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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2012.08.29

来日本的第二天。心中充满了兴奋。嗯还有不安。以后的11个月。加油恩恩。提高日语水平。多与人交流。更加了解日本。是此行的目的。日本、I'm coming、white.wait for me

黄麗薇的日记



松江真的很漂亮

2012.09.03

1号晚上到了寄宿家庭。真的很开心。妈妈虽然已经上年纪了，但是很年轻很有活力。跟年轻人一样。日本真的很好啊。这里是乡村所以树很多。环境很好。很安静。一点也不像乡
村的样子。也有很多商店。交通也很方便。开心~~~(*^__^*)

黄麗薇的日记



ありがとう。

2012.09.09

留学生活已经正式开始一周了。嗯。我喜欢这里的生活。虽然上课时老师的话我还听不太明白、同学们间的对话我也不清楚。但大家都对我很好，都是很活泼的妹子。 - -妈妈也对
我很好，便当也做得很好吃。嘿嘿。幸せ。。这里很安静。我喜欢静谧、下周要和妈妈去旅游。嗯期待着。我喜欢松江。喜欢日本妈妈。喜欢日本同学。谢谢你们、

黄麗薇的日记



大茶会

2012.10.08

10.6今天上午去参加了大茶会。地点在松江城，听妈妈说古时候，松江城是岛根县第一top的人住的地方。表演者都穿着和服，沏茶表演。茶道的人动作很规范，很缓慢。 - -但是确
实让我很震惊，听说大家从小就学习茶道。妈妈和邻居也都学过。

我们边吃点心边品茶。真的很好吃。这次去了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是大茶碗，一个是小茶碗。但都很好喝。还在会场看到了用一根浴巾带子做成不同样子的花。真的很好看。中午
饭吃的おでん，因为现在在松江正有全国おでん大会，虽说是全国大会，但也有意大利亚和韩国的。好吃。还吃到了韩国寿司，妈妈说和日本寿司的不同是韩国寿司没有放酢。下午
去商场，正赶上“うまいもの会”，买了エクレア（法国甜品），嗯，比在大阪吃的软。哈哈。

这一天，过得很愉快，也取得了很好的经验。^^

黄麗薇的日记



校外学习

2012.10.08

10.3  今天和女子高1年4班的同学一起去了岛根县宍道湖自然馆和古代出云历史博物馆。上午出发时下着雨，但到了自然观天就晴了，我们的真幸运，嘿嘿。在自然观看到了很多新
鲜的生物，各种鱼，各种海底生物，还有爬行类动物。这些我在中国都没见过。【其实我在中国时哪都没去过- -】最神奇的是，我摸蛇了！把蛇在手上缠啊缠的，因为有解说老师，
所以一点也不害怕。听大家说，那条蛇是白蛇，见到白蛇就像见了神仙一样，摸摸白蛇会带来好运的。于是大家都去摸了。蛇身很凉，湿湿的感觉，但手上什么都没有残留，而且也
没有异味。中午老师给我们讲解，让我了解了很多海底生物的日语专有名称。比如  鲈鱼西太公鱼、鳗鱼

下午，去的出云历史博物馆，看到了出云古时候的出云大社的模型，震惊了- - 楼梯太高了。听说，古代要去参拜，要爬楼梯一个小时。古时的人真辛苦，展馆里还有各种青铜器，
哇塞。太震撼了！不能照相，真遗憾。还去了神话映画馆，看了日本关于人类起源的传说。不只是电影放映，还有真人表演，和电影相呼应。回来时每个人都收到了礼物，岛根县猫
的帽子。岛根县猫是岛根县的标志物。是一只很萌的猫。

黄麗薇的日记



媳妇岛

2012.10.08

10.7  今天上午去了松江市宍道湖，在松江市立美术馆坐船去了松江有名的“媳妇岛”媳妇岛是宍道湖中的一个小岛，坐床5分钟左右，每天都要很多人慕名而去。媳妇岛有一个很
美的传说，话说以前有一个新娘从松江市嫁到出云（海的对面）但非常想念自己的家乡，但那时候没有船，她没办法回家，最后决定从湖中游过来，但还没到对岸，就死掉了。这座
岛就是她的化身。在岛上遥望松江的建筑和远方的山，别有一番滋味。

黄麗薇的日记



长野之行

2012.10.08

9月15  这两天和妈妈去长野了、妈妈是去参加小学同学聚会的，所以都是老爷爷老奶奶（笑），大家在一起聊小时候的事，都很开心的样子，我一直很努力在听，很遗憾，都不怎
么听得懂= =。15号晚上住的旅馆可以直接看到諏訪湖，真的很漂亮。景色非常好，一望无际的蓝色，湖面偶有几艘小船，由于太远就看不那么真切，就像几个星星闪耀在湖面上，
远处是连绵青山，海天相接的样子真美。晚上吃到了真正的日本料理，很开心，听妈妈说真正的日本料理很贵的。的确都非常精致。不过我确实不怎么爱吃- -。果然还是适应不了日
本料理啊。哈哈。大家都生着吃刺身，我吃不了，就把它们都放到了火锅里煮熟，哈哈，这样也还是挺好吃的。16号和大家一起去了北泽美术馆，看了很多美术工艺品和名画。还
去了サンリツ服部美術館，在里面看到了古时候能剧，狂言的演出服装，对了解日本文化真是有益的经验。下午转去长野善光寺，住在寺庙的旅馆里，是和式旅馆，大家坐在榻榻米
上，睡觉也直接在地上睡- -。进入那个旅馆，真有种穿越的感觉。洗完澡第一次穿浴衣，还让妈妈的老同学交给我到底是左压右还是右压左。 - -这个要是搞不清楚就丢脸死了。

转天早上去的善光寺，善光寺是代表江户时代中期的佛教建筑。在导游的带领下，我们看到了地藏王菩萨的雕像，还上了一炷香保佑家庭平安，祝我学习进步。在寺庙本堂，参加朝
事早课，听全寺僧侣庄严读经。能够目睹作为祈祷圣地，代代相传的善光寺原本的面貌。我们还进入了御戒檀地下通道，经过安放御本尊的琉璃谭地下的漆黑回廊，摸索悬挂在中间
的“极乐之锁棍”这里是和佛像御本尊结缘的场所。大家都非常恭敬。离开时，我们蹲下受戒，道行最高的僧人用佛珠点在我们头上，听说这样可以让人变聪明。呵呵。中国也很盛
行佛教，但我在中国都没进过佛教寺庙，体验过这些事情。佛堂真的是一个很神秘很神圣的地方。

    这次旅行为我了解对日本文化的了解又加深一层，同行的爷爷奶奶都是很热心温柔的。日本人真的是很好。我给大家带来了不少麻烦，真心感谢大家对我的照顾。

黄麗薇的日记



在日本的生日

2012.10.08

9月10   一想到16岁生日要在日本过就兴奋不已。妈妈提前在意大利亚餐馆定好位子，还告诉我生日这天会有惊喜，我一直很期待。生日这天和两个新认识的好朋友和妈妈一起（我
们住所很近，每天一起上下学）去了西餐馆，我收到了妈妈和两个朋友的礼物。妈妈送给我一朵玫瑰花，是新鲜玫瑰，真空封起来，永远不会凋谢。朋友送的是一个日本传统点心，
和一把日本武士刀样子的筷子。我开心的不行，我从未告诉过他们我喜欢日本武士刀= =哈哈。他们是怎么猜到的呢？呵呵。

 意大利亚料理很好吃，到最后惊喜终于来了。一个帅哥服务员端着一个冰淇淋蛋糕，领着全店的服务员一起唱歌跳舞祝我生日快乐。唱的是意大利亚生日歌。最后他们还给我们四
个人一起照了纪念照片，做成了明信片的样子，上面写满了朋友的祝福语。生日过的太开心了。呵呵。 我一定会好好珍藏明信片和大家的礼物，他们太珍贵了。就像这段记忆一样
珍贵。

黄麗薇的日记



音乐会

2012.10.08

9月29  昨天从妈妈的女儿给我和妈妈两张音乐会的门票，妈妈说自己也想买带我去看的，但由于没有好的位置了就没买，但妈妈的女儿买的票位置很靠前，我们真的很幸运。呵
呵。今天和妈妈一起去听，虽然只有5个人的小乐队，只有钢琴和提琴，但也足够让我震撼。主持人很有趣，我能听懂一些他们的话，很开心嘿嘿。这说明这一个月我日语还是有长
进的- -

大家演奏的音乐很好听，最后一部分请了两个歌手，大家伴奏，他们唱歌。很好听啊！最后还合奏了泰坦尼克号的音乐。果然音乐不分国界。我这辈子是天生没有音乐细胞了。如果
有来生，一定要学音乐。哈哈。

黄麗薇的日记



一起做生日蛋糕

2012.10.08

9月18  今天最后一节课，是家庭总会，因为10号是我的生日，所以大家（同班同学何老师）一起为我做生日蛋糕，因为中国没有料理课，在家我也不会做饭，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带
上围裙和三角巾和大家一起做蛋糕，摸奶油，放巧克力，设计造型，日本的女生真是厉害，从中学就有料理课，大家做起饭来都那么有模有样，哈哈我也该向他们学习学习了。大家
都很开心，我有什么不会的地方也经常帮助我，真是耐心的妹子们 = ^ =

做好后和大家一起吃蛋糕，好像比我一起吃过的蛋糕甜呢。呵呵，因为这是自己亲手做的吗？哈哈。

黄麗薇的日记



mini chess

2012.10.31

 

 

10月12、13

今天和一年四班的同学去参加英语mini chess。12晚要在出云   住宿。进行为期两天的英语口语训练。这两天可是不可以说日语的哦，被抓到了要跟老师谈话的。哈哈！学校从岛根
县各个学校请来了10名外教，这两天陪我们学习。（插一句无关的话：日本的学校，无论小学还是高中都要外国人教师，有外教课，这对学语言真的很重要，如果中国的小学也多
些这样的机会就好了。）12日晚在   住宿。这两天的内容是选择一首英文歌，然后编舞和练习。13日下午发表。我们是坐电车出发的，这还是我第一次坐名为“    ”的电车，因为
岛根县有一个很大的湖，出云和松江都可以看到，电车是在宍道湖旁边行走的，所以能看到海，很漂亮，很壮观。有3名教师是和我们一起去的。因为自己是留学生，而且也好久没
有和外国人说英语了，一路上都在和他们聊天，不过很郁闷的是，现在话一出口就是日语，英语都快忘得差不多了。哎。不过老师鼓励我说，经过这两天你就可以很流利的说英语
了。

    到旅馆之后，旅店的服务人员给我们讲了注意事项和如何叠床单，何如打扫。这里的房间分和式和洋式。我们住的房间是洋式。

   我们31个人被分成了4个组，每个组都有一个外国人导师。我们组的计划是12日制作演出用的装饰品，编舞。13日练习唱歌，制作点心，交流。

   最开始选择歌曲，我们选的歌是 we found love。然后我们为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做 Ryan’s girl 。因为我们的导师叫Ryan。。 = = 一个很可爱的美国人。哈哈。我们准备的
演出装饰是猫耳朵头饰，尾巴，和挂耳式麦克风。这些创意都是4班的妹子想出来的，我对这方面可是不在行，哈哈。他们都很聪明啊，也很活泼。这也是我第一次制作这样的手工
艺品，感觉棒极了。舞步也是他们想出来的，日本妹子好像都很喜欢学舞蹈，所以提前舞蹈都很兴奋，点子也很多，哈哈。有一个外国人教师会弹吉他，我们休息的时候他给我们即
兴创作歌曲。

  吃饭的时候外国人教师也和我们一起吃，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候和他们交流。

  练习了一天，但大家好像还是精神饱满，一点也不累。晚上还一起做游戏到9点。哈哈。真是愉快的一天。

  13日一起做点心，把黄油放入锅中融化，然后放入棉花糖，加热棉花糖就化了，变得粘稠。然后放入爆米花之类的东西。。搅匀放凉，就可以吃了。很简单，但很好吃。然后是交
流，外教提了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组合起这个名字，你们选的歌有什么含义，你想让听者有什么感觉”之类的。当然了，回答都要用英文。这些也是要下午发表的。

   下午发表前，大家做了一个游戏，是要找很多东西，最先找全的组胜利。我们组当之无愧的拿了第一，礼物是美国制造的塑料戒指 - -

   每个组都唱完歌之后，评委要评出第一第二。我们当之无愧第一！！别的组也跳得很好，但是没我们有激情。嘿嘿。

  回家途中，我也一直在和外教聊天，果然像他说的，经过这两天的练习，我已经可以很流利的说英语了，比来的时候好多了。哈哈。

   这两天的活动，不仅让我好好练习了英语，还让我交到了很多朋友。嗯很开心。哈哈。

   回家的时候和妈妈去看了夕阳，好漂亮。松江宍道湖是一个看夕阳最好的地方。还特地为了人们方便看夕阳，建了一个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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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鼓祭

2012.10.31

10月21  今天下午，我妈妈和邻居黑田さん，一起去看了松江太鼓祭。这个祭日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在松江很有人气。几乎所有人都来看。这次表演的地方是松江城（此前大茶会去
的地方。）

  表演的种类都不同，每个街道都有自己的特色。列队从松江城出发，松江城内有一条通道，在通道两旁放了两排椅子，方便大家观看。她们要绕松江城一圈才可以结束。都是不同
街道的。15个组打鼓的方法各有特色，但共同处是，列队前有两个人，这两个人负责报告自己是哪里来的，然后收下松江市政府的礼物。貌似是酒 - -。 正式的队伍最前方是很多人
排好队，用绳子拉着鼓走，而且都是小孩和大人一起拉，后面是打鼓的人和鼓，鼓是两个很大很大的鼓，打鼓的人要有10人左右。他们要边打边跟着列队走，一定很辛苦吧。就算
不打鼓走这么一圈都很累。而且肯定表演之前要训练很久，很辛苦。

  打鼓的人后面，是吹笛子和敲锣的人，大约几十个人。列队最后是两个人拉着一个精致的小车，我刚开始还疑惑这是干什么用的，然后黑田さん告诉我，这个小车是必须的，里面
装的是点心和酒水，大家休息时要喝的吃的。黑田さん是个很热心的老奶奶，哈哈。他是我们的邻居，我们出去玩的时候都会和她一起，妈妈和黑田さん关系很好，经常一起出去喝
茶。

  每个队伍的演出服装都不一样，放鼓的小车也都不一样，打鼓的方式也不一样，但都很好看，也很精彩。在这些队伍里，还有两个特别的队伍，一个是全由小学生组成的队伍。打
鼓吹笛子，拉车都是小学生.拉车也有大人帮助，不然这么重她们肯定拉不动；另一只队伍是完全由智障人组成的队伍。（打鼓的是行动方便的人，吹笛子之类的事智障人）我真的
很受感动，她们没有一点认输的感觉，尽管身有残疾，但也不放弃希望，一直努力。很受感动啊！她们都能坚持，我又何尝能放弃，一定要一直好好学习下去。

 话说回来，在第一只队伍里，我发现了我们学校（松江女子高）的外国人教师。哈哈真巧。

 哦对，忘记了。在表演开始前，还有一个小小的活动。几个人穿着浴衣，站在高处，向下抛点心，这是这个祭祀的习俗，大家都站在下面接点心，吃了这个点心会有好运的。哈
哈，跟我们抢糖的都是大叔，又高又壮，都用帽子接。。。好吧 ，我一个都没接到- -。不过没关系，很高兴。哈哈，就跟抢绣球一样，啧啧，我要是在古代肯定就娶不到老婆了- -
。哈哈

 

    散场后我也试了试，嗯，挺困难的。要很使劲才行，弄得我胳膊都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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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做大酱汁吧！

2012.10.31

10.9  今天家庭科时和同学一起做了大酱汤。我们组准备的食材是ナメコ　豆腐　昆布　サツマイモ　。老师为我们准备了昆布和鰹，这两种东西是做酱汁的底料。

1 把水煮开，放入昆布，等变软后捞出，然后迅速放入鰹，15秒后捞出。底汤就这样做好了。

2 然后依次放入食材（不好熟的先放。）サツマイモ、ナメコ、大酱汁的酱料，豆腐，昆布。等所有的食材都煮熟后，大酱汁就这样做好了。。

每个组准备的食材不一样，所以味道也就不一样。不过事实证明还是自己亲手做的最好吃。

 

下午5点左右，心连心的老师来到学校，了解这一个月我的生活情况。心连心的老师也很关心我的生活，因为4月要换家庭，所以老师一直在找一个离学校近的。老师们真是很关心
我们的生活，也很为我们操了很多心。谢谢老师们。

 晚上是和心连心的两位老师　塩沢先生和諸だ先生  ， 寄宿家庭的妈妈， 学校校长，班主任，和来东京迎接我的学校老师，市役所的人，和两个中国人。我们的晚饭是在宍道湖蜆
吃的。老师知道我不能吃生鱼片，特地为我选的其他的，真的很感谢老师们。晚饭的时候和班主任聊了很多，看得出来班主任是一个很开朗健谈的人，而且对中国的事情很感兴趣。

   还和两位中国的哥哥姐姐聊了很多 ，久违的中国话啊！哈哈。两位前辈日语说得非常好他们是我努力的目标。

  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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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大见学

2012.10.31

10月17 今天下午高一全体去了岛根县大学松江部见学。虽然下着雨，但还是很开心，短大里很安静，漂亮，设施完备，音乐教室，练琴房，料理室，育婴室······

 短大中好多专业都是别的大学没有的，比如育婴师、荣养师。在这里上大学一定很有趣吧。而且，以后想成为这些职业的学生，可以在这里专心学习，以后肯定会找到适合自己的
工作。                  

  还有两位松江女子高的学姐，为我们传授经验。她们两位一位是，学习很好，在学校很出名，很优秀，学生会长，篮球社长；而另一位则没那么风光，只是默默无闻学习。但最后
两个人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两位前辈的话让我很感动，不管你在高中时代是怎么样的人。只要你努力，就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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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们的修学旅行

2012.10.31

 10月18

  今天是高二的前辈休学旅行结束的日子，一起陪同的老师们也回来上课了，这次他们去的是韩国，班主任回来时给我们带来了韩国海苔当礼物。

  老师上课时给我们讲了去韩国的趣事，因为她们（同年级同学）到了高二也要去，所以老师们想让他们提前了解一下吧。寄宿家庭的妈妈去韩国旅游过，她说韩国和日本的感觉没
什么不同，去了韩国完全没有去国外的感觉。果然老师也这么说。虽然老师说的话不太听得明白，但我还是能感觉出来很有趣的。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去，我也想去啊。可是去不
了。真遗憾，如果中国也可以多些这样的活动就好了。^^

 

黄麗薇的日记



出云大社

2012.10.31

10月20 （土）今天下午和妈妈去了出云大社，听说出云是日本最早的国都，然后才迁移到奈良京都东京的。但历史上少有记载。从松江驾车到出云大社需要一个小时呢，真远。听
妈妈说，慕名前来参拜的人很多，果然如此，停车场几乎满员。从车牌照上可以看出是哪个地方来的，果然全国各地都有。这天天气很好，有阳光也有微风，不冷也不热。在前往出
云大社的小路上，有很多参天大树，在小路入口处有一个“四不像”，像狗像猫又像老鼠。介绍说，这个雕像就是一个四不像。象征着世界万物。

   在临近出云大社入口处，还有一座雕像，右边是一个男人半跪着，左边是一个好似浪花的东西。这个雕像的意思是，每个人的遇见都是天注定的，我们要珍惜这些缘分。

  进大社前要先洗手，我们在一个寺庙前，向箱子里扔了100日元，然后参拜，许愿。出云大社古时原型已经很老了，所以要重新修建，现在还没建好，但是可以看到一小角很壮
观。

  妈妈送给我一个祈福袋，是祝我学习进步的。很漂亮。

  正好当天赶上了一对新郎新娘在大社拍结婚照。他们穿的是古代的衣服。很精致啊。

  回去的时候本来还想参观葡萄酒厂，但是妈妈不太舒服就回家了。妈妈毕竟上年纪了，一定要自己注意身体啊。希望妈妈快点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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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蛋糕

2012.10.31

10月22 （月）今天家庭科是和大家一起做西风蛋糕。这还是我第一次自己动手做蛋糕，很好吃很甜。

 步骤 1 分开蛋黄，蛋白。

      2 分别在蛋黄，蛋白内加入15g 、50g 白糖。然后搅拌至发白、变成白色泡沫。

        （蛋黄手动  蛋白机器打蛋器）

      3在蛋黄中加入らさだ油　水　バニラオイル　

　４将薄力粉三分之一加入打好的蛋黄中，搅拌均匀后，加入剩下的薄力粉。

  5 将蛋白蛋黄混合一起搅拌。

  6 在要盛放蛋糕胚子的长方形铁盘上（天板），放上一张烤箱用纸（オーブンシート），大约2~3厘米高。

  7 把蛋液蛋黄混合物放入铁盘中。进烤箱 180度 10~12分钟。直至表面变为茶色。

  8 在等待的时候可以切好自己喜欢的水果。奶油中加入糖，然后将奶油用打蛋机器打成粘稠状，如果想做成巧克力味道的，也可以把巧克力放进去一起打。这样就变成巧克力酱
了。

  9 蛋糕胚子烤好后，在蛋糕表面再放一张烤箱用纸。然后在上面放一个大小相同的铁盘。放凉。

  10 放凉后倒扣蛋糕胚。然后和烤箱用纸一起取出。

  11 用刀子在蛋糕胚子的钱三分之一处用刀子有规律的划5刀，其他地方就瞎划几刀。

  12 将打好的奶油抹在蛋糕胚子上，从何处开始卷，就在哪一面多涂点奶油，另一面少涂，因为圈的时候会把奶油挤过去的。

  13 放入喜欢的水果，然后开始卷。卷好后，放入冰箱10分钟左右。

  14切成自己需要的大小

  15 开吃！！！！！

又甜又凉又软。口感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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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做盖浇饭吧

2012.10.31

10.25 今天家庭科和大家一起做了日式盖浇饭{丼（どんぶり）}。这次我们准备的食材是鸡蛋，鸡肉和洋葱。制作方法很简单，把食材都切好准备好。重要的调味是在酱汁上：

だし汁（一番だし）　60ml

しようゆ　　　　　　15ml

酒                  15ml

みりん              15ml  

砂糖                1g

把调味料按比例放入锅中，中火至沸腾，然后加入鸡肉和洋葱，待肉煮熟后,加入打好的鸡蛋，把火稍微调大一点，然后用筷子将鸡蛋搅拌均匀，待鸡蛋熟后出国，浇在米饭上，就
这样做好了。（日本的传统做盖浇饭时，做菜的锅是一种大勺子，底是平的，但中国没有，用平底锅代替也是可以的。）

因为是第四节课，所以就当中午饭吃了，大家吃完了自己的盖浇饭，还不饱，还吃了老师做的饭团子。天啊，大家真厉害，我没吃完就撑得慌了。哈哈，不过真的好吃。制作过程中
大家也帮了我好多忙，嗯，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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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第一次吃了釜饭

2012.10.31

10.27 （六）前几天在电视上看见了一种叫“釜饭”的日式料理，在电视上看的时候，就是一堆菜和肉盖在米饭上，我以为和盖浇饭是一样的，但是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正好家门
口有这样的日式料理店，就决定今晚去吃。饭店的名字叫“四季庵”是一个日式餐馆，里面都是榻榻米的座位。我选的是海鲜釜饭天妇罗套餐，妈妈选的是刺身套餐。上来的时候我
的确震惊了，各种小菜鸡蛋羹大酱汁天妇罗米饭，导致我根本吃不完。这种釜饭其实和韩国的石锅拌饭有点相似，但是比石锅拌饭量少，碗小。而且是需要用乘米饭的的勺子盛出来
吃的。而且，还可以加入一种准备好的汤汁，变成像粥一样的东西。不过我不太喜欢这种吃法。天妇罗也很好吃。有虾有茄子有蘑菇有地瓜好吧，总之种类也很多，也都很好吃。
嗯，真的太美妙了。作为一个吃货，吃这么好吃的东西就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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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很开心的一个晚上

2012.10.31

10.28（日）昨天晚上刚吃完一顿丰盛的日式料理，今天晚上我们要去吃法国料理。妈妈请了市役所的中国哥哥和姐姐，但是姐姐有事，所以只和哥哥出来吃的。从很早以前就知道
法餐是很漂亮的，但是量很少。今天一吃果然如此，但是菜系很多，还是吃的很饱。先是一道凉菜，有生鱼片，海鲜做的丸子，和火腿肠。这个海鲜做的丸子格外好吃啊。然后上了
面包和南瓜汤。然后是煎鱼，上面是鱼，下面是奶油汤和紫甘蓝，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最后是牛肉。 然后上了甜点和咖啡。

   每一道料理都很精致，很好吃。今天晚上和中国哥哥聊了很多，很开心。妈妈也和中国哥哥聊了很多有关历史的事。妈妈是一个很喜欢历史的人，而且哥哥也很精通历史。最后还
聊到了莫言的《红高粱》，说来也巧，在莫言老师得诺贝尔奖之前，妈妈就买过一本莫言老师的书。 中国哥哥送给我几本日本人气漫画，通俗易懂很好玩。今晚真的很开心。

 

 我们还约好下次和中国姐姐一起在家里尝尝妈妈做的饭。嘿嘿，真期待啊。

   回家后还在沏茶店和妈妈两个人聊了很多。有关当时面试的事，嗯，提起来还真是紧张呢。虽然那个时候一点也不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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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见学ダイヤゾーンボール

2012.10.31

10.31 今天和一年四班的同学一起在校外学习，这次我们去的地方是松江体育馆。一说体育馆，大家肯定想到的是运动。这次是一种球类运动，叫做 ダイヤゾーンボール   。从前从
未听说过。和打高尔夫球的方法一样，但球比高尔夫球大，而且比高尔夫简单的多。和高尔夫相似的地方，只有同样是用球杆打球，其他的完全不同，这次我们的老师是出云 ダイ
ヤゾーンボール 协会的。都是上了年级的老爷爷老奶奶，但大家都很精神。

   这种球技的规则是，分成红白两队，一队五个人，红色的五个人的号码都是偶数，白色的五个人就都是奇数。有10个球，球的颜色和号码与每个组员相对应。从1号开始，按循序
打球。比赛时长为15分钟。

场地是类似直角三角形。在场地外有一条线，就是起点，每个人把球放在那条线上，再打球。距离内条线1米处，有一个菱形的用布做的旗子，对角线将其分成四份，对角的三角形
颜色相同，在旗子前方不远处有一个小球门，足以让球通过。在这个门前方的1米5处还有一个门，这个们是长直角边的中点，这个门拐弯处1米左右（另一条直角边上）有另一个和
开始一样的旗子和门。 然后在斜边终点处左右，是终点，有一个类似小筐的东西4面都有斜坡，方便小球进入。比赛是这样的顺序，先后将球打进自己的颜色的区域，然后打过小门
1，然后通过小门2，然后先后进入第二个旗子，通过3号小门，最后进入终点

   打球的规则是要循序渐进。1号红色队员先开始，如果直接打进旗子的红色区域，加二分，然后接着打进对角的红色区域。如果没进，就要让2号白色队员开始。进入终点加3分。
通过小门加一分，最后看大家综合成绩决定输赢。

  看起来很容易，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打的话应该很快就能到终点，但是10个人一个，中间阻碍就特别多，也许你刚打到一个理想位置，也许就被别人的球顶出去了。还要想办法不
帮助你的对手进球，要考虑很多因素，很困难的。每个人都是靠运气，有可能第一局你是最后，但说不定第二句就变成第一个进球的人了。

   我们组以60比64的成绩输给对方了！哎很遗憾啊，但是大家都很开心，而且都努力了。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但是，我很喜欢ダイヤゾーンボール 。很好玩，也很简单，
很益智。很开心，能学到这种新的球类。

   下午是学校的体育老师给我们讲课，我了解了日本的全国体育大赛。每年都要在各都道府县轮番举行，是日本国内最大的体育庆典。分冬季和秋季大会。有成年组和未成年组，女
生男生均可参加。听老师说，女子高的好多老师高中时代都参加过。

   还看了专业篮球队员的训练，他们是哪个队的我不知道，但好多大人都去看，而且女子高的女生好像很喜欢他们，嗯。应该很有人气吧。今天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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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圣节

2012.12.04

11.1今天万圣节。外教课上我们开了万圣节party - -。嘿嘿。我们自己做了万圣节的面具。还玩了很多万圣节的游戏。很开心。最后还收到了外教的巧克力。不过如果想得到巧克
力，一定要先说trick or treat。（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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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院初体验

2012.12.04

11.3 今天和妈妈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是一部名为《ツナグ》的电影。这是我第一次去日本的影院啊。原计划是早起坐电车去邻县玩的，但是- -我比较懒，想多睡会觉，就决定去
电影院了。日本的电影院非常安静，也有买爆米花和可乐的，这些大都和中国相同吧。但日本有电影票自动贩卖机，这个很方便。

   在影片放映之前，和中国一样，也有其他电影的介绍。一部名为《恶之教典》的电影很吸引我。如果在中国网站可以看的话，一定要看。

   今天这部电影的大概内容是，大切な人を亡くした者と死者を一度だけ再会させる仲介人「ツナグ」という職業を通じて、他人の人生に深くかかわっていく青年の葛藤と成長を
描く。一見するとごく普通の男子高校生・歩美は、祖母アイ子からツナグを引き継ぐ見習いとして、死者との再会を望むさまざまな人と出会っていく。しかし、死者との再会が
救いになるのか、人生は変わるのか、次第に自身の行為に疑問を抱くようになる。分别讲了亲情友情爱情三段小故事，非常感人。如果真的有这种使者就好了呢。如果真的可以和
死去的人见面，你想见谁呢？机会只有一次哦。

   在中国，正式影片放完后就可以离开了。大家一般都是不会选择看片尾曲的。但在日本，必须把片尾曲放完，大家才可以离开，因为在片尾显示了影片的各种制作人员名单，这也
是对他们的一种尊重吧。

  晚饭吃的日式料理，生菜沙拉很好吃，蔬菜全是生的，沾着调好的酱料。说是生菜对身体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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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油是怎么来的。

2012.12.04

  11.2 最后一节家庭科，老师教我们用牛奶制作黄油，把牛奶倒入瓶子里，盖好盖子，不停摇晃，直到成块就成为黄油了。和超市买的不同，这种是不加盐的原黄油。制作好，如果
不赶快吃掉，还会变回牛奶的 - -。呵呵，不过我还是头一次知道黄油是由奶油做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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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车旅行

2012.12.04

  11.4 今天上午和邻居去吃早餐，本来是准备去宍道湖湖边的餐厅吃モーニング的，那里风景好，而且咖啡很好喝。但已经满员了，于是就准备去其他的地方，要更远一点，但到了
那里没有营业- - 。。于是我们绕着湖转了一圈，又转回来了。哈哈，用邻居的话说，我们就是大清早来了一次　ドライブ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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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研模式

2012.12.04

 11.5 今天是进研模式，不知日本是不是都有这个东西，考的内容是语文（分为古典和现国两部分）数学和英语。我的这个学校每学期都要进行一次，高二时根据高一的成绩进行分
班。据老师和寄宿家庭的妈妈说，这个考试是大学水平，对于所有人都很困难，但是随着大家知识的增长，也就简单起来，那时也可以看到每个人水平的差距，根据这个成绩，可以
决定以哪个大学为目标努力。虽说日本教育比中国轻松，但大家也都在为了自己的未来努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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鯛料理と　ぐるぐる

2012.12.04

11.11今天中午，我，寄宿家庭的妈妈和妈妈的朋友，三个人一起去吃饭，是一个叫タイ的日式料理店，专门吃鱼的地方。我这次选择的依然是釜饭，上次吃过之后觉得很好吃，哈
哈。妈妈和朋友吃的是茶渍饭。把专门的茶倒入米饭中，这个大家应该都吃过吧。嗯，很美味。还有天妇罗，我最爱吃天妇罗了。到现在为止已经吃了好多次天妇罗了，在中国的日
式料理店里也吃过，但果然还是日本地道的更好吃。在日本吃天妇罗是沾着つゆ，或者抹茶吃的。

   吃饭之前还去了岛根县立美术馆，看了名为“ぐるぐる”的作品展，在普通的画上画上很多同心圆，然后在每两个同心圆的空当中写上无数个“ありがとう”。最醒目的是一幅是
长宽约为80厘米的画作，是用残疾人协会做成的，画的内容是很多人手牵着手，意喻是让大家一起帮助他们吧。

黄麗薇的日记



避難訓練

2012.12.04

 11月15今日は避難訓練があったんだ。そのため、今日の授業は全部5分短縮。先生が、最後の授業の時に、突然警報が鳴るので、警報が鳴ったらみんなキチンと並んで体育館
に集合する事って言ったの。私たちの今日の最後の授業は英語（oc）。なので、ふたりの美人外国人先生が英語で地震の時はどうしたらいいかを教えてくれたんだ。

    Frist  turn  off  the  gas  and  open  the window, and  then  hid under the table .

  みんなちゃんと時間内に、先生に言われたとおりにクラスごとで行動できたよ。校長先生にとても素早く行動できましたねってほめられちゃった。でも移動中はみんなずっと
うるさくて、笑いながらおしゃべりをしているのってよくないよね。次の訓練の時には気を付けなくちゃ。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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インド料理

2012.12.04

  11.17 晚上和邻居出去吃饭，本来要去一个欧式饭店，设备很辉煌，但是正好赶上那里有婚礼，就作罢了。 于是改去印度咖喱料理店。印度咖喱不是配米饭吃的，而是配馕吃的，
吃之前本以为是新疆的那种馕，会很硬。结果，其实是大号的饼 - -。不过比饼要柔软些。我们选择的是最有人气的套餐，一般人气套餐都很好吃嘛。

    还在店铺中听了用留声机放的美国的レゲェ（一种曲类吧）虽然在电视剧里经常看到留声机，但这还是第一次亲眼看到真正的留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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もうすぐ冬休みだよ

2012.12.04

11月27大家终于考完期末考试了。呵呵，还有一个月就放寒假了，时间过得真快啊。下个月有圣诞节，好像日本人很重视圣诞节似的，上个礼拜店铺就开始装点，推出圣诞节促销
什么的。松江车站旁的建筑，装饰了一个大大的圣诞树，晚上5点开始点灯，等公交的人，可以直接看到，真的很漂亮啊。不仅是松江，好像日本全国都开始为圣诞节忙碌起来了
呢。上周去京都旅游时，在伊势丹也看到了一个大大的圣诞树，很漂亮哦~

黄麗薇的日记



京都の旅。楽しかった。最高だ~

2012.12.04

  11月24今天动身去京都啦~~盼望已久的京都之旅。因为京都是以前的国都，所以为了让我更好的了解日本，妈妈决定带我去京都旅游。我们寄宿在妈妈的朋友家，中午左右到的
京都，中午饭吃的荞麦面和天妇罗，很好吃啊。这个地方的天妇罗是我目前吃过的天妇罗里最好吃的了（笑）。到了京都，沿路就能看到很多穿和服的人，年轻人老年人男女都有。
都很漂亮。果然是国都啊，呵呵。听说在京都穿和服打车，还能打折呢。

下午去的清水寺。清水寺为公元798年（延历17年）由延镇上人所建造，为平安时代之代表建筑物，后来曾多次遭大火所焚毁，现今所见为1633年德川家光依原来建筑手法重建，
与金阁寺，二条城并列为京都三大名胜，也是著名的赏枫及赏樱之著名景点。

   正值秋天，满山都是红透的枫叶，景色极为壮观、漂亮。入口处的大门非常漂亮从寺庙往下眺望，都是红遍的枫叶。从下面仰视寺庙楼阁，更有一番风味。在枫叶的遮掩下，寺庙
露出高高的一角，仿佛也在眺望周遭的风景似的。寺庙里还摆放着不知哪位主持用过的手杖，纯铁的，我和妈妈和另一位路人，三人才能抬起来，非常的重。

   因为正好是三连休，而且清水寺非常有名，所以游客很多，虽然下着零星小雨，但丝毫抵挡不住我们的脚步，也有很多中国人和美国人来参观。

   出了寺庙，在道路两旁有各种各样的小店，卖点心的，卖茶杯的，卖礼品的，还有卖扇子和油纸伞的。这种油纸伞是日本特有的，挂在屋里的装饰品。我也买了一把小的，当做纪
念。呵呵。

   还在一家沏茶店吃到了很好吃的抹茶奶油冰淇淋。最高だ。うまい！！～～

   因为已经转了一下午了，所以有点累，但是还想看看周围的风景，就去坐了人力车。拉车的哥哥很厉害也很辛苦，腿上的肌肉都突出来了。但是他说自己很喜欢这份工作。哥哥拉
着我和妈妈在周围到处转了转，看了公园，其他小的寺庙，还有一座明治时代，一位日本有钱人建的一座欧式风格的楼房，当时是他的住宅，但现在已经改为沏茶店了。这是我第一
次坐人力车啊，感觉好极了，不过价钱也是贵的可以。。 - -

  还在途中看到了舞妓さん，但是听人力车的哥哥说，这是一个男人。。震惊了。。

 

 

11.25 今天本来是要去平安神宮的，但昨天看了昨天那个舞妓さん的照片（笑）我也想体验一回，于是就去了“夢工房”体验了舞妓さん。化了妆，穿上和服，专门的照相师来照
相，妈妈也用照相机把化妆过程照下来了。呵呵。舞妓さん是从16岁开始练习跳舞，知道20岁的。如果想体验舞妓さん，还是16岁到20之间比较好。虽然贵了点，但舞妓さん体验
只有京都有，而且错过这次机会，也许就错过最好的年龄了。

　　　昼は権兵衛で食べたの、夢工房の隣にあります。みんなが並んでいました。人気があるそうです。ちょっと聞いてみたら、“この店は、そばとうどんで有名です”と言っ
た。１５後、店に入って、うどんを食べた。本当においしかった。

　　　昼ごはんを食べた後で、ははとははの友達と、三人で昨日見た喫茶店でコーヒー飲んだ。中はとっても素敵だ。ケーキもおいしかった。

11．26

    今天要回家啦。上午在有名的咖啡馆吃的早餐，然后去车站旁边的伊势丹转了转。买了点东西，下午就做电车回家了。嗯，累了，呵呵。在电车上一直睡觉- -。

   这次只逛了京都的一小部分，就感受到了京都鱼其他城市的不同之处。妈妈也说，不论来过京都多少次，还是想来。没有逛过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这次旅行很开心。很感谢妈妈带我来京都，还有了那么多的体验。妈妈也辛苦了。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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