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算到了东京

2012.08.29

昨天来到东京，在新宿吃了一直很期待的鸡素烧。在生鸡蛋中沾牛肉，特别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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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北海道

2012.09.05

总算来了到日本。今天说这4天的事吧。

9月1日来了北海道。”欢迎来到札幌”的广告板，非常快乐。与homestay的家人寒暄之后，留学生活开始了哟。

9月2日 今天是星期日，家人都休息。姐姐Yoshie弹钢琴，弟弟参加了俱乐部活动。现在是全国比赛季，很忙。晚饭是章鱼丸子。非常好吃。做法简单。用章鱼烧器热了以后了，多
放些油。注入孔中9成材料，各放入1片章鱼，然后满满注入材料，把周围的材料加进去反过来。然后一边转一边烧成圆形。在家制作的章鱼烧的最大的魅力，是能吃上刚刚烤好
的。烫烫的吃在嘴里，外焦里嫩非常好吃，心满意足享受吧。
来到这个新的城市，对什么事都有兴趣。看到独幢的家，觉得很厉害,不过独幢楼房的家在日本不算新奇哟。

傍晚，与住在隔壁的人寒暄了。在日本这个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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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和兴趣小组活动

2012.09.09

是昨天的日记，但是昨天没能投稿。抱歉。

9月3日去了学校。把自己画的书画赠送给校长。老师把它展开挂在走廊的墙上。有点不好意思，但很高兴。并且，用广播对全校同学做了自我介绍，稍微有些紧张～～～。

在2年1班学习。马上和许多同学成了朋友。中饭时，与朋友一起吃盒饭，教给他们名字的中文读法。大家都非常有兴趣。　啊，盒饭！妈妈做的盒饭非常好吃。自己带的饭盒很
大。现在，使用在用yoChi的饭盒。满满的感觉更好。

国语老师能说中文。用中文和我打招呼，很感动。国语的文章没什么，能力考试的文章也是这样的。

给同学土特产，看到大家的笑容，很高兴！

宁，谢谢，大家都这样说，高兴。

9月4日参观了表演部的活动。homestay的yochi是表演部的一员。马上要期中考试了，别的俱乐部都休息。但是，表演部想参加全国大会，练习很忙。前辈们的演技都很好。被这
个热烈的气氛感动了，我也参加了表演部!!

表演部的大家都有爱称。我也得到了一个爱称。是埃伦!!

得到了联想游戏，非常喜欢。

9月5日清田高中的体育课是一周一次，我选了篮球。老师竟然是班主任老师～～～ 那么认真地听体育课是第一次。学习了很多，也体验了集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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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了哟！

2012.09.09

总算说到学业了！我在2年1班学习。因为是理科，学习数学B ，数学2（不同的内容），英语，物理，化学，国语，古文和日本史。也有像保险和家庭基础一样没学习过的科目。数
2现在学习圆和直线的位置关系，马上就要考试了，考试之后学习新东西。数B是数列。化学是燃烧热和赫斯法则，物理是运动学。

 被问日语和英语哪个好，回答说英语。大家都很吃惊。但，真的不能流利地说日语。这一年，一定努力学习日语。
数学课解开了所有的问题，被赞扬了，高兴！　
9月6日 今天是定期考试，我不参加到，所以自学。　但是，突然被通知，参加数学的考试！啊～

 也没有教科书。下午没有考试，在区政府登记了地址。
9月7日 今天考试～～～～～下午，与Yo一起去做了存折。

 并且，晚饭是春卷!!!我帮助做饭菜。与弟弟广一起卷了春卷。春卷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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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郎卖与全国比赛

2012.09.25

 

外郎卖　外郎卖。。。。。

终于进入了戏剧部、已经提交了入部申请。以后会成为正式的会员，和大家一起参加活动。
作为戏剧部的一员，要说“早上好”、结束时说“辛苦了”。这是规定。
活动开始时、先是联络的时间。
大家发言之后，要说”完毕。”这也是规定。还有”默思”这是一定要默思，把功课的事情全部忘记
，全身心参加活动。还有，为了练习发声，进行我从未见过的训练。”练习“外郎卖””这样一部长篇という日本长篇贯口。要把那么长的文章
全部念出来，那么长的文章全部背下来，还要在走路时大声说。很惊讶。这也是戏剧的练习，培养讲台词时还可以做其他动作的能力。
而且，现在我已经可以顺利地把文章都念下来了。在练习练习，就可以全部背下来了。
最近，很多毕业了地前辈来。戏剧部是大家的家。

全国比赛很快就到了。我作为戏剧部的一员参加了。准备道具。便当、卡片什么的、准备不失那么简单的事情！

什么事情都要认真去做。看到自己的名字在海报上登出来非常高兴！在比赛开始前一定要干劲十足的加油。

我不是干部、但作为戏剧部的一员参加了比赛前的会议。能得到大家得认同非常高兴。。

期待着比赛。这是和戏剧部得朋友一起拍的照片。最左边的是homestay家的Yotyann！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張文寧的日记



修学旅行

2012.09.30

看了朋友的日记，我也想写漂亮的文章。但没有才思，遗憾！喝别人相比我真的嗯好幸运，每天
和homestay家的姐姐一起上学，不用担心乘错电车或坐过了站。家里有温柔的妈妈和性格宽厚的爸爸，

 
开朗的姐姐和顽皮的弟弟，本来没有兄弟姐妹的我，每天都过的好开心，好幸福。

妈妈坐的料理很好吃，真的很好吃，每次都吃很多，所以有胖了！但还是
好想多多吃妈妈做的饭。

１０月和二年级一起参加修学旅行。去东京的迪斯尼乐园、京都和奈良。因为时修学旅行、分小组自由活动。
小组里的同学做了很多调查，制定了完整的计划。全校参观时去清水寺。清水寺的舞台到底时什么样的呢？好期待。不
同小组参观不同的地方。比如东京的自由参观分迪斯尼乐园、迪斯尼海洋园和东京天空树三个方向。我去迪斯尼乐园。
好喜欢这样的自由活动。
虽然去东京、但不能个人活动、所以不能去基金会事务所，好想见老师么啊。
快点到１０月吧！
学学校的生活已经i件习惯了。最开心的时午休，和朋友门一起吃便当。边吃边聊天，开玩笑。很多朋友给大家分吃

自己做的小点心。能够的嗯到大家夸奖说好说也很开心啊。
午休前肚子就饿了，这是能够吃上好吃的点心多幸福啊。还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但朋友们

很照顾我，教给我很多。
感觉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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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田cup

2012.10.07

最近很忙，没写日记，最想说的是清田杯！清田杯是像运动会一样的体育全校比赛，
有足球，篮球，垒球和躲闪球。第一天是普通的比赛，第二天是决赛的日子。我们班的的篮
球很厉害，男子和女子都取得了决赛资格。
果然参加篮球部活的人都好厉害啊！说起来，日本的兴趣小组活动好厉害啊。和中国的部活最不同的地方，日本的部活与
上课一样重要。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选手也是从高中的部活动选出的。
我参加的是躲闪球，很有趣。本来不知道比赛规则。参观之后终于了解了。比赛的对手
是戏剧小组的前辈，绝得一定会胜的，结果输了。
，但冬天时也有清田杯。也会努力的！
对我来说，这么努力打比赛是好久没有的事情了。看到大家努力的身姿，感动了。支持时心
也一直忐忑不安。比自己的比赛还紧张。
也看了帅哥。（不好意思）
星期六时与妈妈两人在家。感到无聊，想做饼干，所以做了瓦夫。我对料理很感兴趣
所以一起做了。其实很简单。用牛奶鸡蛋混和面粉，用烤炉烤。特别好吃。

就要秋天了，早上和晚上冷了。但是，北海道有很多水果。能吃到苹果和橘子。秋天是收获的
季节，我能收获什么呢？这一年，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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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剧大会

2012.10.21

最近因为有戏剧小组的大会，没有写日记的时间。今天谈谈这一周的事。10月3,4日，我们清田高中戏剧小组的成员去大会的会场做舞台的帮手。

看了舞台的布景和大道具，我很吃惊。作为高中生，自己制作了墙和树的道具，看起来和真的一样。哪个高中的道具都很好,但我觉得，清田的道具更好。道具员的前辈真的做了能
滑的滑梯！还有长凳，树和街头！帮忙布置舞台很累。但想到自己演出，别的学校也会帮忙，马上变得充满干劲
。（大会当日没有演剧表演的学校做帮手。）一点不懂别的学校的舞台布置，对某个学校的老师的态度有些感到不愉快,但忍住了。也看了别的学校的剧。

 10月8日是清田的正式表演。这个剧是表现同父异母兄弟的感情和男女高中生的恋爱，表达了
 求而得之的爱很好,但不求而得的爱更好&这个莎士比亚的主题。角色从老师，高中生到幼稚园的儿童，表现了丰富的人物。

 看到大家努力表演的身姿，特别感动。我也想作为演员，活跃在舞台上！结束之后，受到了好评。
我刚刚进入戏剧小组，这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开始喜欢演剧了。确切地说，参加戏剧的准备之后，更喜欢戏剧了。
10月9日，结果发表的星期日，我们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受到了好评,但到结果发表前还是很紧张。最后得了最优秀。那时，用语言无法表达我的感情
。大家都哭了。三年级的前辈在引退之前，能去全道大会是多么高兴的事？

这是清田戏剧小组隔了八年的最优秀！

这是收获的秋天，我们不仅仅得到了奖状，也一起得到了坚持之后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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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修学旅行

2012.11.03

第一天，去了京都。在巴士中参观了城市，Mcdonald的招牌不是红色和黄色的，而是很时髦的茶色。优衣库的招牌的颜色也稍微有些不同。

去京都，一定要去金阁寺。金阁寺是建筑物的内外都贴着金箔的3层楼阁建筑，所以被称作金阁寺。主建筑物舍利殿被太阳和水映照，闪闪放光。很漂亮。然后，去了清水寺。清水
的舞台，在教科书曾学习过。看了舞台下的风景之后，很多人跳了下来。幸运的是，我没有那样的感觉。

第二天是京都的自由进修。与同学一起做了各种各样的准备。制作了线路和时间分配，调查了资料。如同我们计划的那样，好好地利用了时间，玩地很快乐。线路是”东寺—三十三
间堂—祇園—任和寺。京都的抹茶很有名，吃了抹茶的甜品。抹茶果冻，小豆与甜奶油的完美融合，不太苦，也不太甜，到现在都不能忘记那个味道。也吃了蕨年糕。

京都的土特产——生八桥！吃了很多之后，挑了抹茶和栗子的八桥。看了”秋天，一起吃栗子吧”的广告之后，真的发现了很多用栗子做的食物。。修学旅行，印象最深的东西却是
食物。不好意思！但是，我想了解各地的饮食习惯也很好。
最快乐的是东京迪斯尼。并且，在东京都内参观时，吃了太阳郎这家中华料理，菜特别好吃。

结束修学旅行，收获了很多。但是，与朋友一起玩的体验正是旅行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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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成绩哟

2012.11.09

前几天，参加了统一考试。非常努力地复习了，也取得了好的成绩。数学和英语都是第一，并且，数学B是100分。被老师们好好夸奖了。古典是35分，不高,但努力了，非常满足。
 一转眼，到十一月了。戏剧小组的全道大会也近了。全道大会downcount,祈祷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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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的讲演大会

2012.11.17

札幌迎来了冬天。还没下雪。今年的雪有些晚,但天气变冷了，完全能感到冬天的感觉。札幌的雪非常漂亮，还有很多雪节。妈妈这么说。期待札幌的雪！
 12月9日，在札幌有中文讲演大会。想去支持支援国际班的朋友，老师说”文宁去大会的话，能不能在舞台上示范读一下？”。没想过在许多人面前读非常擅长的中文，但考虑了一

阵之后，决定示范一下背诵。因为是中国人，不会拿到大会名次的。但背诵美丽的中文，向大家展示中文的魅力，不是很好吗？

札幌学习中文的学生很多，如果这次参加，能与很多人交流，交更多的朋友。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

前一天，读心连心的webset上登载的文章。想了很多，有很多感想。但是无法用语言总结出来。像自己写的那样，想成为日中民间文化的传递者。作为留学生，今后要积极地参加
文化交流的活动。
期待雪的同时，就要开始演讲比赛的准备了。札幌的冬天很冷,但一定有温暖的东西！

 (演剧大会顺利地结束了。期待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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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和压岁钱

2013.01.04

 

从一月一日到三日是日本的新年，我与寄宿家庭的大家一起度过了。非常快乐!!被大家爱着，感到了家庭的温暖。
 已经适应了在日本的生活，与寄宿家庭在一起非常幸福。

新年时，见到了奶奶。奶奶非常和善，在中国住过很长时间，非常喜欢中国人的我。从奶奶那里得到了压岁钱!!
 上星期与亲戚吹田一家一起去滑雪了。沈阳也有滑雪场,但我没有滑过雪。吹田教了我滑雪。是非常善良的好老师!!从吹田夫妇那儿得到了压岁钱。特别高兴，下次想做饺子给大家

吃。
得到压岁钱,很高兴。与其说高兴，不如说感动!!!与大家一起吃饭，聊天,非常快乐的新年。一生不会忘记的。

 恭喜新年。新的一年，祝福健康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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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和好吃的汉堡牛肉饼

2013.01.06

因为平时俱乐部活动很忙是，双休日也不能好好休息,进入寒假之后，刚尽情玩了。新年时，妈妈带我去了亲戚的家。在那里又吃又说，特别快乐。
 寒假的时，吃了就睡的人很多,不过，对我来说，寒假时，体验了各种各样的事。深深了解了日本文化。

 特别体验了新年，日本的新年。虽然与中国的春节全然不同，但与家人在一起的快乐是一样的。
难得的星期日，与妈妈一起去买东西了。又是鞋店有是服装店啦，买了很多可爱的衣服。
中午时，”在一个叫Bikkuri Donki的餐厅”吃了汉堡牛肉饼。我非常喜欢汉堡牛肉饼！那里的汉堡牛肉饼很好吃，妈妈，谢谢！

 妈妈说还有很多好吃的餐馆，会带我去。
对了，圣诞节时，制作了圣诞蛋糕！味不输给店里卖的蛋糕哟！还有，圣诞夜吃的饭菜太好吃了。妈妈制作的西式的带图鸡腿肉最好吃！对非常喜欢吃的文宁来说，太棒了哟！
今天去了各种各样的店。日本的店员的服务态度真的好好啊。
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寒假。下周也要去买东西。而且，还要去雪节哟！札幌的雪节，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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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笏湖的冰涛节

2013.01.27

今天，妈妈带我，去了支笏湖的冰涛节。从我们住的惠庭市乘车花费约1小时，到了新千岁的支笏湖。
 在去参加节庆前，在不冻湖——支笏湖的地方拍了很多照片。真的是非常漂亮的湖。这个湖只结过一次冰。

 冰涛节非常美。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样棒的冰雕。
晚饭鳟鱼荞麦面。天麸罗和荞麦面非常配。原来不太喜欢吃荞麦面的我，也打算今后多吃。看来挑战不喜欢的东西和不知道的事情很重要。说不定会有意外的结果哟。
印象最深的是焰火大会。要说烟火应该是夏天,不过，冬天看烟火最棒。那个瞬间，想起了中国的春节。很快乐。

 北海道的冬天是最美的，十分有魅力。能在这个雪的王国去这儿去那儿很幸福。能住在这样漂亮的地方真的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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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进修

2013.02.08

中间进修回来了。这五天，非常快乐。老师，谢谢！

2月2日

隔了好久见到朋友，很快乐。说了很多。

从老师那里，得到了生日的惊喜。蛋糕很好吃！

2月3日

去了南三陆町，在那里进行了志愿者活动，召开了关于中国春节的交流会。做了主持，进行了猜谜游戏。非常紧张。大家一起唱了北国之春。

2月4日

进行了活动。虽然没帮上什么忙,但想表达一下心情。

然后与后井老师面谈。说了很多，也商量了烦恼。

不要勉强,但也不要太放松，后井老师说。听了老师的意见，又考虑了一下。我不想放弃，想继续戏剧小组。加油。想留下美好的回忆！

2月5日

去观光了。看了很多的景色。

东北的6人没全,但5个人的照片也很好。

張文寧的日记



2月6日

回来了哟！哭了。。。。。

在机场分开时还是哭了。不知道为什么。大概下次看到时就是返回时吧。
之后的六个月努力！

转换为学校模式。但是，不会忘记仙台和南三陆町。

印象最深的是在南三陆町看到的海。听到这样的话，「我们这次被海伤害了，但幸运地是还给我们留下了海。在出生地，与海一起生活」.这话打动了我的心。现在还能感到涌动的
要哭的心情，没有眼泪。不能哭！请笑着度过。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一生无法忘记的生日

2013.02.08

第一次离开父母过生日。特别快乐的生日。

中间进修时开了生日晚会,但没能与host family一起度过。

今天，妈妈买了蛋糕。很高兴！用语言无法形容现在的心情，看照片！

17岁了哟。。。这一年成长了。今后的一年会怎样呢。。。

一生无法忘记的生日!!!

張文寧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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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节和情人节

2013.02.19

2月10日，与家人一起去了札幌的冰雪节。每年的2月，在札幌的中央大道上都召开冰雪节。有世界各地的游客来访问。真厉害哟。11日中间进修回来，马上去了。

沈阳也下雪,但冰雪节这么大的会场第一次看到。

今年的主题是伊势神话。有很多建筑物。我觉得做这么大的冰像很辛苦。很感兴趣地看了。

有很多食物的店。发出了好闻的气味儿。

看照片！首先是中央大道。

 

从那里看，能看见札幌电视塔哟！

看了各种各样的雪像。其中，也有泰国和美国等外国的雪像。

还有初音未来哟！特别兴奋。

 

2月14日

情人节。本来是女孩子赠送情理巧克力给男孩子的日子,但现在也常常赠送朋友巧克力。男孩子真可怜。但很帅的男孩子能得到很多。只是很帅的男孩子。

文宁也制作了布朗尼。穿着王同学送的围裙做的。女子力提高了!!!

張文寧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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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节

2013.02.28

在日本，有女孩子的节日ー女儿节。我家也有偶人，但我想看更大的，妈妈就带我去有女儿节偶人的亲戚家。

我们一起把偶人装起来。真的是非常棒的偶人

组装的时候～～～～拍了很多照片。

虽然累，但是非常开心！看到成果，感到很幸福！

有这样的节日，日本的女孩子好幸福啊！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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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事

2013.03.23

采访的老师们，辛苦了。会成为有趣的动画吧～期待着。隔了好久的日记。最近，有些疲倦。大概因为考试结束了，春假就要来了吧，没有干劲。但是期末考试的成绩都很好，数学
2和B都得了100分。我到4月的话，也会成为三年级学生了，要更努力。成为三年级学生的话，班级也变了。这对我来说，完全是灾难。交了非常好的朋友，但已经不能一起吃盒饭
了。很难过哟。班主任老师也不在这个学校了。我哭了好几回。但是，班级变了，也能一起聊天，如果有时间，一起去玩。还有，我开始喜欢AKB48了。看了金太郎的模仿，非常有
兴趣。特意在youtube看了前田的毕业发表。现在，我也能模仿前田了哟！对了，我觉得日本的电视节目特别有趣。最喜欢的是美食节目！秘密的岚，到本月末之前就结束了，我非
常喜欢。。。4月，与host family的妈妈和yosie一起去看＜美女和野兽＞。期待着～～～虽然对白不能都明白,但我会努力的。唉呀～～写的都是小事。嘿，但这就是生活哟。想快
乐地度过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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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和野兽还有自助餐

2013.04.27

今天，和寄宿家庭的妈妈还有yo一起看了美女和野兽

买了特别好的位置的车票，这个必须对妈妈表示感谢。

我小的时候听过这个故事,但那时只知道王子殿下和美女陷入爱河

没注意其他的事。但是，现在作为17岁的高中生，作为戏剧小组的成员，

看了这个剧，被各种各样的地方感动了。豪华的舞台装置，华丽衣裳还有动人的

旋律组成了美好的舞台。像是飞出了动画的世界

印象最深的是和着”Be Our Guest”的旋律

姑娘们和餐具们快乐地跳着舞。到底是音乐剧，音乐

打动人心。gasuton的存在也很有趣。非常英俊受欢迎,但很粗暴

觉得没人比自己强的骄傲的人。这个人的片段也很有趣

知道故事的内容,但还是很感动。

观众的掌声无法停下，谢了5次幕。

然后吃了自助餐，好吃死了。和，中，西式的料理都有，还有各种各样的甜品

满足度是99％，硬降下了1％,但肚子饱饱的！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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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

2013.05.24

穿了和服！

朋友中有体验了穿和服的人，特别羡慕！这次，多亏了host family的妈妈，我也体验了穿和服。也登在了报纸上。特别快乐。

特别漂亮的和服。是我非常喜欢的粉红色。穿时花了很长时间。不凑巧下雨，不能到外边走。

真的很紧，大概我胖了。特别快乐!!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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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也去札幌dome去看东方神起的音乐会吧

2013.05.31

很久以前的事了。我黄金周时，去札幌dome看了东方神起的音乐会。

5月5日全国之旅～～TIME￣￣￣札幌dome

我非常喜欢东方神起，而且，和朋友两人一起去，所以拜托他买了票。特别喜欢TIME中的曲子。无论如何也想去，所以买了票。稍微有些贵,但能看见东方神起本人，特别高兴。

当天，首先与朋友一起看了东方神起的衣裳展。

然后乘坐地铁，去了札幌dome。札幌圆dome是第一次去，特别高兴。遗憾的是，彩排一点听不见。据说东京Dome都能听见。

宣传车～～～。很帅吧！非常喜欢东方神起!!!

等了好几个小时，终于开始正式表演了。笔形电筒全是红的，红色的海洋特别漂亮。感动了。哭了。

也买了纪念品。

 

札幌dome总是有棒球比赛，下次也想去看。

真高兴看了东方神起的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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