟，这次的碗
没有正面」。我想「朋友真善良。之后的茶会要努力」。

第二次很顺利，没搞错。但是，第一次的茶会是30分种左右，第二次的到最后已经正坐了一个小时左右，脚没有了感觉。终于结束了，大家纷纷说「脚真难受，哎呀，真难受」，
「脚真疼」，「啊，站不起来了」。但是，马上就好了。

茶会很快乐。今后继续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婧芯的日记



仙台 中间研修

2013.02.06

阔别五个月的重聚，大家都激动万分，怀着满满的激情，开始了仙台的中间研修。

第一天，来到地震灾区。虽然之前在电视上见过海啸灾区的景况，但当窗外的青山绿水在经过一道无情的分界线之后变成了一座座山一样的瓦砾和赤裸的钢筋的时候，心还是不由得
一震。大自然可以无私地献给我们家园，也可以呼啸着在一瞬间将它们无情地夺走，留下悲伤的人们痛苦地挣扎。这时候想到帕斯卡尔的一句话：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
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灾害能够摧毁人脆弱的身体，但不能破坏人坚韧的心灵。心若在，梦就在。晚上的春节交流会，大家将红红的中国式装饰挂满了屋子。大家
包饺子，唱京剧，唱民歌，跳舞。我跟佳杰同学合奏了彩云追月。希望欢快的中国民族音乐能将人们心中的乌云驱走。

第二天，上午的志愿者活动。大家站成一排，搬运制造砚台及地砖的石头。大家都很累，但还是打起十二分精神工作着，希望能为需要帮助的人们多做些事情。下午，大家头脑风暴
用经木做出精美实用的东西。纸一样薄薄的经木，有着木材年轮的自然纹理，在灯光下现出金色的光泽，很美。我用它做了张结婚请柬。环保，特别，而且取“就算岁月在我们额头
上画下年轮，也一直和你在一起”之意。最后大家为作品投票，我得到了不错的票数，好高兴。

第三天，仙台观光。印象最深的是松岛。在甲板上，举起虾条，就会有成群的海鸥飞过来，把虾条从手上叼走。第一次有机会跟海鸥这样零距离接触，好兴奋。可爱的海鸥让我把晕
船都忘记了。日本三景之一的松岛真的是名不虚传的美。下午的高中交流会，大家分成小组和日本的高中生结对子进行交流。我认识了一位可爱的女生。希望以后还可以再见到她。
晚上，是我们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顿晚饭了。老师们贴心地带我们到了中餐馆。尝着熟悉的味道，和熟悉的人一起度过最后一天的研修时光。晚餐后老师的话，减轻了我离别的悲伤，
为我在这里接下来度过半年时光增添了勇气和希望。老师，谢谢您~

中间研修虽然短暂，但是充满了欢笑和美好的回忆。老师们辛苦了！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加油度过余下的六个月！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相聚！

夏婧芯的日记



东京的水族馆

2013.03.26

因为中间进修没写日记，今后多写些。

昨天和朋友去了东京的水族馆。

不只是海鱼，也有淡水动物。也开着樱花。

有特别大的金枪鱼。为了鱼的健康给它们吃小松菜，真有趣。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婧芯的日记



花的美术馆

2013.03.26

学校附近有花的美术馆，一直想去。终业式是半天，那时与同学去了。

花很漂亮。也有水仙展，第一次看了这么多种类的水仙。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婧芯的日记



美术馆的漫画展&植物园

2013.03.26

美术馆有朋友喜欢的漫画的漫画展，我被邀请一起去了。

没看过那个漫画,但知道漫画怎么画的了。

之后去了附近的植物园。花有很多不在花期。但也有开的。还有山茶展，非常可爱。还很早,但樱花也开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婧芯的日记



茶道小组的前辈欢送会

2013.03.26

三年级的前辈毕业了，茶道小组进行了欢送会。

大家坐在榻榻米上，吃了买的日本点心，点心，蛋糕，盒饭，一边聊天，一边玩，很快乐。一年生们准备了很多节目。舞蹈和戏剧，我弹了琵琶。三年级生发言时很多人哭了。有这
么珍贵的友情，真的很好。祝前辈们度过快乐的大学生活。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婧芯的日记



元宵节

2013.03.26

元宵节做了元宵。被说「好吃」，很高兴。

中间放的是豆馅。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婧芯的日记



家庭科实习

2013.03.26

家庭科实习做了幼儿吃的饼干。大家为了做得可爱非常努力。味道很淡,但很好吃。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夏婧芯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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