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日本东京

2012.08.29

从26号到今天、一直在进行留学前的进修。现在在东京国立奥林匹克纪念公园青少年综合中心(后井老师说、名字太长了、改叫“奥青”、以后不想在讲这么长的名字)

刚才拿到了ID、老师叫我们“既然已经来了、就在这里写两句吧”。所以现在来是写日记。奥青旁边是明治神宫和代代木公园。、虽然在东京的正中、但是有很多树木、环境很好。

好像在深山力一样。有时会听到乌鸦叫、在中国是很少见的。天气很热、知了也吵个不停。

食堂里的饭持多少也没关系。非常好吃、现在应该已经习惯日本的饭菜了。从房间的窗户照了东京早晚的景色、以后传上来、请稍等一等。

以后会用这个网站。

现在还有别人要用、虽然很短、就结束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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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野区，漫步

2012.08.30

今天和志愿者崛江线一起在中野区漫步。有很多发现！大家一起制作墙报也很有意思！

在漫步时，去了百元店、超市“LIFE”、区政府和商店街。

百元店里甚至有卖浇在刨冰上的东西！而且有三层、非常大、好像什么都有！加上税金、百元的商品要105元。收银的老奶奶、牙都没了一半、还在拼命地工作。每当有客人进来、
就热情地讲一句“欢迎光临”、真让人佩服。日本人拼命工作、努力为社会作出贡献的精神很厉害。

在超市、所有的蔬菜都标明了产地。比如、秋田产的芦笋、崎玉县的油菜、长野县的黄瓜。而且看到了很多我们国家没有的商品。买了便当和饭团子，大家一起在公园里吃了。稻荷
寿司很好吃!又酸又甜，炸豆腐皮、米饭也很好吃。很喜欢吃豆腐皮寿司。糯米做得红米饭又淡淡的香味。还吃了梅子饭团、崛江先生教了我怎么吃。他说来日本一定要知道饭团子

的吃法”、真的。但，梅子好酸。

日本，9月20日是“巴士日”，是为了环保，号召大家不开车乘坐巴士的日子。

总之今天有点累…以后会讲更多，今天旧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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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蕨高！

2012.09.03

一直没写日记抱歉。学校的事很忙，回来时已经很累了

1日到达host family的川名先生家～大家都很亲切哟！孩子有大我半年左右的亚美和中二的弟弟贤人。贤人是田径队的，很害羞(笑)。亚美也是田径队的（经理）～

整理后，买了定期的电车券和巴士券，一起吃了煎菜饼。在妈妈朋友的店里，是广岛煎菜饼！最初蔬菜和饼还有奶酪很高,但最后非常薄！好吃！

二日是文化节，过了一天。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也看了接力部，舞蹈部和音乐部的发表。舞蹈部很帅！特别酷！星期四学校开始后，绝对去看看！可以的话，想加入～接力棒也很
厉害哟～

三年六班的前辈们，穿着写着AYK40的衬衫，唱了三曲AKB的歌。然后回来做了跳蚤市场。钱包一个，十日元就能买到哟！在旧书市场，摆着50日元和100日元的书！找了很好的
书，买了二本∶P

我一年一班哟～还交了朋友，很忙！回来时，从唯希那儿用手机邮件得到了一起照的照片

↑这个！

今天，是新人教育，也量了制服的尺寸。我的制服作好还有10天，现在暂时借毕业先辈们的制服。我在食堂吃酱拉面，在图书馆读书，（有川浩的＜图书馆战争＞哟），今后想乘
电车时读。在日本大家乘电车时都读书，学习，我也要可惜时间，要努力！

然后俱乐部活动参观。途中遇到班级的朋友们。首先是乒乓球小组。然后接力棒部，篮球部，也看了体操部。因为文化节刚结束，还在整理。去了舞蹈部，听说星期一和星期日没有
俱乐部活动。舞蹈部有奶奶是中国人的男孩,常说中文！亚美班里也有爷爷是中国人的可爱孩子！我们班里也有在日本长大的中国人，姓魏，和我一样高，在漫研，擅长画画儿！

说起蕨高，听说了排球顾问铃木典子老师，也去了排球部，与二年生的阿部稍微玩了一会儿！有趣！大家努力练习着！二年生中与前辈王同学一班的前辈也见到了！被成为小玉，小

玉。我被叫做yue哟～妈妈起的名字，大家都说可爱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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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小组了!!!

2012.09.07

今天终于能参观舞蹈部，加入小组了哟！小组活动时间是从星期二到星期六，星期一想去漫研或者书法小组去看看啊～

有中间进修→必须发表→要是体育部的话难以发表→舞蹈部很帅→好的，加入舞蹈部吧？

↑是这样想的。

9月大概都是肌肉锻炼，从10月开始真的在队伍里跳舞。因为是初学者所以有点不安。但是必须努力！去顾问老师那里时，路过筱田老师那里，被问到「你，舞蹈部?!」

明天也有俱乐部活动哟

然后上了来自浦和的志愿者老师的课～与德国和丹麦的留学生在一起！

累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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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好忙啊～

2012.09.13

今天去浦和上日语课，老师是去年玉先辈的老师北村老师哟！从二级的文法学习，以明年7月参加一级考试为目标在学习。每周星期六的第五节课是留学生一起学习日语，我基本上
用印刷的资料学习一级的文法。一级的文法，看起来很难,不过，因为用了文章变得相当易懂。其中，有自己不知不觉用到的文法哟！

不管怎样现在的学校生活很～忙！每天学校结束后，去俱乐部活动。星期二舞蹈部的基础训练训练过度，现在肌肉痛的…日本的学校的俱乐部活动，全体都好认真！来自丹麦的约翰
说“体育部的大家太认真好可怕啊～”了。非常累,不过，大家一起努力不也是快乐吗？

星期三和星期四被老师邀请，参观了茶道小组，插花小组和料理部。实际上料理部的参观，是插花小组结束后肚子饿，与部长对一起去找吃的去了(笑)。料理部里一个班级的女生有
很多，如果参加这个俱乐部活动绝对可以提高女子魅力哟！奶油点心真的很好吃！茶道小组和插花小组真的有趣。茶道小组只有一个男生，名字的汉字很难的…但绰号很可爱～所以
马上记住了哟，叫yosshi！

今天是关于自动销售机的小组学习。日本的自动销售机多为赤字，第一次知道！一样的小组的朋友们说“价格贵所以大家都在便利店和超市买大容量的的饮料，比起1升的还是2升
的好啊～全日本的自动销售机的价格都和蕨高的一样就不会是赤字哟」。很喜欢AKB的男孩子说“像AKB一样，数量多的就会显眼哟”，想想看是真的啊。

那么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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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分日

2012.09.22

    今天一起床还以为开着空调，结果是关东地区的降温。都说「暑さも寒さも彼岸まで」，今天是秋分，果然凉了下来呢。大家也都换上了长袖衣服。明天也会很凉快，但从下周
一开始据说就又热起来了……下周的球技大会希望是大晴天啊，不能踢足球的话就是浪费了和大家的练习了><

    这一周天天都很忙，每天手机屏幕上都排着满满的预定事项。写三号的演讲稿，做数学和英语的练习题，部活（我又加入了茶道部哦~），自己学一级语法……但是看到老师在日
记上给我写的鼓励的话和周围全力做自己的事情的同学们，我就立刻能打起精神来了！

    明天一整天都没事，到时候再写更多的事情吧。

胡 玥的日记



Laketown归来+最近情况汇报

2012.09.28

    今天作为久违的放松，和来自泰国和丹麦的留学生，在准备完演讲比赛之后去了越谷Laketown。据说埼玉出身的大学生在同窗会的时候被问到埼玉有什么的时候，总是会说“埼
玉有Laketown！”

    听同学说Laketown一天都逛不完，今天去了才知道有多大……走了两个多小时，才逛了整体的一小片。先去吃了cold stone的冰淇淋……超好吃但是好甜！我吃的是薄荷巧克力，
本来以为薄荷的味道能中和一下巧克力，但还是甜啊。怪不得这家店的水可以随便喝……丹麦君点了树莓味的大份吃完以后喝了三大杯！之后就是走来走去，在g.u.买了舞蹈部用的
衬衫。现在已经是秋天了所以短袖衫变得很便宜。

    上午的终业式在全校同学面前做了演讲。类似于自我介绍，但也要说自己对日本和学校的感想。我是最后一个上去的。因为很紧张所以把报名字和“早上好”的顺序搞错
了！！！然后听到台下出现骚动……我灵机一动用一声“はい？”多多少少让台下静下来了……之后走得比较顺。后来班里同学说是因为我的日语和前面两个留学生反差太大，听起

来和日本人没差别的缘故……原来不是顺序的问题啊 我真是想多了……

    明天还是舞蹈部。这段时间我感觉到了自己的进化!比如说肌肉痛恢复的时间变短、freestyle也渐渐能做好了之类的~在舞蹈部真的很开心！能把原来做不到的动作做好，很有成
就感！

    还有就是球技大会了……因为下雨所以我参加的女子足球改成了躲避球，我们班第二战输给了凶暴的三年生。男子足球刚出战就被打了下来，但是大家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踢
了！女子篮球也是第二战输给了前辈，男子篮球前两战都打败了三年生！真的好厉害！但是第三站完败给了二年生……顺便一提那个班最后拿了冠军……

    幸好明年三月还有一次球技大会w

胡 玥的日记



心里还很精神！(1)

2012.10.06

本星期是「努力周」，还是「节约周」所以，从1日开始一直没写日记，抱歉。现在真的很累,但因为是「努力周」所以，来了这里！

星期一是4×800的长途跑。星期日晚上台风，星期一是大晴天，一丝云也没有！因为是开学式，大家都必须穿外衣带领结去体育馆…但主持的老师说太热了，可以脱掉，脱了之后很

舒服  跑了之后出了很多汗，真的累了。尽管如此还是与大家一起进行了舞蹈部的练习！今后我们练习的舞蹈作品，是为了明年4月或者5月的活动做准备！请期待！

多亏了星期天的努力学习，星期一的汉字小考试得了满分哟～只要努力就能有好结果，我！ 然后学习了最近从国语老师那儿拿到的现代文和古文的问题集，现在已经找到了学习古
文的办法！也记住了活用表！今后的目标是助动词！

星期二是更严峻的的长距离跑…四十分间跑5000米，田径队的孩子跑了6300米！中间的马甲和体育服都湿淋淋的，挂在部活的教室里，两小时后还是湿的！回来时已经累死了…

星期三去了speech contest的自由角！一直很忙，只练习了一次。讲演是日语，讲了这一个月的小感动，3分种左右。由于练习不足，非常紧张！现在也忘了是怎么讲演的！但是据
说很好，放心了！之后谈了关于舞蹈部的事，舞蹈部的biyo笑得真漂亮～真好啊！

请看之后的日记～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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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还很精神！(2)

2012.10.06

星期四的日语课，得到了更多资料。N1汉字和词汇一天1页的练习，还有文法的练习。变沉了，文件夹！一定好好地学习！（星期四已经筋疲力尽）

之后的日子疲惫地去了职员室，班主任老师问「黑眼圈很厉害！累了吗？」，禁不住说「累了」。这时正好给玉前辈回信，老师想告诉她我「有点累」，我坚持说「请一定说我很
好！」。

「但是不是很累了吗」

「身体累,但心里很精神！」

「好的」

这样的对话。

今天是学校的公开课，早上做电车去学校。车停时，旁边的车辆传来了很大的哭声。真的很可怕！孩子的手指被门夹住了，「请帮帮忙」，妈妈叫着。旁边的人按了紧急停车的按
钮，其他车辆的人和车站工作人员都去帮助。电车有点晚了,但平安就好！

社会人演讲会时，留学生五人去了川口市初中的茶道小组活动。吃了好吃的点心，也喝了茶。那里做的「平点前」是现在茶道小组练习的内容，请那里的老师也让我练习了。

今天是学校的公开日，部活都进行着。所以书法室无法使用，使用了多目的大厅。为了不给邻居添麻烦，关上了窗，房间里热得要命！湿度绝对危险！大家无论出多少汗，也没有人
说「开窗」！衬衫和裤子都湿湿的，却没有人抱怨。真的很佩服！

明天去见去年做homestay的日本人，下午还去LakeTown～

那么，就到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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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闲自在的三连休

2012.10.09

星期六是学校公开日上课了，所以今天虽然是星期二却休息哟～

星期天去了lalaport的ABCmart，买了跳舞鞋～帅吧！然后在湖城与在我家做过homestay的女孩子玩，买了一套的体育毛巾！是有可爱的白马驹花样的毛巾哟

难得的连休，所以哪里的百货商店都特别挤。湖城的迪斯尼店，等着交款的人都排到店外了。所以没买喜欢的笔…回来在misterdonut为host family的大家买了万圣节的特别限定。
做成南瓜的形状大家都想吃，果然人气很旺！买到了最后的一个真好…晚饭之后大家一起吃了，真的很快乐～

昨天是期中考试前最后的部活，所以比平时延长了三十分练习。「G6」和「EMERGENCY」是前辈们在大会跳的舞蹈，现在一年生们练习，觉得我好像也会了！这个是练习的成
果！并且自己排舞蹈也很快乐(´·ω·`)

昨天大家去了「kura寿司」这家回转寿司店。因为预约所以没太等,但如果没预约就得等三十分！有人气得可怕，kura寿司！喜欢的种类转过来就可以吃，怎么也等不来的情况下可
以订购。并且每五个碟子有一次抽签钥匙圈的机会～吃了很多，最喜欢金枪鱼！还有虾！然后是inari！也试着吃了纳豆，意外地好吃，那个味道…最后大家正好吃了65盘，中了蕨糕
的钥匙圈～

今天上午学习了。数学的succeed终于结束了！上次不太会的ceva定理和Menelaus定理也做了很多题，能熟练地使用了。继续这样下去，下星期三的期中考试说不定可能参加所有
的学科了！

然后要和host family一起参观初中的部活。初中的部活与高中有什么差异呢，期待着！

那么，就到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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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试!!!

2012.10.16

最近这里的主页稍微有点奇怪，没有更新，抱歉。

明天开始是为期三天的期中考试。与老师商量了，自己也考虑了很多，想参加所有的科目。语文是现代文和古汉语一个小时，古文一个小时，最近拼命地学习了。背诵古文的利用表
和助动词好难啊…但最近的古汉语和常用汉字小测试考得很好，这也是努力的成果！现代文做了练习，还不知道能做上多少…

化学和地球天文科目在假日做了问题集，也发现了很多「啊，这个还不太明白」的地方。世界史用上次的填空提纲复习，因为是中国史所以还好。有知道汉字,但不知道读法的情
况。…但反正考试是在纸上，所以记住汉字就好了～

英语和数学最近都做问题集。succeed的问题结束了，觉得最开始做的复数等是不忘了啊，对老师说想要教科书问题的答案，拿到了，自己又做了些题。果然数学，越做越明白。最
初觉得难的问题，也觉得简单了！老师说英语的Workbook不做也可以，但问了朋友们，听说考试的问题和Workbook的问题一样的形式，一口气做完了！不太明白的文法也完美地
解决了。

国语尽了全力！即使不能及格，也是很好的经验，不努力就会遗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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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试以外的事

2012.10.16

上星期日去了本地的祭祀，看了传统的舞蹈。三个男人穿着黑色狮子的面具和衣服，一个孩子穿着红色猴子的面具和衣服跳舞。据奶奶说，本来是猴子和人跳的,不知道今年为什么

是孩子。用照相机录像拍摄时，前面有个个子很高的叔叔，所以没照好

体育…最近一直在练习40分长途跑，觉得对长途有些适应了！今天找到了自己的方式，最后一点不累，反而越跑身体越轻。但是二十分左右的时候还是感到难受，腿又硬又痛，速度
也下降了。今天也没停，40分跑完7×730全程！体脂率下降了吗～体育老师说，长途心律在150到160左右，如果跑完全程就会消耗脂肪,但如果途中停了一次的话，反而会增加脂
肪，女生都很高兴「可以变瘦!!!」～

今天从老师那儿拿到东京坦普尔大学学园祭的宣传手册，这个星期六。但是星期六部活一定很累，去东京也不知道路，现在苦恼是不是去…

然后是昨天的事。早上觉得冷，穿上衣去了学校。但是忽然变成了大晴天，感到热把上衣放在了学校。可是…从电车上下来去自行车停车场的途中，忽然想起「自行车的钥匙在上衣
里！」，一起回来的ami说「发现得太晚了」…所以坐巴士回家了，，今天早上比平时早15分从家出来去了巴士车站。对朋友们说了，他们说「我们也有这样事，明白，明白」。

嗯，不只是我 但今后一定注意

最近时冷时热，有点感冒。所以今天喝了很多水调整了衣服，绝对不能感冒！

昨天和今天天空上都没有云…星期六有那么漂亮的鳞云…在房间学习累了，从窗户看着外边，天空覆盖着鳞云，非常漂亮，拍了照片。很多朋友们都说「我也拍了哟」，电视新闻也
广播了这个盛况！

明天考试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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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雨

2012.10.18

今天是期中考试第二天！昨天是世界史和英语，今天是国语（现代文+古汉语）和数学。国语以外的科目都还好,但国语…一个小时真的很短！为了多得分，首先做了全部的选择题和
古汉语还有汉字的部分。然后是现代文以外的问题。从本文摘出的问题还好,自己用语言总结的问题太难了…也不放弃努力到了最后！第一次的国语考试，很难,但尽力了！

数学的考试时间最长，100分种。数A和数Ⅱ的内容各一张纸，越做越兴奋！出了求四面形体积的问题,但那堂课我正好去了楠木，所以不知道做法。尽管如此，但觉得「可能和圆锥
一样的公式」，完美地解答了

午饭在家附近的松屋吃了盖饭，加了七味辣椒粉特别好吃！从昨天下午开始一直下雨，身体也很倦，这样的日子还是辣椒！

还在电车中考虑了自己的事∶「作为留学生，是作为一个特别的存在，还是与大家一样的存在，哪一个更好」

其他的留学生，不懂考试也不必参加，上课每天都不带日语课之外的教科书。会话不是很好，所以部活可以适可而止。留学时，因为学校的事很少所以能到处玩。但是这个「特别」
「空暇」是以什么作为代价的吧。这样「特别」的学校生活，真的能了解日本的学校吗。所以，来蕨高后，我一努力不让大家认为我「特别」。长跑，尽可能不在途中退下来，参加
所有的考试，部活不行的话就好好和大家学。带着这样的心情。当然有时也很辛苦。但克服那个到了现在，至少不是一个人作战。我不是「特别」的，不是一个人。

期中考试结束了，和家里的大家说放松地去玩。来日本的这50天左右，太忙了，还没有和大家玩过。好的，明天也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胡 玥的日记



考试结束了～

2012.10.19

还不太有真实感,不过，今天考试非常完美地结束了！

昨天的日记，得到了来自中国的家人和心连心老师的留言，「努力不会徒劳哟！」谢谢你们的鼓励！

今天是地学，化学和古文！古文，因为努力背了文学史和古文单词，所以选择题全部答对了！但是「东下」和和歌的问题还是…不明白。但是是很好的经验！

化学老师考试时，在卷纸中夹了「只答本学期学的问题做就行」的纸。但是，在中国学习过之前的内容所以全部答了。

隔了好久的部活，今天很累啊～

最近日本全国都变得冷起来了，大家也请当心身体∶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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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京—

2012.10.21

今天和host family的大家去了浅草寺和天空树（但没登上去）！在浅草站从电车上下来，马上就有了来东京的感觉…走过下町，到了浅草寺—

又不能上传照片了…为什么呢…

天空树下有solamachi商城和墨田水族馆，今天只去了solamachi。有很多的店，也去了Hello Kitty的专卖店！什么都有,但真的很贵，买不起。有Kitty的脸的梅干一个是315日元…
不愧是东京！

在浅草寺，买了日式薄煎饼，Kitty的浅草钥匙圈和北斋的Ｔ恤！人真的很多，都是外国的游客！到底是大城市的旅游地，大致都是一样的感觉。

今天没有时间，就写到这里，之后再详细地说～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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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报告

2012.10.23

这次考试的分数一个一个出来了。国语的现代文部分是50分，古文部分太难只有33分…但这也是自己一点点学习得到的分数，所以相当满足！并且OCI是86，数学是94，世界史是
95。因为化学回答方法不对，是84分…其他科目还没出来。

参加这次试验，知道了自己今后的学习上前进的道路。能接受考试，现在觉得真好啊！

昨天和今天是连续强跑，现在真的肌肉痛不得了！昨天比平时多跑了一周，现在是730×8哟～今天因为雨，在体育馆进行30分终跑。女孩子全都慢慢地跑,不过，男子在比外边窄的
体育馆像赛跑那样地跑，因为危险被老师说了。最近对长跑也适应了，发现确实身体变得结实起来！

为11.3是进研模试，12.4是第二次的期中考试。今后要在学习和俱乐部活动双方努力！

P.S.星期六的有趣的事！一边吃早饭的南瓜一边看电视上的占卦，金牛座的幸运物是南瓜！好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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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运动了～

2012.10.25

星期一和星期二的强跑，跑得太多了，而且还有部活，昨天起来时感到已经不能动了…也还是起来，去了学校，在走廊隔壁向阳的地方和大家一边聊天一边休息，稍微好了些。但是
今天早上肩膀和腰还有些痛，host family的妈妈说，「贴药膏试试吧？」，贴在痛的地方，好多了…真好—

昨天的部活是茶道小组，所以没运动。但是在疼痛好之前真是很担心舞蹈部的部活！有队伍练习，不想只是旁观。好了真是太好了！还是跑得太多了…

二年生的前辈们去北海道修学旅行了，给部活的前辈发邮件，问了情形，回答说「现在9℃哟！必须穿制服去，所以大家都带了围巾！但是好快乐啊」。但是二年生的两个留学生不
能去修学旅行，gift现在在家闲着，莉莉在一年生的班级。嗯，但不是我们班…

今天的kusunoki，看到我回来时因为有部活所以穿着制服，而辛迪和gift穿着便服有些吃惊（当然不必去学校的情况）。说…真漂亮…，是穿便服的样子太普通了吧，我不介意哟…
maa～ahaha～

不用准备考试，乘电车太闲了，从图书馆借了「天使的游戏」这本新书。现在被吸引进去了！作者是西班牙人，翻译成日语了。现在情节最悲剧了∶主角的作家，为了自己的恋人，
老师的秘书，向老师献出了自己最好的作品，以老师的名出版了。没有新意，写作非常普通的老师，不知道主角改写的事，沉醉于成功的喜悦中。结果，大家认为不是名人的主角的
书是模仿名人的老师的，一点不畅销，主角与出版社也决裂了。然后，生了重病，据医生说一年后就要死去，与恋人也分手了。但是还有一半没看不知道小说会有怎样的展开！会有
所改变吗…

昨天和ami吃了31的万圣节圣代！有些贵,但除了两种冰淇淋以外，还有巧克力蛋糕和鲜奶油，cookie和巧克力！万圣节限定的「魔女的诡计」是葡萄和苹果味的，看着好看也好吃…
贵得有价值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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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普通的生活

2012.10.28

星期六前辈们回来了，部活照常活动。下周，也像平时那样五小时的课+部活。星期六进研模试。国语，数学和英语，做了去年的问题，数学还是一样不好好思考就解不开！国语是
现代文，所以下周准备做问题集，读读小说，提高解题的速度。

下周六(11月1日)是插花小组的万圣节活动，由国际交流员的老师做顾问，由于成员很少，所以邀请了我。为什么日本万圣节的活动这么多呢…听说部活也要开舞会，回家时家前面
装饰着南瓜灯，也有化装的人，万圣节特别活动不断地出来，迪斯尼乐园也成了万圣节模式！可本来不是本国的节日…

「天使的游戏」，今天基本结束了第一册，下周开始第二册，结束全部。穿着装饰着天使之翼胸针西服的神秘编辑出现了，治愈了主角的病。说「给你多少钱都行，这一年，能不能
写书做成宗教呢」。憧憬主角的书的年轻女人作为助理，与主角住在一起。拿到「被忘记的书的坟地」和「不灭的光」等书的主角，偶然发现这书是现在住的房子的前主人写的。现
在都是谜团。…蕨高的图书馆不能借二周以上，现在在努力读！还是不要一下子借两册吧…但第二册被别人借走了怎么办呢(*´∀`)

昨天部活结束时，一起回去的朋友们在自动贩卖机买暖汁粉时，应该找30日元零钱却拿到了60日元！谁忘了自己的零钱吗…

好的，下周也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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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星期松口气的日子…在后天！

2012.11.02

明天是进研模试，本星期很多事非常忙！因此这次的日记稍微偷下懒∶P

星期三是万圣节，班里的女孩子都从家里拿点心去学校，召开了点心会！当天的茶道小组大家也交换了点心，吃得太多了，回家时肚子一点不饿…并且，昨天的插花小组，制作了万
圣节的插花，大家都觉得可爱！然后装饰了舞蹈部的部室，真漂亮～嗯，因为是自己做的！

昨天从楠木老师那儿拿到了自家种的柿子(有籽)！听说今年比往年的的籽多！好好吃啊～

明天是模试，所以后天才能歇口气啊…进研模试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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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秋天了

2012.11.04

昨天进研模试，真难！国语75分，数学72分…英语不费力地得了95分！数学必须努力…这次因为难分数低，看了答案的册子，也没想出方法…

今天住的早稻田町有祭祀游行！警察的白摩托车在最前面，然后是三乡市长等大人物和吉祥物的「kaikun」。小的是「tubutyan」，主题是「鸊鷉」这种鸟！后边是三乡市小学的
进行曲，校长在最后走着。幼儿园的孩子也出来来，父母们很认真地跟着，一点看不出是进行曲…还有阿波舞，大摩托车的进行曲，有趣！

下周开始早上有读书活动，主题是「自传，传记」，今天去书店，买了日本女足代表泽穗希的自传。期待着，下周！

最近很冷，不留神患了感冒…但觉得今天就会好，不要紧哟！

< p>茶道小组，大家把茶道工具的名字还有做时要说的话用平假名写给了德国的留学生！他看起来很高兴，真好啊～

< p>那么！全体也当心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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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步大会！

2012.11.09

不能参加強歩大会、但是我问了老师、用自己的方式参加了～

比赛在崎玉市彩湖公园，非常美丽！彩湖在荒川旁，是为了调节荒川的水位建设的。从管理桥，分为北彩湖和南彩湖。今天天气晴朗，天空很好看，登上土堤和山坡可以看到富士
山！校长说，“关东地区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富士山，所以叫富士见的地名很多”

首先准备本部的帐篷的时候，因为到的早。就帮了大家。然后开始后就在站点分发纸巾、或声援。哪里是上坡路、参加比赛的大家是跑的最辛苦的地方、声援的人也很多。篮球部的
不上场成员和羽毛球部的人也马上要比赛了、都是委员、受伤或生病的人也是委员。天气分外晴朗，彩湖公园也很美，我自己也练习了很多…真的想跑！一定会是很好的回忆！

这次的強歩大会女子跑14.4公里围北彩湖跑3圈，男子跑19.2公里，围被彩湖跑四圈。和其他委员一起喊“加油!“时，选手回答”谢谢”,"继续努力”，快没有力气的人也开始加
油，真的哼凹形，知道自己也起到了作用！认识的人来了就招手或击掌给予鼓励！结束后听到大家说“谢谢声援”时，真的很高兴！

上午八点到十二点半一直站立着，但和跑下来的大家比只是小小的累了…

然后和Ayu和YUI一起去了川口的不二家，点了1380日元的蛋糕自助。开始吃的很香，第四个时已经开始反胃了…但是如果剩下还要交钱，只好勉强吃下了…之后出了不二家大家就

说"讨厌不二家…讨厌蛋糕…讨厌Bekotyann…”。但是后来走路到购物城“Ario”走了20分钟，肚子的难受就没了，但现在还不饿

今天脚很累，疼…明天俱乐部活动的两个教练特地赶来，要进行3个小时的训练！想着大家参加了比赛还要去，自己也要愉快参加才好！今天真的会成为一个美好的回忆今日はほん
とにいい思い出だ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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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会选举&其他的各种

2012.11.09

本星期三是学生会选举，我们班的kenta（因为是舞蹈部，所以大家简称了～）参选会计，并且成功了！然后是茶道小组的yoshi—，作为一年生的会长候选！午休时去图书室，门
上贴着他的手写海报，头像简直一模一样，忍不住拍了照片…下次给大家看，请期待！

还有一个会长候选是二年生，支持的人是前学生会长的前辈！支持yoshi—的人是二年生的前辈，模试班级第一的特别聪明的人。yoshi讲演时，对制作海报和支持的人表达了感谢，
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第二天早上结果发表当选了！结束时有点在意结果脸有些僵硬了,但当选时很高兴。用邮件恭喜他说「恭喜」，回信说「谢谢」。今后会在蕨高创立文艺部，期
待！

本星期结束了「天使的游戏」，迷上了东野圭吾的「神探伽利略」系列。…丰川老师，对不起,读完第二册之后，我觉得这是本无聊的书。充满谜团有趣的第一册，可第二册谜团没有
解开，结果主角喜欢的人因病去世，助理成为「被忘记的书的坟地」的主人，老师自杀，主角自己一个人旅行，不知所以的结果。

今天吃赞岐切面！煮了十五分，特别好吃的切面也！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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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我的成长！

2012.11.09

昨天去楠木，老师说「日语比刚来时好了很多」！确实，说和读都变好了，现在读日语书的速度已经与中文书一样了！「神探伽利略」这本书，是四天读完的，现在在读一个系列的
「伽利略的苦恼」。很有趣，朋友安娜（是日本人哟）说「伽利略系列的话，『圣女的救济』和『盛夏的方程式』这些长篇也很有趣。但图书室没有，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借给你
哟」，真的谢谢～

来蕨高之后，一直利用图书室。每天一定读从图书室借的书。最初读中文读过的书，动画片知道故事的书,速度渐渐快了之后，读「天使的游戏」这样不知道故事的书，终于变成了
现在这样的速度，大部分都能明白了！变得更喜欢读书了，很好的学习～

然后也习惯了敬语的用法。这个多亏班里的oka（在漫研几乎对谁都用敬语）。…书的事，日语的说法，部活的事，学习的事，在这个班级里都有商量的人，真好！可以来蕨高真好
～

杨同学的录像，好令人羡慕啊～～～什么时候我也要拍～与国内的朋友和家人们分享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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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是什么周…

2012.11.12

星期六和星期日，部活后悠闲地休息了。读伽利略系列的书，学学习，在家里呆着&hellip星期日给host family的大家做了汤！星期六决定之后，认真做了Web调查，记了笔记，买
来食品努力地做了！用油菜，鸡蛋和肉做汤，把肉弄光滑的步骤很难，白色部分放得过多有点失败…但大家都说好吃！因为是自己做的，所以第二天早上把剩下的也全吃了。味道稍

微有些淡

星期日在家与ami和ken一起玩Wii的体育游戏！保龄球，皮艇，网球，乒乓球和高尔夫球。乒乓球和网球一点不行,但保龄球还行！打高尔夫球时，只能是一个人，其他的两个人只
能看。我打时,ami和ken热烈地唱着最近电视流行的曲子，虽然我不大明白。太热烈了，无法集中打高尔夫球，所以一点没有高尔夫球经验的我胜了…多亏非常喜欢的爸爸教了我。
谢谢～兄弟三人玩游戏果然很快乐！

今天上次做的期中考试报告发了下来！国语33分和50分，班级第3，学年第29 其他的科目怎么样呢…后面座位的sada鼓励我，「国语再努力争取第一」，谢谢！

强步结束了，一年级的大家完美地跑完了全程（在限制时间以内）！今后的女子体育是排球和垒球！今天是排球部顾问noriko老师的课,特别快乐～练习了传球和滑进，与朋友「拜
托了」，「谢谢」地大声地打了招呼。滑进肘和膝有点痛,但有排球选手的帅气，所以特别快乐～

顺便说一下，noriko老师是蕨高毕业，一直做体育老师，培育了蕨高特强的女子排球部，现在是「说起蕨高就会想起noriko老师」那样的名人！明天的垒球怎么样呢～没有垒球经
验，有点担心∶P

星期三的11月14日是崎玉县民日，学校休息。但是家人的时间凑不齐，去玩很困难。但总有悠闲自在的预感。本星期是什么周呢？

P.S.「神探伽利略」很有趣！现在在读「伽利略的苦恼」，然后是「圣女的救济」。后井老师推荐的书，记住了！下次在图书室试着找找看。但是要先看「nobou的城」！电影看起
来很有趣，也想读读书～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胡 玥的日记



崎玉县民日(・∀・)

2012.11.14

学校休息,不过，公司不休息，所以今天凑不齐所有人，在家悠闲度过~

上午做了作业。是早上阅读的感想文和古汉语的卷子，数学succeed和进研模试复习用的练习册。并且与学，地学英语也复习啦，很充实！下月4日是第二次的期中考试，那前面的
二周是没有俱乐部活动。今天是14日…很快就到了…为了考试前不惊慌，现在开始要掌握好学过的东西！

“伽利略的苦恼”也结束了，很有趣！昨天的午休，把希望购买的图书<>交给了图书室的老师，老师说“如果不是文库本有哟”，一瞬间特害臊…去书店查过了出版社，著者和价
格的…但是好好一想，已经拍成电影，应该是相当以前出版的书。现在受欢迎所以在书店上贴着海报，那是多亏了电影。还是没有好好地考虑啊…但是老师把我的要求变成了预约
（现在有人正在读那本书），书被还回来后老师会联络我！期待着～

顺便，现在伽利略系列的长篇「圣女的救赎」开始了！被称呼为「伽利略」的汤川老师，好帅！因为看过电影「嫌疑犯X的献身」，汤川老师角色的福山雅治的脸，在读书时总是浮
现在眼前！最有代表性的话应该是“确实很有趣”～想成为那么帅的人～丰川老师，继续，不断告诉想我们介绍有趣的书！

最近被谁说“日记里书的事情太多了”…但我真的喜欢，也是语言和心灵的学习，读过了就想在这里说 {#emotions_dlg.今后当心～

明天又是学校…以后，明天也去KUSUNOKI！努力～

最近在西日本有龙卷风和冰雹发生，大家没事吗—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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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特集

2012.11.17

特别长的烤鱿鱼

市民文化节的队列！那个绿色的小鸟是吉祥物kai～

阿波舞～

胡 玥的日记



很帅的骑摩托的人

万圣节花道部活动的作品～

３１的万圣节

数学作业发回来时，带着这个！



数学作业

本地的文化节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照片特集(2)

2012.11.18

首先是强步大会的照片！

女子出发前的体操，站在土堤上的是母亲队

当日漂亮的天空！

还有飞机云～

胡 玥的日记



女子还没出发，男子已经返回一周了…厉害…

马上出发的女子们

出发—

我们班的教育实习生kei老师！顺天堂大学出身，爽快活泼的人～



准备检查要点的大家

过一会儿进球了～加油

昨天在湖城吃了真正的赞岐切面。好吃!!!左面的是大的稻荷寿司，里面不是普通的饭，而是蘑菇饭～

冬天腿很冷，在优衣库买了保暖内衣

这么薄却特别暖和！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教学实习的老师们

2012.11.19

本星期的星期四，在我们班进行教学实习的Kei老师的实习结束了。真的是很好的老师，和大家创造了快乐的回忆。因此，为了欢送会，班上的大家决定秘密送上礼物！

昨天home room委员的Yuka给大家发邮件，一人150日元，买足球和体育毛巾。并且，打算用油彩笔一人写一句话。班上的学生以外谁都不知道，很期待欢送会当天…但还是不要
有离别的好…

其他大学的实习生老师们已经走了。9班的老师（和Kei老师很要好～）正好生日，被学生向脸上涂了奶油泡芙。10班的老师在我们班也教过课，真的是很有热情的老师！并且蕨高
舞蹈部出身的女老师经常来舞蹈部，走的那天拿来吉他一边演奏一边唱了歌。歌和吉他都很棒，选的曲子是“三月九日”毕业的曲子，大家都被吸引了…看到年轻老师们的精彩的身
姿，得到了继续向前的力量！

很短的时间,不过，真的谢谢！期待着能在此相见！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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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事

2012.11.22

国语课讲伊势物语的「筒井筒」，老师为了说明其中和歌的「振分头」，画了这样的画儿。下一节课的老师看到这个很吃惊…

其实是这样的顺序∶画平安时代的美人吧→首先是圆脸→然后是小嘴和细眼→细长的头和溜肩膀→分开的头发→嗯，就这个感觉…嗯，这是老师画儿的极限，括号笑

这是我们国语老师的画技！

美术素描，在我们班很受好评哟～

这个花是自满之作！

胡 玥的日记



这个壶和洋梨也是！葡萄已经是疯狂的感觉了…

kei老师得到礼物，与女孩子们拍了照片～

顺便在足球上大家写了一句话！「老师是帅哥,但我们更是帅哥哟。一组的帅哥♥」，吃了一惊…期待和大家准备礼物！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首次体验地震！

2012.11.26

看到和歌山的李博涵同学的日记，觉得最好是谈谈这件事。谢谢你李桑，想到我们关东的事！

说是首次体验，其实已经算是第二次和第三次了。9月的时，凌晨二点左右有地震。并且老师在课上说「挺强的哟，晃起来，老师说地震了」，但是回答是「是吗～～不知道哦～～
～」。

老师说你们真是一群幸福的孩子，没感觉吗

其实是太累了，睡得像死一样沉。

但是星期六的地震。星期五上午的俱乐部活动累坏了，下午忍不住午睡了3小时。但是到了真正要睡的晚上，反而不能睡着，做着数学的succeed。是制作图表的精细工作，特别集
中，没有意识到时间。但忽然晃动起来，书架上的书晃动起来。大概摇了三十秒左右，又安静了。看了看表，正好是一点左右。其实也不是摇晃的很厉害，是还能走的轻微摇晃。

下午，三人一起玩Wii。妈妈说「可以玩到六点哟，我想看柯南」就午睡了。但是到了六点，没有要起来的样子，Ami就说「那就再玩一会儿吧」，就从保龄球改成了高尔夫球，但
是就在那个瞬间，忽然有一个大的摇晃，接着安静下来…

停下Wii，看了NHK，东京是4级，崎玉是3级。

虽说是首次体验，但其实是首次意识到？今后必须学习地震的应对方法！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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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两天庆贺生日

2012.11.27

昨天是kento的生日，家人一起庆贺了。生日礼物还没定好，明天和ami一起去买。顺便也要买过冬穿的大衣了…然后今天是ami的生日，还是生日庆祝～

插蜡烛的kento（的手）

成品

生日快乐～

然后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其实之前和朋友们去湖城时，给喜欢汽车动画片的ami买了汽车的毛绒玩具，想作为生日礼物。但昨天，ami给kento的祝贺信的信皮上写着「给我买汽车的毛绒玩具」。被读了出
来。听到这个，非常惊慌∶

下决心说「不能买！」。

大家在用好像在问「为什么？」的眼神看着我。

「其实，我已经为ami买了汽车的毛绒玩具…」

就这样早一天暴露了。给她时看起来特别高兴～一直想要！真好～

胡 玥的日记



然后是在雨中美好的相遇！昨天下雨，等巴士时，前辈来了，忘记带伞，浑身湿淋淋地。让她到了我伞下，一起等巴士。因为晚了十五分，就这样在一把伞的状态下说了话。今天来

教室，收到了点心和感谢信～好高兴啊

特别好吃!!!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重要的是向前看！

2012.12.01

今天换了寄宿家庭。离开的时候，在这三个月里第一次哭了。真的都是很善良，很认真，为我考虑的人。现在都是感激的心情。很短的时间，但承蒙关照了！明年的春天，在早稻田
的樱树丛染上粉色时，一定会去玩的！

已经不能再写了。会再哭的。

新的host family也非常亲切。之前的ami和现在的Haru是学校的同班同学，今天Haru和我两个人互相配合很快结束了行李的整理。她是个很开朗的女孩子，所以聊天也非常快乐。
今后的八个月，一直会在这个家，所以一定要搞好关系！还是武藏野线，从南浦和站乘坐巴士，有很多机会见到ami，所以这不是离别！重要的是今后，一定要继续从前的回忆！

下周二又是考试，现在是考试准备中。化学进入了有机化学的地方，最初全是死记硬背，都是片假名！世界史，也结束了中国史的部分，进入了蒙古和伊斯兰部分，片假名很多…但
会努力记的！考试结束以后15天左右就到寒假了，去了国立天文台，去了同人志展会，然后就是新年了！今年马上就要结束了…期待着明年！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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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又是考试！

2012.12.03

周末好好地学习了，明天就是期中考试②了！这次，好好地学习了国语等，想挑战60分！并且也习惯学习了。这次更早地进入了考试准备，所以比期中①轻松。但尽管现在说轻松,
同时进行部活和学习的那一周真的很辛苦…都有一边做体操一边背古文单词的心情@口@

星期天的白天去了安行町会，吃了年糕。刚做好的年糕好好吃啊～打年糕，有力量的大人先打好了，然后对孩子们说「想做的人排队～」，很多孩子排队！孩子们拿比较轻的槌，打
得好的人有很多！与我ayaka妹妹也去排队体验了～年糕有黄豆面，豆粒馅儿，豆泥馅，萝卜泥和纳豆五种，各吃了一个，都好吃,但果然喉咙很干啊…但也被送了茶和烤白薯！

推荐给篮球部的Haru我喜欢的篮球漫画「黑子的篮球」。读了后说 ，「坏了！已经迷上了！想读全全卷～～」，～～你喜欢真好～一个篮球部邻班的mai听说haru也喜欢，高兴地
说「连我爸爸都喜欢哟」。但是读全全卷，得考试结束之后！这么说来，漫画的力量真不是一般地强，连叔叔都喜欢…

考试结束后，想读「心灵侦探八云」系列！伽利略系列全部结束，烦恼读什么好时，图书委员会的moro说「还没读八云吧？特别有趣哟～～」。午休时间，去了图书室，稍微读了
一些，同样有趣！我是推理迷啊(笑)

最近一下子变冷了，开始穿大衣了！今年冬天比以前冷～说不定崎玉会下雪！因为地学学习的焚风现象，关东地区冬天不太下雪，崎玉去年也没下，期待着～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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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六本木，灯饰

2012.12.09

昨天因为考试结束了，晚上大家去东京兜风！川口市与东京紧挨着，一过荒川马上就是东京。住在南面的人几乎都在东京工作或上学。我住的安行花匠很有名，在川口的东北，乘车
三十分钟就能去东京的正中心。

正中是六本木！Midtown在进行灯饰展，去看了，果然不同凡响，那种美丽。…

还没到～但这像瀑布一样的灯饰很漂亮～

Midtown的圣诞树～挂满了圣诞老人和雪人的装饰！

胡 玥的日记



可爱吧(・∀・)

好像漂在空中！



偶然拍的！

圣诞节的气氛一下子就有了～

从Midtown出来，去了东京塔正前方的道路。那里的树也全挂着灯饰，像梦一样的道路～

这个灯饰如果是樱花的话，确实是绝景！



东京塔

今天去浦和站附近kusunoki的音乐会！

这时候觉得崎玉真好…不像东京那么吵闹，吉祥物的kobaton也很可爱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考试和地震

2012.12.09

这次的考试很轻松啊…嗯，国语以外。这次的国语出了汉诗的问题。之前的小组学习刚刚学了汉诗。

这个小组学习，是我们国语老师发明的上课方法。最初把大家分成三人或者四人的小组，A小组大家得到一样的资料，学习。B，C小组也是一样的做法。结束后再被分到不同的小
组，之后的小组不仅能拿到A的资料，也能拿到B和c的资料，一起研究。真的很快乐～美术的老师也在使用！

做汉诗的小组学习，其实是发下言词表，按照规则组合词语。我们小组做得很好。我在可能是犯规了

星期五崎玉也有震度3的地震！最初因为是卡车的声音，后来电视也开始摇晃，注意到了是地震。大约持续了30秒40秒？有点可怕,但还算冷静～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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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束了～

2012.12.12

这次期中考试2也终于结束了…考试成绩还没都出来,但这次进步了！国语的现代文和古汉语是58分，古文是47分。还是很难…但比上次有了10分和15分的进步，更接近平均分！还有
两个！数学是普通的94分，英语，地学和化学都是全班第一名。英语91分，地学90分，化学也是91分，相当大的进步！

但考试和搬家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患了感冒。星期一只是稍微有点感冒,但昨天从早上开始喉咙哑掉了，发不出声音。吃了药，今天声音还是很哑,但能说话了。也不疼，也不发烧，
也没有鼻涕，只有声音发不出来…很奇怪的感冒！但是药是让人发困的药，今天的第一小时很辛苦…

没法看电影，昨天从图书馆借了「nobou之城」的书。非常有趣！今天已经结束一半了～今后是八云系列啊～图书馆从寒假开始特别出借，现在一个人可以借十册以内，寒假结束之
前还就行。所以借了八云系列的4到8，放在家里，星期五左右「nobou之城」结束了就读这个！

「nobou之城」是讲述在崎玉的行田发生的故事的书，写了五百人对二万人的战争。期待着看使用了怎样的战略…顺便说一下我喜欢很帅的甲斐公主><

在百元店发现的可爱的书签！

关上书变成这样的感觉！

象以外还有鸡雏，河马，熊和猪，五种十个。可爱得都想读书了

胡 玥的日记



为了理解很难的有机化学，手制的提纲！是中文和日语混杂在一起的状态…但写得很简单易懂，对复习很有帮助吧。

午后红茶的奶茶的特别包装！

顺便说一下，柠檬茶是维尼熊，原味茶是米奇和明妮！

从本星期开始运动场有工程，无法打垒球了。但是真的辛苦的是使用运动场的体育部哟…棒球部和足球小组，田径队，几乎每天都在校外的运动场练习，这样的日子要持续到明年的
3月！ami是田径队的经理，说「漫长的冬季训练每天要去户田练习！真辛苦」。真的没有办法…

那么，就到这里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书虫

2012.12.17

蕨高最棒的地方，是图书室yoooooo!!!

想了一下，来到蕨高，已经看了这么多书：

图书馆战争、天使的游戏与(上下)、斜物语、伤物语、侦探伽利略、预知梦、伽利略的苦恼、盛夏的方程式、圣女的救赎（这五册是东野圭吾的伽利略系列）NOBOU之城、心灵侦
探八云1～4（5～9在排队）

想看的还有Fate/Zero的日语版本(全6卷)，<<恶的教典>>(上下)，所罗门的伪证(长篇惊险小说、好喜欢的宫部Miyuki的新作！特别长…)，铂数据，还没有看过的<>的9～13卷，
最后是<<暮光之城>>系列！

有这么多计划，所以现在在拼命读书…正好考试结束，寒假也有特别借书活动，借了八云的4～9家，都放在家里。昨天4三天看完了！外观有点可怕，但其实很有趣哟！读时会猜结

果,不过，一次也没有猜中过…为什么主角的八云先生这么帅呢 今は5を進める中～

顺便说一句，第4巻的封面设计我最喜欢！要还回去，所以拍了照片：

指尖燃烧的火焰、觉得“哇，简直帅呆了”><配合封面的颜色选择了红色的书签！

Nobou之城也很有意思！太有意思了，3天就看完了><500人对2万人的壮观对战、真的用了很有计略的战术！但是电影里的“Nobou殿下”和书中的很不一样。。为什么呢…

我还是喜欢惊险的小说…Kusunoki的老师说“是因为年轻所以喜欢惊险的紧张感。我已经老了喜欢轻松享受，就不怎么看惊险了”。看到惊险小说中很机智帅气的侦探，就想“我
也能成为那样就好了”。…

对了，班上最喜欢看书的女孩子非常男孩子气，经常用“俺”、“兄贵”(日本男生生自己和哥哥的称呼)的称呼。喜欢恐怖和惊险。今天早上问了“早上好”后、她手里拿的居然是
<<花牌情缘>>！

“啊、你在看少女漫画啊？！！！！”忍不住取笑她。

“怎么啦、俺也会看少女漫画啦”

然后、Kao走过来、说“花牌情缘虽然是少女漫画、但不少女漫画的部分很好看啊！”

“对啊”她冲我说。

我是不是也看一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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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有趣的事！

2012.12.21

去kusunoki，从北村老师那里得到了柚子（有些小）和橘子。吃完橘子，收拾皮时，发现「啊，腹带！」。

给朋友发去照片邮件，回信说「真的呀」。

朋友们到迪斯尼乐园去，带来的土特产，可爱的日式脆饼！是咸味儿哟～其他还有金枪鱼和蜂蜜酱油等不可思议的味道的，果然蜂蜜酱油的…

然后本星期最有趣的书！

这个！崎玉的反攻！

去还八云5时，去了kusunoki,没赶上杂志携带商品的猜拳应募，很失望地找新书。这时！

胡 玥的日记



「崎玉的反攻」，而且很大的字！觉得「这个看起来很有趣」，借了回来。图书委员的前辈默默地笑着说「关于崎玉还得知道得更多啊…」。崎玉市民的oka说「但是反攻很困
难」。

这本书写了很多崎玉的事，连反攻计划（比较随便）都写了！读时，有感到吃惊的，也有同感的。好吃便宜的意大利面店「saizeriya」和漂亮便宜放心的「岛村」，很多日本有名的
公司的总社都在崎玉哟！仅次于香川县的日本第二的乌冬面县！日本第一大的IKEA在新三乡，蛋糕和面食的消费量在日本第一，川口的树苗生产量在日本第一（大致都是安行
产），河的数量在日本第一，晴朗的日子在日本第一…这样的崎玉是确实像「彩的国」所说的这样！宽广的武藏野也特别漂亮，国木田独步也写了「武藏野」这部作品…

不是俗气的「崎玉」哟=3=不是「什么不算什么」「没有存在感」哟～顺便说一下，因为没有海，所以自然灾害死亡人数是日本最后一名！

最有同感的是连接崎玉的「Interline」，即武藏野线的介绍！一直乘坐这个温厚的铁路，对书中写的印象有很强的同感！

「悠闲自在，踏踏实实地」(站与站之间的时间很长，这个也习惯了…反过来乘坐京浜东北线时觉得特别快 )

「武藏野线人民的忍耐性很强」（数量少）

「突突突突」（这样的声音特大）

「对风很弱」，(从前是只拉送货物的线路，所以穿过高处时，如果遇强风会马上停下来。但是没经历过…)

「有点可怜」(那个)？

「如果没有的话会感到为难，崎玉分裂」

「去赌博的叔叔和去迪斯尼乐园的情侣混杂在一起的状态」（有很多跑马场的车站，也能去舞浜的迪斯尼乐园）

「新的车站不断地出现」(越谷湖城！新三乡！)

…请一定读一下！作者是东京都出身,但是满载着崎玉魅力的书！是培育了「想认作儿子的第一名的石川辽」的土地！

嗯，最后是那个哟，那个。乘电车看到的短暂的广告。JT的听装咖啡的广告，贴在武藏野线和京浜东北线上。确实，有些悲哀。

她说「心意最重要哟」。→没说不送什么礼物的话

「真冷」「嗯」「拉手吧」→她说「有手套没事」

她说「从圣诞节开始出差」→。

这样短的对白…广告上有帅哥的照片，觉得「这正是看不出气氛的她啊」…

就到这里吧。去泡柚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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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骗了的圣诞晚会

2012.12.28

本星期进入了寒假！说是寒假,但同样很忙啊。有部活，很多作业，然后还有很多年末的活动…

这三天，从每天早上开始部活，在冷风中回到家，已经肚子很饿，又累又冷快要死了…然后吃午饭，发会儿呆，睡觉。四点左右起来，一边忍耐着肌肉痛一边去桌子前，写作业，吃
晚饭，再写作业，睡觉。

尽管如此肌肉痛一直不好！治不好的肌肉痛！为什么呢，可能太冷了，比从前冷的身体勉强做肌肉锻炼，导致了肌肉痛。并且昨天前辈说「明天举行一年生大会的演习和基础练检
查，大家都来哟」，认真地练习了做得不是很好的基础练动作。今天早上去部活，让大家「首先做十分种左右练习。一年生是书法室，二年生是走廊。」。大家不安地做着，并且突
然进来了两个前辈，安装了摄像机。

「难道要拍摄录像？」，更不安了。

练习结束后，久光前辈近来，说「以从一班到三班的顺序，我们拍摄录像」，「其实…」

「骗人的—！」

一年生全体人员的脸。

突然部长yuuna穿着圣诞老人的衣服，拿着大点心的袋进来了，说「圣诞晚会开始！」。

听到这个，nei和tiemi哭了;久光前辈问「为什么哭？(´·ω·`)」。只能说「不知道」…

大致这时都会哭的く…吧？

然后是前辈们的圣诞节舞蹈表演！本来舞蹈部美人很多，跳着可爱的舞蹈，气氛很热烈。并且二班的先辈们（只有一个不是男的）大家穿着学生服跳舞…只有natsuki前辈穿着初中
的水手服，非常可爱！为什么我没拿照相机来(´;ω;`)

然后是点心会，宾果游戏，一直到最后都很热烈～但担当调节气氛的yuutarou先辈穿着体操服，一直说「冷！」hellip;

然后，yuuna前辈说「欺骗了大家，十分抱歉」，道了歉。

果然舞蹈部很快乐大家都非常友好有趣啊～再一次觉得，进入舞蹈部真好！大家努力着，高兴地笑着，真好，进入舞蹈部～

一点没练习,但今天还是午睡…起来之后，设计了贺年片，给关照我的大家写了赠言。25张还是不够呀…明天再印刷！

想做得更中国风，这样的感觉’～

到刚才一直做这个工作，很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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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天文台

2012.12.28

下雨了。

晴了之后的Nikon制的观察太阳专用望远镜。有云时观察自动停止。

望远镜的控制器

这里不是农场！是三鹰的天文台！很宽广哟～

胡 玥的日记



从前使用的观察设备

大望远镜「斯巴鲁」。拍了各种各样漂亮的天文照片。

令人感动的美景

春天的天文台，想去～



很久之前的星图

精确到秒的三角函数表。没有计算器时只能使用这个。

还听了讲座，非常快乐充实的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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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志展会83！

2012.12.30

今天在雨中，乘坐埼京线直通临海线去了东京国际展览中心的同人志展会83！名字很长，今后称为C83和冬展会。因为去的人非常非常多，所以不能乘自己的车和自行车，必须使用
公共交通手段。早上到了后，车站的自动扶梯上，排列着…很多拿旅行箱的人，从中取出同人志会的商品和变装的服装。

因为下雨，所以大家打着伞，工作人员大声喊着「与朋友们一起来的人，请进到朋友的伞下」。走走停停，，终于进入了会场。

同样，会场中都是人…再走走停停，去了西栋一层，马上发现了变装的人。像其他拍照片一样问「可以给我拍张照片吗」，得到了「可以！」的笑着的回答。

最初是madoka！

「老虎&兔子」的变装！兔子和折纸的二人都是美人…

绫波rei(・∀・)

胡 玥的日记



巨大kyuube

一眼看上去很美的Saber　Lily。但是说话时，回答是男人的声音，很吃惊…

『银魂』的长谷川。如果给压岁钱的话，会给发纸巾和名片的www

在会场一号闪闪发光的四人Saber！隔壁的雁夜说，「哎，我的存在感被夺去了啊」…其实雁夜也很可爱，拍了照片！



哈尔的变装！腿是漂亮的美人w

『银魂』的土方。「蛋黄酱星王子」

午饭是鲑鱼饭团两个！吃的途中想拍摄的变装从眼前通过!!!很遗憾…只有深深记在头脑里…

午饭后，去了企业展位。在那里买了C83的纪念Ｔ恤，买了一件。

很好的纪念0w0

去应募附近游戏公司宣传活动的彩票。并且对上了！二等奖，是4000日元的商品组套。顺便说一下，一等奖是12000日元，游戏本体体和商品组套都能得到。

高兴§§



挂历是很容易看的ｗ

还有马上能用的，可以重复使用的暖宝宝！

很好的笔记本—

人体像4袋！还有七色macaron的饰品！

昨天一直犹豫去还是不去,去了真好！但是人太多，途中迷路了。走了几次都回到原来的地方。问了工作人员好几次，终于走上了大楼外边特别长的坡道，从一层走到了四层的企业
展位…真累，那个坡道！变装的人穿着难走的鞋不能上去，大家都坐电梯上去了。

很快乐！但是一个人走了五小时稍微有些寂寞…再有活动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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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快乐！

2013.01.01

刚才去了新年后的首次参拜！离家五分种的寺院，敲了除夕的钟，进行了新年后首次参拜，抽了神签，回来了。已经一点了，爸爸去睡觉时，说「大家，明年见」，

然后被ayaka提问「这一年要去哪里？」…

maa君（哥哥）说，「确实，这个家里有穿越的装备哟～」。

敲了钟。看不见脸,但那是我。和最近的C83一样的打扮，看起来像男生…

新年后首次参拜的地方！放入了五日元硬币(谐音缘)做祈祷。

神签装在这样的达磨里。大家的达磨脸不一样！

胡 玥的日记



今年是大吉～！嗯，满足。ayaka和Haruka是吉，ayaka怀疑「到底放了凶了吗」。

最在意的学问是「安心勤学」，真好(·∀、)旅行也是「快乐的旅行」，真幸运

就是这样的感觉！2013的第一天日记～大家明年也请多多关照～拜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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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新年

2013.01.04

1日吃了新年料理后，去附近的东沼神社参拜，抽了第二次的神签！这次是末吉，Haruka说「末小吉…倒不如说什么？没听过这样的吉」，ayaka说「嗯，这个是没有凶的证据」

haruka说「所以这个意义是与凶一样的」。

ayaka说「不是这个意思」。

新年料理是妈妈手制的，因为特别漂亮，所以拍了很多照片！现在在充电中，之后再制作新年照片特集！伊达卷，黑豆，鱼糕，栗金饨，酱煮鰤鱼，小鱼干，麸，樱花虾，煮魔芋…
有很多种类，做这些花费了两天时间！我和Haruka，ayaka，切了牛蒡和胡萝卜，分了小鱼干，系了海带，也帮忙了。煮黑豆上味时，为了呈现漂亮的黑色，放了上锈的钉子！然后
煮麸和胡萝卜，呈现了漂亮的颜色和梅花,红叶的形状，好可爱啊～

但吃太多了难受…

然后，二日电视放了『lucky seven』的特别节目！好有趣啊～松润和瑛太的造型 是死对头,但遇到情况时就能好好地配合，解决了各种各样的事件。岚唱的主题歌也很热烈，真的能
增添力量～

1日和2日休息，从3日开始部活和学习！正式的部活从明天开始,不过，2日晚上收到tiemi的邮件说「明天和后天是一年生的自主练习，去的人请回话」，我想「如果这个也休息，就
连着5天休息了」，就回信说「去」。因此昨天和今天，从早上九点到十二点是舞蹈部的自主练习，午饭是ｓｅｖｅｎ的饭团，下午四点到五点在学习室学习（今后还有课题考试和
进研模试）。一年生大家都来了，幸亏我那时决定参加自主练！很忙很累,但很充实开心(笑)。今天数学的进研模试做了往年的题，都能做出来,但花了大量的时间！正式考试时，一定
得提高速度！

明天开始部活正式开始！ma君必须返回京都上大学，ayaka的私塾也开始了，Haruka也要去篮球部，爸爸和妈妈的工作也开始了…新年就这样结束了！2013年开始了！诸位，今年
也请多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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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首次品茶！

2013.01.09

进入2013年，学习和部活都要努力！正好最近得到两个笔记本，三个挂历（哪个也不能扔掉，全都在桌子上面摆着），可以清楚也做计划。把笔记本分为普通日程和每天的学习日
程！一年最初的每天，还是要不玩努力学习！我觉得这样这一年就会好事来到

所以，学习的空闲时间早早地来这儿写日记。整理化学笔记也累了。

今天是新年第一次茶道小组活动！茶道小组的大家拜了工具和供品，喝了新年的浓茶。顾问的两个老师都整齐地穿着和服，先辈们也穿了白袜子。最初做点茶的老师说「可能喝不了
所以要淡些」，因为没喝过浓茶所以稍微松了口气。

最初是好像樱饼的点心，中间夹着牛蒡。非常好吃。大家也放松了心情。终于轮到茶出场了。里面涂着金箔和银箔的大碗，一人喝三口半，用白纸好好擦拭后，继续给后面的人。大
碗是五人份，小碗是三人份。我和misako和natsumi三人喝，我是第二个。

最初前辈拿来茶时，我在旁边看到颜色，觉得「坏了」n…

这什么颜色…特别深n… 比市贩的青汁还深

然后喝了一口的misako的脸也歪斜着。

「苦。喉咙很苦。」，这是misako的评语。

努力喝，把碗拿到嘴边。这简直不是液体！简直就象喝茶粉的感觉，苦，真苦。终于喝完了，给natsumi时，momoko说「脸很严肃」，想反驳「不要这么说」,但喉咙里发不出声
音…过了一会儿，终于好了。

「好可怕啊，浓茶」，misako说。

「全部喝光的我才是最难受的，natsumi的脸歪斜着。

「辛苦了」我和misako说。

老师微笑着看着这边。

这是用完的碗。还黏糊糊的。

胡 玥的日记



和natsumi一样最后的miyuki。saria在鼓励她「加油」。

供品。从下到上是九合的米，炭，海带和橘子。筷子左侧是海带，右侧是鱿鱼干。

工具。用它这制作新年的茶。



装饰的花。新年前使用白山茶,过年后，使用变色的山茶。但是这个山茶花还是花蕾。为

然后，为了把我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老师说「喝淡茶吧」。但是平时好吃的淡茶，今天总觉得苦…maji真苦…返回时喉咙充满着苦味…想「去超市买点甜东西吃」，看了时间过一
会儿巴士就要来了，放弃了。

新年后首次品茶。

最近说上传新年照片特集，但最近没有时间还没能上载照片。假日后再上传。今天的照片是用照片邮件拍摄的能发到电脑里，所以能够上传。

今年茶道部也请多多关照>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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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照片特集

2013.01.12

本来这个时间应该部活,但今天早上起来，发现肩膀和头比平时疼，想怎么了呢，一动头，

「疼—」

自己发现睡落枕了。所以部活休息了。现在正放温暖的头枕在脖子上卷着。

新年的镜饼。镜饼很小所以橘子看上去太大了，放了个金橘。

新年料理。四个人做了两天！并且一直吃到四日…

最下面的「三重」。伊达卷，鱼糕，樱花虾，酱煮鰤鱼，煮干鱼，扇贝。

胡 玥的日记



正中的「二重」。黑豆，栗金团，煮鲑鱼，煮大豆胡萝卜和魔芋。

最上面的「一重」。里芋，冻豆腐，魔芋，竹笋，胡萝卜（做成梅花的形式），面麸，藕。

烩年糕。胡萝卜是花的形状，萝卜做成竹叶的形状。

神社的绘马。仔细看上面写着各种各样有趣的话。比如「今年请一定让我与水树奈々(anison歌手)结婚！」。Haruka尖锐地回答说「绝没有这样的可能」。但是大部分都是「希望
顺利就业」「希望考上志愿校」等。



新年首次参拜的神社。排了很多人。

每周来蕨高给留学生上课的高柳老师说，「岚的大家都去高尾山做新年后首次参拜，我也去了那里哟」。然后去大宫的冰川神社和鹫宫町的鹫宫神社参拜的朋友们，你们也排队了
吧…

最后的事和新年没有关系。只是觉得很有趣，就拍了下来。每天部活结束回教室换衣服。8日是hinako的生日，大家在学校待到很晚，返回教室时打开黑板前的灯，

这种感觉。总是不打黑板前的灯，而打开教室全体的灯，第一次发现了这种恐怖的感觉。担当幽灵角色的mami和chiemi，谢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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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纯白！

2013.01.14

标题其实是从JR东日本也在使用的广告来的。那个滑雪旅行的广告。

今天下大雪，到处都被雪覆盖着！上午部活因为雪休息，和妈妈还有Haruka去了浦和美园的AEON买东西。去时还在下雨,但渐渐变成了积雪，买东西途中也有「停车在屋顶的顾客
因为大雪请重新停在下面」的广播。

从店里出来，雪白。

车都慢慢地动着，返回花费了普通两倍以上的时间！

这样的感觉，给在家里的ayaka发了附有雪景照片的邮件。

「一起堆雪人吧♥」

「好哟」

所以，午饭后一起堆了雪人。院子由于雪也变得特别漂亮！但雪很厚，脚尖很冷。

胡 玥的日记



「好冷—」

「衣服中进雪了！」

「尽管如此还要努力—」

「噢！」

非常热烈的心情，ayaka用雪滚来滚去滚成球做雪人的头，我先积雪，然后一口气推倒滚来滚去做身体。雪球很大很沉，滚来滚去还要不破很难…休息片刻时抬起头，眼前出现了爷
爷和奶奶养的柴犬Jun（因为6月出生所以叫Jun）。

平时很老实和善的Jun，因为冷脸非常严肃。并且很低声地叫着。ayaka说「它在说冷哟，Jun」。

这样严肃的脸很帅，Jun。

总算身体的形状也很圆了，ayaka打算举起头时，好不容易做成的雪球破碎了。二人沉默着，一动不动地看着那个破裂的球，「有挫折才是青春—」，上面传来了谁的声音。抬头看
去，Haruka从房间的窗里看着这边。

「如果有这样的空闲，请来帮忙哟！」ayaka说。

「太冷了，不愿意哦——」Haruka笑着说。

「做个好的给他看看—」ayaka说;

我也觉得这个正是青春。&hellip

再一次制作了头，二人举起来放在身体上面。然后用雪加固了头的地方，形状完成了。

然后从院子中拿来树枝和果实装饰。



完成了！二人做的哟～

二人已经湿淋淋地了…但非常快乐！

回到屋子里，都是关东和东北的大雪信息…一边进入浴室暖和着，一边说「明天武藏野线停了就好了」「今天成人式的孩子们真辛苦」「不想去学校」「三连休就是这样的哟」。然
后做了饺子，放入锅里身体吃得暖和和…

这个正是雪中纯白的青春哟

PS.最近的书是轻小说！2012年电击文库第一位的「SWORD ART ONLINE」，「心灵侦探八云」之后读的。因为朋友们的推荐，从上星期二开始第一卷，已经进入第三卷了！真的
很有趣啊～我也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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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惨世界

2013.01.20

最近对《悲惨世界》这部电影非常在意，今天和ayaka去浦和美园的电影院看了。

然后哭得一塌糊涂…书粗略地读过,但没这么哭。反抗社会现实的革命军们，从最初就知道这样悲惨的结果吧。尽管如此还是拿着枪和剑，家具做成的路障和拿着火炮的军队对峙。坚
持着像战士一样战死到最后。非常喜欢「Can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这首曲子！今后可能听到这首曲子就会哭…

但ayaka还年轻不那么明白(*´∀｀*)。给他讲了法国大革命,不过好象还不明白…嗯，还有点早吧～

下周是进研模试！努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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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没想好，请先读读看

2013.01.25

「Library　News　　一月二十五日（金）

白き魂がこの大地へ降り立つ中、導かれた戦士たちは自らの信念と共に戦場へと足を踏み入れた。四十八の時を越え一つの戦いは終を告げた。しかし戦士たちはさらなる戦いに
向け剣を研いている。我々もいつかは後を追う事になるのだろう。しかし我らはまだ無力な卵に過ぎず、今はただ戦士たちの背を遥か遠くにミルばかりである。いずれ訪れるそ
の時まで、今は力を蓄えておこう。これは避けることのできぬ運命なのだから。

時に我が同族たちよ。この文が読まれている頃はちょうど多くの試練がおり注いでいる最中であろうか。これから始まるのかもしれないが、我には時の流れが読めぬので了承し
てもらいたい。これらの試練は自らに秘められし力を解き放ち己の実力を測る良い機会である。これらで力を試しさらに腕を磨きさらなる高みへと目指すのだ。今は一時も無駄
にせず、常に己を高めていくのである。それが今我らにできる行動だ。

さて、どうもみなさんこんにちは、図書委員長の須藤柊平です。今回はいつもと違うテイストにしてみました。いかがだったんでしょうか、ではまた今度。」

读到这则图书馆新闻时，我一边想「须藤前辈Good Job！」，一边笑。须藤前辈只是漫研的一个男前辈，图书委员长，最近到漫研去玩时，正好前辈为图书馆新闻的事苦恼着。

「用中二病怎么样？」

短暂的沉默，

然后突然大声说「…就是这个吧！谢谢!!!」。

因此，就有了这则Library News的产生。雪是「白色的魂」，统一考试是「超越四十八小时的作战」，应试是「命运」，考试是「考验」…中二呀～但遣词用句非常好，今后会成为
作家哟，须藤前辈！下次教教我吧～也快快成立文艺部！

今天到达南浦和站后，因为隔壁的武藏浦和站发生了伤亡事故，武藏野线停运了…因此发邮件问妈妈「怎样办才好」，妈妈回信说「Haruka的自行车坏了，正好去学校，请在站前
等着」，安心了…真可怕呀，伤亡事故…

明天进研模试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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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进修Yes！

2013.02.06

返回崎玉了aaaa!!!!

4宿5天，真的很快乐！但是分别时很难过呀…并不是不想回到自己的学校和host family,但半年后再相见，留学生活结束时是最寂寞的哟…

看到了受灾地的情况，想了很多。还到处堆着瓦砾，山上只能看到新树，建筑物只剩下铁骨立在那里。

临时住宅的7-11

从新的南三陆宾馆观洋看到的海。

很NICE的saaya，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受灾地的人的事。今后田地的工作将不断开始，渔业也被恢复。对海边的人「这次我们被海伤害的很惨。但是我们还有海真好」的话感到佩服。
这种坚强和对自己故乡海的爱，真的很深。交流会上见到的大妈们，说自己的儿子们去东京赚钱，然后再建新的结实的家。大妈们的脸，带着美好的笑容真好。即使全部被卷进海
里，仍然相信「如果努力就能再开始」的强大的信心，真的很厉害。

还教了我们东北方言哟！「可爱」说「menkke」或者「menkoi」，「哥哥」是「anntyan」！一起做了饺子皮，很快乐的交流会！

雄胜町志愿者的运石头工程，关于经木的可能性的探求活动，都感到了受灾地大家的坚强。在一无所有上建设新店，甚至建成了很小的商店街。积极地考虑雇佣和产业的复苏。不是
想离开故乡而是重建。饮食店的人都非常有精神，给了我们手掌大小的扇贝！

胡 玥的日记



青叶城和松岛的旅游。把日式虾煎饼给海鸥做饵

从青叶城看见的仙台全景。照片有些小…

青豆味的软冰淇淋。

土特产买了点心和手机挂件。给ayaka买了宫城限定的「政宗nameko」的文件夹，她感到非常高兴～说「其他人绝对没有」。

有些寂寞,不过，再努力忍耐半年吧！又会有新的相见和新的就活。中间进修经历了很多事，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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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方爱来比个胜负！

2013.02.07

给学校的朋友们分仙台的土产～大家都说「真好，好像修学旅行」。今天，觉得昨天的寂寞被治愈了！午饭时与安娜和理子谈了关于崎玉。

「如果说香川有切面，和歌山有橘子，那崎玉怎样的感觉。有什么？」

「不是钱吗？」

「啊？崎玉不是那么有钱吧？」

「但是，『simamura』『saizeriya』的总社都在这里，也有lotte和格力高,garigari的工厂，还有日本第一的AEON」

「听说lotte的工厂在南浦和」

「是呀」

「南浦和有这么厉害的地方」

「只有钱也有些可怜。土特产，是土特产哟」

「川越的甘薯」

「输给鹿儿岛—」

「B级美食的行田的土豆饼和草加日式脆饼」

「常被说很普通吧」

「深谷葱」

「那个到底不能给人作为土特产吧」

「……」

「……果然只有钱，崎玉」

「住在崎玉心情很好哟。气氛好」

「有着稳定的铁路线，如果太安静就去大宫。或者东京」

「……」

「崎玉县民还是那个吧」

「什么？」

「在崎玉时没有感到地方爱,但从武藏野出来就会不安。崎玉等于放心，放心等于崎玉」

这个是结论。

崎玉还是很好哟…以后向向井老师申请录像时就宣传这个地方爱了！录像队已经好几年没来崎玉了，希望今年来…所以今天也在宣传～

P.S.今天去了插花小组的情人节特别活动！

胡 玥的日记



能看见吗？后面的叶象征着两颗心哟～是「心连心」的符号哟～～

请看请看～(´·ω·`)

现在在家装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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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活回归

2013.02.08

今天部活到七点。比平时晚了一个小时。明天从八点开始部活。

因为一年生参加3月的大会，试听很近了。小样做成了，像鬼一样快的音乐。进修间已经进展很多了，现在新的小样不断地进来。曲子是Ludacris的「Girls gone wild」，只能说快
哟—

所以今天加油记住了小样，慢慢数的话终于可以了。但还是合上曲子的速度很难。

所以部活结束后，大家都在院里自主练习。很冷脸和手都疼了。但是听到了「一年生全体人员都要参加大会，加油」，Ayumi和tiemi都教我，觉得「一定要努力！」。但是进展地
不好，一刹间都想哭。

「慢慢就可以了习惯了就好了」

现在这个话支持着我。

然后最近开始的「图书馆战争」系列。奈须kinoko的「天空的境界」「DDD」在进修中结束了。「天空的境界」简直是神作,但「DDD」没那么有趣。禁不住对图书室的老师说，今
天「对不起，忘记了kinoko们」。

「kinoko们？」

说明说「奈须kinoko的书」。

八点左右回来后，看了录制的「PSYCHO-PASS」。是未来世界的警察动画片。

这个动画片中我最喜欢的造型是是縢秀星，不是主角,但帅地满分！配音演员是石田彰。本星期的故事，是主角的狡啮和朱去塔上捉犯人，縢先生一个人去了地下。这「PSYCHO-
PASS」的剧本作者是非常喜欢虐待自己主角的虚渊玄，滕先生去时觉得「死亡Flag会出来吧」。到最后，犯人被逮捕了，觉得大家都会平安的，突然出现了滕先生的画面。

然后警察的滕先生，被局长杀死了。但意识到逃不掉时，笑了。轻松地说「哈哈」

局长其实是机器人。

那时，真的想说「不要开玩笑」哟—

因为我最喜欢的主角必须第一个死哟—

石田彰之前推出虚渊作品的动画版时，扮演的角色也是第一个死了的。

今天—已经赶不上了—

明天部活很早睡了。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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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隔了好久—

2013.02.15

好久没来了～

最近很忙，每怎么写日记。旧历除夕和朋友一边聊天一边看了我国必不可少的表演。还是要一边讽刺一边看才过瘾！因为时差，全部看完要到第二天2点，所以把电脑拿到床上，带
上耳机，一边看一边聊天，但1点左右就睡着了…没办法啊，那天上午还有俱乐部活动。

然后又醒来的时候，从耳机里还能听到歌声，好像还没有结束。但我关上了电脑。

为什么呢，因为太困了。

但是第二天就后悔了，好像错过了很多好看的节目。

还有，买了Ipod touch，很多联系什么的足够用了，就不太开电脑了。但敲电脑键盘的感觉很棒啊。Ipod touch的键盘太小了’太太小了。但现在已经习惯了。

最近俱乐部活动练习一年级比赛的舞蹈动作。心想这次一定要全力以赴，没想到表现还不错。音乐的节奏很快，但仔细听节奏就好像刻在了脑子里，慢慢习惯了。明天是选拔，加油
啊！

情人节的巧克力得到了很多！在俱乐部活动的时候,把吃下的巧克力的能量全部跳出来了。…真的好累、跳舞。。研修的时候参加其他运动部的同学问我“跳舞真的那么累吗？”，我
回答说“那当然了”。还很冷，在户外练习时，大家的脸都变得红红的。舞蹈动作变化很快，跳的时候呼吸也跟不上…

朋友巧克力好厉害！前辈做了一百个人的份！White Day的时候不还礼不好啊。但是我是属于女孩引力负值在朋友中扮演男生的人物，应该可以过关吧…

有时间时会把照片上传上来。今天就到这里。

好困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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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见!!!

2013.03.01

今天大扫除后、有很大的被解放的感觉！这两周为了考试复习和比赛前的俱乐部活动忙的不可开交，根本没时间打开电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桌子上摆满了学习的东西，没地方放电
脑。

好在，考试也结束了，升学考试的休息期间好好玩吧！也重新开始写日记！

考试嘛，这次世界历史很难，好多片假名，根本记不住。「Touru＝Bowadexie」呀、「Akuresiosu」什么的，复习的时候好头痛…考试也不知道到底考的好还是不好…其他科目没
问题！国语也用心学了参加考试，应该会去的好成绩！

明天和朋友小冈一起去东京，去上野公园看正在举办的拉斐尔画展。讨论在哪里会面时，Anna说“女高中生不是说去逛商店在哪里集合而是去看拉斐尔画展，好少见啊”

“那，Anna也去吧！”小冈说。

结果因为有事不能去的Anna。

明天是拉斐尔画展的第一天，可能会挤，不过能去看已经是很幸运了。

根据我们的计划下午在池袋逛一逛～从车站东口出来，去一直想去的乙女路！不光有针对女性的漫画小商品，还有便宜的服装店，猫咖啡厅和执事咖啡厅等等，真的是天堂啊…但执
事咖啡厅很贵，我进去了一定会一直笑眯眯的，还是不要去了。…

还有在户田体育中心的俱乐部活动！因为是比赛前大会前，升学考试休息结束后俱乐部活动排的很满…大家都在努力，一定没关系！春天的集训结束后想和朋友去迪斯尼，但我邀请
的好像太晚了，问过的朋友都答应了和别人去。…怎么办…

之后是升学休假中的校园开放日和3月31日的东京BigSite的漫画展！3月的计划很多啊～但钱包的厚度要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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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不能去迪斯尼了

2013.03.04

拉斐尔展真精彩哟！看到了真正的「圣母子」，还有很多的拉斐尔相关作品！在那么小的画布上面，怎么能做那么细小的描绘呢。我在美术课中也画过油画，确实懂得那个难度。作
为纪念，买了拉斐尔的作品印刷卷记事本！我觉得八百日元能看见这么多真的很合算。

我觉得上野会很拥挤,但排着队很顺利地进行了。但是，我们进入马上就由于人太多被限制入场了！到底是第一天！早点去真好啊。结束了拉斐尔的企划展之后，也看了国立西洋美
术馆的长期展览。有很多非常好的作品，连莫奈，毕加索和罗丹的名作都有！

从上野出来，乘坐山手线去了池袋。去了少女路，有九层的animate。

这个！这个！是传说中的animate总店呀———

非常兴奋！这里真的是天堂！

忘了照相机，用Ipod拍的照片，还没放入电脑。

看了很多，买了TYPE-MOON十周年的纪念公式书。2800能买这么厚的书！TYPE-MOON是游戏和小说公司，以最近提过的奈须kinoko为中心，展示了独特世界观的状大的故事，
吸引了无数的爱好者。我也是其中的一人…并且，还买了2册「黑子的篮球」的同人文集，6000日元左右。所以即使不看钱包，我也明白。

确实地明白。

真的明白。

我。

我已经。

是一个穷人了，暂时不能去迪斯尼了———

这不是公式书和文集的错！确实物有所值！我觉得我能收藏这个非常幸运！并且少女游戏角色我也喜欢,但在animate总店八层的少女游戏卖场「girls市场」的商品一种我也没买哟！
旁边的姐姐花了三万日元左右，冈评论说「我，没买少女游戏真好」。

也就是！谁的原因也不是！

去了「rasinpo」这个中古动画店,但只是幸福地看看什么都没买哟！写着火神（maji天怎么办火神能做饭呦maji天使）的「SEIRIN 10」的Ｔ恤，梶浦由记的Original Sound Track
都没有卖！顺便说一下，这里的文字不能读，不必勉强哟…

现在部活去户田体育中心的交通费，去「kusunoki」的交通费，今后的卡拉ＯＫ，还有冈的生日礼物的钱都要攒出来…到15日只能用5000日元！好了，决定了！从现在开始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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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考试休息结束了—!!!　

2013.03.10

回顾入学考试休息，我做了作业，去了池袋和上野，参加了部活，与两个朋友在超便宜卡拉ＯＫ热唱了四小时，就做了这些。最近钱终于够用了，真好。

作业只爱做数学，但都好好地做完了！虽然很讨厌方差和相关关系的计算…

最近崎玉已经是夏天的感觉。昨天穿着薄上衣和Ｔ恤去买午饭，热得脱了上衣穿着短袖回来了。反过来是家里凉快哟。ayaka兴奋地说「已经可以打冷气吃冰淇淋了」。但热得这么
快我也有烦恼哟。

想拿出背心,但学校还必须穿冬装。

毛衣很热，但毕业式的16日还必须穿夹克。

夹克干洗回来，还没戴校章。蕨高的校章简直是恶梦，很难戴上，很难取下来，手很容易被刺到。第一次戴上时，可能花了三十分钟。

并且就在刚才，强风从纱窗进入。雨云来了，大概马上要下雨了吧。

北部和东北是冬天的暴风雨，关东是夏日。

柴犬Jun看起来也很热。

也有好事哟！舞蹈部一年生新人大会的预选录像，通过了哟～还得好好练习！与大家相比，还不能说很好。明天也要努力！

明天的球赛大会也要努力！对篮球伤了心的我排球会怎么样呢！

我下载了「休息计时器」和「练习计时器」这两个应用软件，每天都好好地掌握学习时间与休息时间，学习效率突飞猛进。

国色天香德才兼备大盘振舞四元素←最近的卡拉ＯＫ看到的最长汉字的歌词。

今天就这样吧～去吃冰淇淋了—(´·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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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事

2013.03.16

首先对一班女子排球的大家(包括我)说声恭喜！连续四次对手是二年生，却在球技大会取得女子排球第三名真是很厉害—！然后女子篮球，男子篮球和男子排球，虽然输了,但也好好
努力了！男子篮球是平局，所以靠最后投篮决定胜负。我们班的河野很努力了，但没有射中，将胜利让给了对方。非常令人懊悔啊．..但是尽力了！这样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女子排
球，我们班本来有五个人，发球强而有力！靠发球连续得到六分哟！ 第二天有三场比赛，肌肉痛得很厉害... 一月进研模试的结果也出来了！我奇迹般地是学年第一，标准分78.2！
也进入了一直希望的S1水平，真的很高兴！今后学习也不能懈怠！ 最累的还是部活...接近大会了，所以早练和自主练都很辛苦，身体到处都很痛，回家之后筋疲力尽，常洗着澡就
睡了，所以没有时间聊天啦写日记了。但好不容易能参加大会，准备练习很多很辛苦,但这一定会成为好的经验和回忆吧。为了不给大家添麻烦要更努力！今天毕业式结束后来练习
的三年级的前辈们也说，蕨高中的舞蹈部练习非常辛苦,但看了其他学校的舞蹈部，觉得还是蕨高中的舞蹈部厉害。也有无法忍耐放弃的人，但能体验很多大会啦活动啦，加深与其
他成员的纽带，一定会成为非常好的回忆和得到很大的成长。我到最后也不会放弃！ 说到毕业式，我参加了花道部的毕业式特别活动！ 如果再有时间上传照片。花真的是很漂亮！
樱花，飞燕草，杜鹃和兰花等，组成了盛大美丽的插花！但是毕业式的我在爆睡中...没有关于班主任老师读一个个学生的名字和毕业生代表讲演的记忆。起来时是学生代表前学生会
长远矢前辈讲话(大体上结束了)。远矢前辈的美妙声音...！据说歌唱得很好！脸很帅！作为学生会长很能干！听说考上了东北大学！真是很完美的人.. 起来以后，注意到周围的人都在
睡着。 这个正是源于空暇的不可抗的睡眠欲望！用这句话形容了一下... 也有哭着读学生名字的老师... 这就是本星期的事。 明天部活off，可以睡到满足—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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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迪斯尼歇口气！

2013.03.27

哎呀，大家，好久不见

最近太忙，没有时间，几乎每天都是部活和春假的课题，今天终于休息了。去了迪斯尼。我现在，在电车中打字哟，不可思议吧。

怎么去迪斯尼都拿着笔记本电脑呢，因为24日的一个电话。

「采访的主题决定了，介绍崎玉。请说说对崎玉的整体印象」

真好呀！←真话

「啊，整体的印象？和平吗，普通吗…」虽然有本地爱，但这个问题很难。

「那么慢慢地考虑吧。试着写一下给我，什么时候能交？」

「首先大会结束之后吧e…27日怎么样」

就这样决定了。昨天和前天都去大会支援了，一点没有时间，注意到已经是去迪斯尼之前了。

「不行，必须得想办法！」，这样想着把电脑装到包里拿到电车里。为了一定能坐，选了武藏野线的一号车厢，很多区迪斯尼的孩子们，没有预想那样安静。

尽管如此也必须得写！

 

那么，进入日记的本题吧。

终于进入了盼望的春假,部活的日程发下来了。从满满排列的部活来看，这个春假可能比起学校更忙。一年级已经分开了，大家给班主任山崎老师送了相册。聊天时问二年生也在一
个班级吗

「班级是选修课决定的」

「但是和物理和生物好象没有关系哟，根据日本史和地理分的」

「那么说安娜呢…」

「一定是日本史了？地理不行哟」

「那么冈呢…」

「我的目标是文科国公立，所以是日本史」

「加藤呢…」

「对不起，我理科不行」

「为什么大家都是日本史？地理很快乐的呀」

「不要紧哟，我是地理和物理哟」

「这样呀，moro同学！(;´Д`)」

不只是班级，舞蹈部和茶道小组的朋友们也大都是选择日本史。也就是说，二年级必须致力于交朋友了。但是不要紧哟，一样的选修课心也是相通的（可能）！

然后就是部活→在浦和图书馆做课题→回家→活动→在浦和图书馆做课题…的循环了。一样的县立图书馆,但浦和与熊谷和久喜不同，崎玉的资料和企业的资料等书很多，几乎没有有
趣的小说等。大概因为是县政府所在地。但是安静，明亮，学习能集中，一个人或者与朋友们经常一起来。

今天在迪斯尼(*´∀｀*)

就到这里吧。马上就是舞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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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片内容博览会2013

2013.04.02

三月三十一日、我一个人乘坐武蔵野線1个小时，在海滨幕张下车，在下个不停的梅雨中，去参加幕张Messe举办的动画内容展。

「动画前沿，等你参加ーー」

看到这句话的瞬间，我就高兴的停不下来…这里不就像天堂一样吗！制作动画的公司、播放动画的电视台、动画制作人、罗盘针都有！在这里千叶的幕张Messe的国际展览场都聚齐
了！太令人振奋了！

刚结束的「PSYCHO-PASS」的完全Messege！负责剧本的虚渊和清水的签名！腾君和宜野座的帅气…

胡 玥的日记



在这里发放新动画的试片。我等了30分钟、终于拿到了虚渊的新作「翠星之加尔刚蒂亚」的第1集和第2集的Blueray影碟！这了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张Blueray啊！但回去后、听说寄
宿家庭的机器不可以看Blueray有点失望…下次要去鸠谷的Kojima买USB的DVD驱动器！可以放Blueray的！

咿呀~~~~~~~(*´∀｀*)

<
神回(Kamikai)剧场DAZE！好像我和2ch搞Nikoniko的事情败露,不过(笑。我也看超电磁炮（Rail Gun)）第一部的最后一章是站着看完的。美琴朝向天空叫喊到「黑子!!!!」时真的
warotawwwwwww但这是真正的神回！

不断将许多的动画片，神工作品的动画片送出与世的神，Aniplex！

Nikoniko动画的卡拉ok比赛！令人兴奋～



主持的人穿着「JOJO奇妙冒险」中的第三代的JoJo空条承太郎的服饰。承太郎是最帅的JoJo,不过，是沉默寡言的帅哥…主持人穿希望承太郎的扮装…但希望有谁可以扮伙伴花京院
啊！最近的jojo All star PS3游戏的CM有承太郎这样的对白。「再次用All star挑战。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夺回花京院的灵魂」

花京院竟然死了、…与第二部Caesar的死一样太悲哀的啦！

在动画扮装区碰到的凯撒和约瑟夫（第二代JoJo）。

凯~~~~~撒~~~~(;´Д`)

好像话题已经完全变了。

休息时间做了目录中的漫画迷水平的纵横方格字谜。拼命考虑只能答出50％。…所以我还不是真正的漫画迷哟！

大致这样的感觉！另外还作了很多,不过大概说了大家也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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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种种+升入二年生

2013.04.11

照片上传的话会暴露录像的内容，所以就不上传照片了。最近不太明白为什么,不停使用敬语！成了习惯…

首先今天为了摄影，崎玉县吉祥物的kobaton来到学校屋顶！套在外面的人偶装非常可爱，触摸感也好～摄影之前会谈时，听到对面的B栋的三楼，大吵大闹。。

「kobaton~~~~!!!」

「你好可爱啊」

「为什么在那里？」

从long home room出来，到走廊的窗前了。好像三年级的先辈们看到了！我想，如果我在这里露面会感到为难的就返回去了。可是老师从屋顶进来，以为要「被发怒」，对着老
师，

却听到「对不起，可以带学生来拍照吗？我去拿相机来！第一次看见你」

啊?。

怎么会????

以为是三年级的班主任，但看来的学生们的室内鞋，才发现「这不一年级吗？」。一年级和二年级都在这个屋顶所在的A栋，不可能看见的啊…

并且大家的情绪不断高涨，一个男生为了露出脸，让别人把他背了起来！哎呀呀…

「谢谢！」

送走了他们。

彩排也很快乐,不过，现在说的话就会泄露内容。请期待录像！很紧张,不过，摄影的人说「根本没问题」才稍微感到放心了。尽管如此还是不想看现在的制作成品！不想自己的样
子！怎么办啊———

顺便说一句，已经是二年级了！新的班级是男生班级，有男生26人女生16人。从初中上女班的我来说是好久没遇到的事！座位在角落但被男生包围着…但男生选物理和地理的人较
多，大概今后会与男生搞好关系！今天早上听到有人说“好想学物理”的话时，心中暖暖的！顺便说一句，女生中选了物理的只有二人…

好寂寞哟！大家来学物理哟！(泣

樱花散落之后南浦和站附近开着很多郁金香…今天也从北村老师那里收到了郁金香！好可爱啊，鲜花。

祝贺大家升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胡 玥的日记



反省会

2013.04.11

我在这里进行反省。

反省在春假中熬夜熬的太厉害。

反省拍NIKONIKO动画拍的太多。

反省跑去很多地方花钱花太多。

但这不是内容博览会、Sun Shine海洋馆和池袋的动画节的缘故！

但是、还是掩盖不了我的罪过…

昨天的班会上有提议"大家早睡早起开始早晨学习吧！”觉得不错、试了一次。当然不是九点睡3点起、而是10点睡今天5点起床。早上起来、头脑清醒、学习效率很高啊！而且这样
一天都头脑清醒，心情舒畅…以后也会这样的，请原谅我吧！

以后不学习回国就麻烦了、今后的生活学习为中心加油！还有Niko食品不能拍太多！坚决节约！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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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生日哟！

2013.04.22

昨天是我16岁的生日～鼓掌～

昨天是在涩谷的BUNKAMURA举行的鲁本斯展的最后一天，与妈妈和gi一起去看了。与之前的拉斐尔不同，被称作「巴洛克的精髓」，不只是像，「美术」的好的感觉都出来了。
还有很好的版画和油画，想到全部是鲁本斯和那个工作室的人制作的，觉得真的厉害，文艺复兴！

在这里我得到了第二件礼物「笋的故乡」。

第一件是在琦玉大学主办的留学生交流会上得到的怪物笔盒。

谢谢！

昨天与host family的大家吃牛排又得到了生日礼物～仔细想一下今年得到的礼物全部都是LOFT…但都是很好的礼物哟！(高兴的眼泪

昨天在涩谷迷路了，一直转，走得很累，很晚才起来…今天早上睡懒觉了…月票基本忘记了，钱包忘记了，忘记了关暖气，忘记了体操短裤，电车也迟到了，没赶上巴士，从南浦和
跑到学校终于赶上了!!!这些终于结束了…忙碌的早上…

今后要出席speech contest,关于国际交流写了4分30秒到5分的原稿。如果谁有好的主意一定请告诉我！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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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各种事情

2013.06.01

大家，好久不见！

看了「I love 崎玉」的录像了吗？其实我星期四去kusunoki时，老师们看到时我的最初一句话大致都是∶

「看录像了哟～」

「啊，是吗？怎么样」

「很好的感觉哟～」

「哎—是吗？我第一次看后很不好意思，决定以后绝对不碰了…才知道我的脸那个样子！」

「哪里～说起来kusunoki的牌子也照地很清楚呀！真好～」

这种感觉，老师曰，成了「当时的人」。

5月有五月病！但是我，没有患病哟！5月19日去了东京大学的五月节。本乡校园真的很漂亮！特别是工程系的本馆很漂亮。那个正好的台阶的露出度(？)真是不得了…法文和教育学
院主要是摆摊，合格大道已经都是人了…理学部在合格大道广场再现了「网球王子」的音乐，工程系展示了很多自己制作的机器，安田礼堂下的舞台整天都没空着！真是很好的学园
祭！

在工程系中闲逛时，被那里的学生邀请进了学生谈话室，介绍了很多工程系的海报。也给了很多资料。「女孩子在工程系很少见，一定要努力呀！」某科学生命工程专业的前辈这么
对我说。托福得到了很多关于升学的信息！

然后去了达·芬奇展…！是的！运动会！

首先，恭喜2-5运动会第二!!!

大家真的很努力了！我参加了三人四足接力，是第二个跑的小组。一起跑的小组绿的二年生很多，前面的小组回来时搞错了布，交给了旁边的班级。但是边上的人马上注意到了拿了
过来，「开始」，三人一起开始跑了，途中的转弯也很熟练，最后是小组二名！综合是4名！

最热烈的是男子八百米接力。打头的是足球小组（田径队不参加）的yanai，真的是一瞬就到了第一位，隔壁的班级也有叫「yanai！」的人。…最后是小组第一真好！但是综合成绩
比起第一慢了0.3秒…但大家真的努力了！

这样，这个5月结束了！进入紫阳花色的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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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严重

2013.06.04

叮咚～首先是有关崎玉的小知识！今天，要介绍一下在浦和美园的“崎玉运动场”！首先“崎玉运动场”，被大家称呼为“崎玉sta”，是本地球队“浦和红钻”的练习场和比赛
场！交通路线，是先乘武藏野线到“东川口”，然后换乘“崎玉高速铁道线”，到最近的浦和美园站！崎玉高速铁道线因为与南北线和东急目黑线直通，如果钱有富余，想坐一趟车
去的人，也可以啊。

如果不先说这些的话，今天有多么严重的事态事大家不明白啊。

今天6月4星期二，在崎玉studio进行日本对澳大利亚的比赛。我的最近的车站是崎玉高速铁道线，在东川口换乘，因此想“今天如果不快回家电车和车站一定很拥挤！”很快赶到了
离学校最近的南浦和车站，已经有好几拨儿穿日本代表制服的人了。

糟糕—(;´Д`)

电车中，站台上都挤满了！

人多的东川口站的台阶都下的不去！

总是在卖「大王芒果布丁」的东川口站的便利店前成了改成了卖制服！

今天很热！

想办法回到家，在家的kattyann说“已经那么严重了？大家好闲啊—”。

晚上看了实况转播。一直到后半场三十分左右完全没有进球，以为会是“平局”，但此后马上澳大利亚队进了1球。后来的日本队的扭转很有趣…或者说有点打折扣更合适。

由于对方进去内的手球犯规！扳回一分平局。

有点遗憾的球赛…不过很激烈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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