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达了日本!!!

2012.08.29

到日本了，很高兴。老师们很和善，日本菜也好吃。特别是日本非常漂亮。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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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に行く

2012.09.07

此日记写于9月3日，与发表日期不同

     今天是来到鹿儿岛的第三天也是开学的第一天。早上先是跟着内田老师面见了班主任和校长，然后来到了我所在的班级——一年四班。这个班加上我总共有20人，第一件让我感
动的事是，开学式上有我的自我介绍，但是去的路上我忘记了拿准备好的演讲稿，夏代陪我一起跑回了教室，拿了演讲稿。给别人添麻烦了真是不好意思......

     自我介绍后，大家都认识了我，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对我说こんにちは或者你好，尤其是高年级的学长，也那么热情，真的是特别感动。我想：其实日本的先輩也不是传说中的那
样。但是带我参观学校的时候，優奈教给我很多，因为她是棒球部的所以对前辈特别尊重。她教给我：上午10点到上午最后一节课后，见先輩要说こんにちは，最后一节课后到吃
完饭前要说お疲れ様，饭后到放学前要说こんにちは，放学后要说お疲れ様，真的是太厉害了！！

    开学第一天，没有想象到的寂寞，虽然有时听不懂，但大家会耐心地为我讲解，在此我想对帮助我的所有老师同学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徐幸子的日记



今天音乐也做了。

2012.09.07

今天也很快乐。

因为是英语科所以每天几乎都有英语课。今天的英语是外教上课。一会英语，一会日语，好辛苦。并且，合唱了。是有名的「哈利路亚」。很吃惊的是合唱教科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信息课上看了心连心的网站，有很多日记。我使用学校的电脑，很不便。并且，想告诉中国的好友最近的事。因此，我下课后去电器商店，想买连结因特网的东西。但路由器
太贵，每月费用也高，没买。有便宜的因特网连接的东西吗？如果知道，请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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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祭と自由研究

2012.09.07

    今天是星期五，也是第一周学校生活的结束。今天练习了体育祭的体操，相较于中国的学生体操，日本的更充满青春活力。从一开始的放不开，到后来的熟练，付出了很多汗
水，但我很开心！听大家说，这所学校的体育祭只有跑步和体操（舞蹈），不像中国的那么长时间的运动会，但是每天都在为体育祭做准备。    今天下午，我从朋友那里收到了一
封“信”，是我的朋友的朋友写的，大致意思是想与我交朋友，我很激动。回想这一周，学校的同学对我说的每一句：你好，让我教她们中文的情景，真是温暖。

    周五下午的自由研究我只是参观，很震惊。学校有那么多可以干的事，太厉害了！选了九个备选项目大多都是日本的传统艺术和自己喜欢的，今天参观了剑道，“着物”，和茶
道。穿了浴衣，喝了抹茶，吃了点心，唯一遗憾的事是没有带照相机拍下来......那个都很喜欢，怎么办呢？！

徐幸子的日记



跑步，考试， 应援，台风

2012.09.14

此日记写于9月12日，与发表日期不符

跑步，考试， 应援，台风。

一、跑步，本来说体育祭上我也会参加跑步比赛的，但是体育委员告诉我我不能参加了，原因是什么我没听懂，虽说不太擅长体育吧，但是听到了这个消息还是有点小失落。另外，
日语得好好学了，不能再出现听不懂的状况了...

二、考试，今天有两门考试，国语和英语。第一次考国语，做好了心理准备就怕分太低了，结果没想到考的是汉文--四字熟语。这对一个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难，看到同学们望着词
语不知道意思的时候，我却在想：平时常用成语说话真是太好了！汉文考试就这样拿了满分.......

英语科天天英语考试，我从一开始67分的及格到今天得满分，这都要多亏了上次认错了卷子：我把得满分的同学的卷子认成了我的，且欢呼了一小下，结果可知贻笑大方。于是我
发奋图强，终于拿到了满分。今天圆满了......

三、日本体育比赛上都有应援团，今天开始了练习，一遍遍吼着打击其他队的口号我就觉得这不是体育场是战场。而中国却讲究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没有这种充满力量的声音。

 四、听说17号有台风登陆，心里说不上是激动还是紧张。从来没有见过台风的我，终于可以领略一下台风的威力咯。吼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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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弓道部

2012.09.14

社团--弓道部

 

    经过两次对社团生活的体验，我决定加入弓道部。

    对于茶道，着物什么的，我觉得一旦学会了，每天重复相同的事情，看不到很大的进步。而弓道不同今天体验了射箭，真的是很难。电视上看到的很容易，射程很远，靶子很
近，其实举起比我还大的弓箭时，我的左手在颤抖，终于发出了一箭，但那箭离我不过两米的距离，失败啊！但同时激起了我对弓道的兴趣，我想只要努力的话一定可以的，正如神
村学园校训「やかぜ」：「やればできる、かならずできる、ぜったいできる」。明天前日祭，据说是体育祭前的打气活动，但听同学说只要看就行了，哈哈，不管怎么说还是期待
每一个新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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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经历台风

2012.09.23

2012.9.17

才来到日本没多长时间就经历了一场台风。台风来时树木摇摆房子颤抖，狂风击打着玻璃发出恐怖的声音，看着电视上的被台风摧毁的房屋，刮倒的树木电线杆，我才真正意识到台
风的可怕，台风我不再期待你的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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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知道学校的规定

2012.09.23

 

   2012.9.19

      如果你不知道学校的规定，又碰上一个严厉的老师，那么可以说你该倒大霉了。今天我就遇到个这样的事。

   我一到学校就问了学校的规定，但是并没有完全把学校里的所有规则教给我，于是我犯下了今天这个错误。学校12点55分是午餐时间，在这之前经常会感到肚子很饿，我看别的
同学都带点儿点心什么的，于是我也带上了一包饼干去学校。上午我和同学一块分吃的时候，朋友告诉我说别太张扬，我当时并没有懂这句话的意思，在上课前把这包饼干“干”掉
了，没想到最后竟然被某個老師看到了。她笑里藏刀的让我把已经扔到垃圾桶里的包装纸捡起来送到班主任的办公室。我当时特别气愤，明明已经上课了！人无完人，还不能让我犯
一次错嘛？不知者无罪，不是吗？

   我虽然当时特别气愤，但是后来想想是我的错，如果我能在第一时间内弄清楚学校的规定不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吗？这是一次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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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祭的前一天

2012.09.23

 2012。9.22

   今天是体育祭的前一天，学校12点就放学了，然后我被日本妈妈带到了川内文化馆观看了一场为儿童表演的演唱会。因为日本姐姐想成为幼儿园老师所以带我们去观看，从中学习
经验。到了演唱会的现场，我震惊了，现场有四种人：儿童，幼儿园老师，孩子的父母，还有我。一开始我觉得特别无聊，但是渐渐地我发现很有趣，我仿佛回到了最纯真的时光，
跟着大家一起跳舞，一起唱童谣，一起听童话故事.......

    一转眼到了晚上，川内一直在下雨，我们在雨中吃的烤肉，然后在雨中泡了温泉。本来以为感觉很好，但实际上在雨中泡温泉是很困难的，忽冷忽热的，不过真的是有意思，我
希望到了冬天，这儿能下雪，然后在雪中泡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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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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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祭

2012.09.23

    终于迎来了体育祭，和中国的运动会是大大的不同，每个年级分颜色进行对抗，高一的颜色是红色，所以我们是赤団。比赛的结果是高一第四，高二第三，初中第二，高三第
一。

    之前的予行演习大部分表演都看过了，但是体育组的表演和拉拉队的表演还是让我震惊，太帅了！我打算买下体育祭的DVD回去拿给亲友看看......

    今天也是朋友遥香的生日，体育祭结束后我和其他朋友一起为她布置了个小小的惊喜排队，然后满脸涂着奶油的她，拉着我们在校园里游行，太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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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再见

2012.09.30

来日本，第一次与猫一起生活。homestay的猫的名字是「rain」。听说是哥哥拣的。据说今天去寻找能结婚的恋人，就没有回来。有点烦,但一起玩时特别快乐。总想起与雨一起玩
的事。　rain，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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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小组活动

2012.09.30

本星期星期五的自由研究时间第一次练习了射术。好辛苦。射术的姿势难，指令的言词也很难记忆。是第一次练习，所以不能使用弓和箭。一直使用着橡胶绳。特别左面的手的虎口
很痛。今后,从每周的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练习射术。从下课后到下午6点半。一定会很辛苦,不过，不后悔。一直在想，如果能够参加射术比赛该有好多，因此，一直拼命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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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试

2012.10.12

本星期有期中考试。之前一直在复习。考试的科目有11个。分别是英语理解（听力），社会，信息，英语1，，英语表现，科学，异文化理解，数学，英语会话，国语和综合英语。
英语很多!!!可是，考试的第三天，我发烧了。体温38.7度。忍不了了。科学的考试结束之后，马上去了保健室。还有二人，都是发烧的人。喝了香菇茶，太咸，不好喝。

有没参加的试验。遗憾。特别是英语会话的考试，那是二人的演剧。很好地准备了,却没能参加。

发烧时，吃了日本的感冒药。据说日本的药的吃法与中国不同。并且，没有象中国药一样的甜的。

祈祷快点变好。一直期待着去后天的县新人射术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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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调料

2012.10.12

今天和日本的妈妈一起看料理节目，谈了日本的调料。妈妈说日本的调料根据地方的不同而不同。南边的调料甜。酱油和调味汁都甜。北边的辣。据说食物也不同。譬如酱汤，东京
的酱汤是红酱汤，而鹿儿岛是白酱汤。

知道了很多食物的事，我觉得日本的料理文化很有趣。将来有机会，一定会吃各种各样的日本菜。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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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道大会

2012.10.22

2012.10.14

   今天和弓道社高等部的社员一起去参加了县新人弓道大赛，上午九点开始到下午五点左右。我因为刚学还是无法参加比赛，但是我所负责的是前辈们的后勤还有比赛记录，顺便学
习......弓道比赛和我看到的所以比赛都不一样，没有欢呼，没有沸腾的掌声，有的只是每个人认真，如果射中靶子只会用：啪啪啪三下掌声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我做的记录是，
每个人射箭的时候记录他们有没有射中靶子，每个学校的成绩，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很难，当利箭划破长空，必须快速做出反应，再与最后报数的人做核对。

    中午和前辈们在弓道场附近的公园吃的便当，可是吃便当的时候樱岛火山喷发了，刮来的大风携带着火山灰，满身的火山灰。不过我第一次看到火山喷发，和我想的不一样，没
有看到红色的熔浆，只有一大团黑色的烟雾冲上云霄。

    神村学园，也就是我所在的学校，成绩不是很好，一向发挥极好部长居然只射中了一箭，还是最后一箭。然后比赛完我们又来到公园对今天的比赛进行讨论，部长首先说自己今
天发挥失误，说到最后才找到了感觉......然后大家又说了一下以后的安排，听老师说如果可能的话我明年或许也能参加比赛，呵呵，好期待啊，虽然现在还是用橡皮弓，但是我不会
放弃一定要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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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表会

2012.10.22

 

2012.10.16

文化发表会

   今天下午开始时文化发表会，有吹奏部的表演，特别进学的音乐系的同学们的钢琴独奏，还有着物兴趣小组的和服展示，还有我们英语系的背诵和表演，日本的学生还真是多才多
艺，和服文化也是那么的有意思。

    但是今天来了一个由23个香港人组成的访问团，由我们英语系的作指导，很遗憾的是，他们这些香港人只会英语，还有一个竟然说他们讨厌中文，所以不想学中文。（他们知道
我是中国人）我当时听到这个话，说不清是什么感受，有点生气，但是依然很好的为他们做了介绍指导，据说圣诞节的时候还有一拨香港的访问团来，希望到时候能和大家玩的愉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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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体验入学

2012.10.28

2012.10.20

一日体验入学

   今天是神村学园高等部一日体验入学的日子。所谓一日体验入学，是各个中学校的有志向来神村学园高等部的中学生，来本校各个专业参观学习。

   我所在的英语科，主要向大家展示的有：一、英语科有很多留学机会，留学过的同学们做发表想大家介绍他们所在的学校和寄宿家庭，二、英语科必须要过的英语考试，全商英
检，国联英检，使用英检等，三、英语科里会经常有外国留学生来留学，介绍到这里的时候，我为大家作了关于中国文化的演讲，有中国的学校，中国的民族文化，中华料理，名胜
古迹等等，因为限制时间只有5分钟所以并没有把自己全部想到的讲出来。我还做了ppt，大家都说不错，^_^！

    令我吃惊的是，高二的一个学生竟然在中国长春留学过，还会说中文，他向大家发表了他在长春生活的日子，介绍了他眼中的中国。还有我和他和内田老师（内田老师会说中
文）三个人的中文小会话，老师问我“寄宿家庭怎么样，帮妈妈做饭吗？”“学校生活适应了吗？”然后我问前辈“为什么中文啊”“对中国感兴趣的地方是什么啊”诸如此类的。
结果大家听得很震惊，下来都让我教中文......

    一天下来，真是有够忙的，不仅做演讲还为中学生做关于学校的介绍，引路等等。虽然很累，但是很开心，不仅是成功的做了演讲，更重要的是我感觉自己真的成为神村学园的
一员，为学校贡献自己的力量！

    还有，如果那天来参加英语科一日体验入学的中学生都能来神村学园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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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文化大会

2012.10.28

2012.10.21

亚洲文化交流大会

    今天和第二个寄宿家庭的妈妈去鹿儿岛市玩。（第一个寄宿家庭的妈妈和第二个是好朋友，今天第一个妈妈工作，所以跟第二个妈妈）。今天在天文馆附近的公园里有亚洲文化
交流大会。刚入场就发现有亚洲各个国家的国旗和介绍，我立马跑向了中国区，在中国区里，我看到了“中国现下流行的是凤凰传奇，周杰伦，Beyond......”还有在留学生签字的地
方看见了“ありがとう”“I  LOVE  JAPAN"的字样，各个国家的展示区人最多的就是中国区。

    上午看了表演，有街舞，各个国家的风俗舞蹈，歌曲等等.......中午我吃的是斯里兰卡咖喱，我看买这个的人最多，一直在排队。其实，不是那么好吃。吃完饭后来到了书道体验
区，我在这里写了两幅字分别是“絆”“櫻島”，出乎意料的好，这可是我的“初書道”，然后又到亚洲服饰体验区穿了和服和韩国的服装。各有各的特点，都很好看。

    到了下午三点左右我们去了叫“仙严园”的地方，很遗憾没有导游，没有充分的了解那个地方，但是我们在那里体验了茶道，吃了好吃的点心.......特别是里面有一个女子化妆间，
化妆间面对着大海还能看见樱岛，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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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圣节

2012.11.04

2012.10.31

 

万圣节

　今天是万圣节。早上朋友给了很多万圣节的电信。太可爱了觉得吃掉很可惜但还是吃掉了。很好吃。因为是万圣节，大家在黑板上画了很多，也玩了“Trick or treat”好几次。

下午体育课打了排球。想起第一次玩排球。打的很不好。失败的时候，听朋友说"dont mind”，很感动。现在已经打的不错了。今天的比赛，我的班级胜利。声援也很开心。「L、
U、C、K、Y，L、U、C、K、Y，lucky，lucky，lucky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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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节的准备

2012.11.05

2012.11.1

从今天开始angel festival的准备。angel festival是神村学园的文化节的名字。到星期五都没有课一直准备着。在操场上准备啦，做销售的练习啦...我们班的商品是饮料。我是上午
的销售者。

教室的椅子和桌子全部都被运送到操场，中午大家都躺在地板上。老师进来时很吃惊。我问老师「日本人平时是不是总这样躺在教室的地板上」，老师回答「不，只有这个班，真好
笑！」。

可是，我在地板上慢慢地睡着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徐幸子的日记



射术大会，我也出场？

2012.11.07

射术大会，我也出场？

进入射箭小组，我的目标就是参加比赛。但是，觉得有点太早了。

老师∶「今天，写了幸的名字哟！

我∶什么？

老师∶「是11月23日比赛的人的名单」

……

11月23日勤劳感谢日，在吹上海滨公园有骑射比武射术大会。要参加这个比赛的我在拼命努力。可是，不太有自信。因为是团体战，如果由于我的原因扯了大家后腿，怎么办。而
且，现在还在练习拉弓，还不能用箭。

射箭比想得难，但既然开始学习，就必须要努力。并且，多亏了射术，我学到了很多。耐性啦，无论什么时候，在哪里都保持平常啦，这是我以前欠缺的

首次射术大会，期待哟！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徐幸子的日记



联合国英语水平考试和射术练习

2012.11.09

 

上星期天，参加了联合国英语水平考试c级。很难。我觉得选择最符合下线部意义的句子最难。不太明白单词的意思。长篇文章的阅读理解也很难。是关于裁军的文章等。到底是联
合国英语水平考试，阅读理解都是关于联合国的文章。

今天，从老师那儿拿到了英语水平考试的卷子。满分是100分。可是，我只得了50分。觉得太不好了，但老师说「50分，得分很高了！」。据老师说，c级因为很难，40分以上就合
格。我听了这话，马上高兴了。

今天的射术练习，前辈看了我空拉的姿势，也好好地夸奖了我。并且，开始练习用箭射在立着的榻榻米上了。大概是第一次，所以一直很紧张。左手的大拇指被箭摩擦受伤了。

明天上午是部活。打算部活后，与朋友一起去鹿儿岛市玩。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徐幸子的日记



和朋友去玩了

2012.11.10

 

今天和朋友一起去鹿儿岛市玩了。上午是部活，九点到十二点。然后，和朋友在神村学园前站集合，坐电车去了鹿儿岛中央站。十三点左右到达。先看了朋友的舞蹈。然后，吃了自
助餐，做了棉花糖，也吃了「鸡饭」这个宫崎的名产，很好吃。但使用的汤汁和切面的大致一样。大家拿的食物太多，剩了很多。大家一起猜拳，输的人选一样吃。真的很有趣。

饭后，拍了大头贴，去购物。累时在麦当劳聊了一会儿天。乘坐6点6分的电车回去了。

第一次与朋友一起玩，很快乐。期待下一次。在中国时总是与朋友一起玩。与日本朋友一起玩时，想起了与中国朋友玩的事。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徐幸子的日记



育英小学文化祭

2012.11.18

育英小学文化祭

   今天和妈妈姐姐一起去参加了育英小学文化祭。育英小学是住家附近的一所小学，妈妈和姐姐都是那里的毕业生，所以经常去那个学校做志愿者。今天是小学的文化祭，我和姐姐
妈妈一大早起床，到小学去做志愿者。

   先是制作了非常食。所谓非常食，是在非常的时候吃的食物，比如：地震啊海啸啊。非常食的制作方法很简单，先是在袋子里倒上米，然后往米里倒上饮料，乌龙茶啊，橙汁啊，
西红柿汁啊，什么的，因为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水资源缺少，人们就拿自动贩卖机里的饮料代替水焖米。然后将袋子里的空气挤出，拿橡皮筋扎住袋子。我和姐姐制作了大概有100
多份，最后吃的时候，说实话真不好吃！

   午饭的时候吃了好多，8根焼き鳥，还有焼きそば，还吃了点乌冬面，结果到了晚上肚子疼了。

    妈妈在文化祭上表演了舞蹈，观看完舞蹈后我们去了文化祭上的10日元店。10日元店，太震惊了，我买了5个碟子，上面绘着熊本县啊，宫崎县啊，鹿儿岛的景点，5个盘子只花
了10日元。还有两个茶壶，盖子是鸭子形状的，特别可爱，也只要了10日元。还买了两本童话书打算回国送给一个喜欢童话朋友，两本也只花了10日元。日本的物价比中国高出好
多，遇见10日元店真的是太高兴了！

徐幸子的日记



第一次射术大会

2012.11.26

2012.11.23

 今天是勤劳感谢日，首次参加射术大会的日子。早上，5时起来，去学校，换了衣服。但是第一次穿日本式短布袜，不太习惯。从先辈那里借了24厘米的。有些紧，在比赛的准备室
买了25厘米的。

我是神村5号，58队的一员。根据队伍的顺序射箭。在其它队伍比赛的过程中，我和前辈一起练拉弓，空拉，对着稻草卷练习。

上午第一回合战，下午二次战。二次战之后是成绩好的队伍的团体战和取得好成绩的个人的个人战。我上午时非常紧张。不太明白入场和退出的方法。前辈说了很多次「没事」，我
觉得不是没事，想退出。上午是4射0中。但是，没有死的箭。（所谓的死箭是与土发生磨擦的箭。）真的很高兴。下午一点没紧张。下午也是4射0中。前辈说可惜，差一点。

神村学园中等部的鲛岛得了冠军。令人羡慕，佩服他。

我想今后继续努力。发奋，发奋！(鹿儿岛方言)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徐幸子的日记



去了樱岛

2012.11.26

2012.11.25

 明天期末考试，今天和妈妈，奶奶和姐姐去玩了。首先去了樱岛。坐了樱岛渡轮。这次是第二次坐樱岛渡轮。朋友说樱岛渡轮卖的切面很好吃。原因朋友也不知道。但没吃切面。
很遗憾。

今天很幸运，拍到了漂亮的照片。拍照片之后，樱岛喷火了。天空马上暗了。据说去年喷火了996次。之后去了垂水。去了叫千本一tyou的地方玩。有很多银杏。

并且，去了温泉。今天很快乐。明天的考试会怎么样呢……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徐幸子的日记



观剧

2012.12.01

 

期末考试终于结束了。我没太复习,但觉得考得不错。

今天，与高等部和初等部的大家一起去arena看了「TOUCH」这个演剧。

日本人和我都不太明白。是关于爱的演剧。是个悲剧,但大家都一直在笑。看了之后的作业是写感想文。

下周有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来。是怎样的人呢。想成为朋友。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徐幸子的日记



第二个寄宿家庭

2012.12.01

 

    今天下午我搬到了我的第二个寄宿家庭北园家。之前有和北园家的爸爸妈妈一起吃过烤肉，跟妈妈一起出去玩过，所以并没有像当初来到桥本家的那么紧张。吃晚饭的时候，爸
爸吃的不多，说光顾着聊天了，好几年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好好的聊天。

　  北园家的孩子都不在父母身边，只有爸爸妈妈两个人，很寂寞，我决定在我在北园家寄宿的这三个月里，我会竟可能的带给他们欢乐！我想到我的父母现在也是只有两个人在中
国，一定也很寂寞吧，我想我的爸爸妈妈了。

    从桥本家搬离的时候我特别伤心，本来以为三个月的时间是培养不出来多大的感情的，没想到今天搬离的时候竟然也有了想哭的冲动，想到丽华姐姐虽然快成年了但是还像孩子
一样跟我玩的情景，想到桥本妈妈跟我一起看电视剧讨论剧情，生病时无微不至的照顾我，那些情景历历在目，他们真的像我的家人一样.......或许离开北园家的时候我又会生出同样
的感情吧.....

徐幸子的日记



七周年忌辰

2012.12.09

2012.12.2

七周年忌辰

今天是日本的爸爸的妈母亲去世七周年祭典。昨天，homestay的麻衣姐姐从熊本县回来了。姐姐是非常和善的人。见面时我和姐姐都穿着画着骷髅的上衣。像真的姊妹一样。如果
我有机会，想去姐姐的可爱的家玩。

早上早早起来，去爸爸的故乡东市来。92岁的爷爷一个人住在那里。住的地方是有150年历史的家。爸爸的亲戚很多。真的感到吃惊。爷爷是非常和善的人。对我说了好多次“为了
日中关系变好，请努力”。

九点和尚来了。全体正座，听着佛经。可是，30分的正座对我来说有点为难，偷懒了。大家一起吃了中饭。很吃惊的，留下的饭菜大家都带回去了。据说新年的时候，大家会再汇
集在这里，度过新年。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典礼，紧张了。有些累,不过能体验只有日本人的活动，是非常好的经验。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徐幸子的日记



去了宫崎

2012.12.17

2012.12.9

今天和homestay的父母去了宫崎县玩。之前，一直在鹿儿岛县玩。第一次去了其他县。宫崎县是鹿儿岛县的邻县,乘车花了三小时左右。

首先去了青岛。中国也有「青岛」这个地方。从青岛可以看见太平洋。在教科书看了太平洋的照片。太平洋真的很宽广。过了桥，到了青岛。青岛有个有名的青岛神社。从教科书上
学习了神社的参拜方法,但参拜时稍微有些紧张。很为难对神祈愿时说日语还是说中文。日本的父母在神社买了应试守护符。想今后考试时使用。

也抽了签。是小吉。还可以。此后，去了日向神话馆。一边看偶人，一边听说明很容易懂。

中饭吃了自助餐。饭前，吃了宫崎县有名的芒果冰淇淋。吃饭中，爸爸说一会打算去练习弓道。我不太明白。弓道？

是我知道的弓道吗？到达目的地后，我明白了。是四射半弓道。与我练习的弓道不同。要一边正座一边拉。很难,但很快乐。爸爸也努力做了。还去了饫肥城这个地方，日本从前的
人家。不太懂。但看了很多、非常棒的旧东西。

因为爸爸没有时间，去另一个神社的预定取消了。今后，如果有时间，还可能会与homestay去各种各样的地方旅行。

驾驶了一天的爸爸，「辛苦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徐幸子的日记



音乐节

2012.12.25

2012.12.15

　今天是神村学园的音乐节。老师、小学生、中学生、高中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男生各演出了合唱

　一年级唱了“哈利路亚”。是管弦乐部伴奏。真的好棒。在中国没有管弦乐部。应该是练习很辛苦的俱乐部之一。但是、乐器的声音很响、我们唱歌的声音好像没有怎么听到。

　印象最深的是男生合唱的“宇宙战舰大和号”。无伴奏的男声很好听。大是我听到的一直是“巴巴巴巴巴、Yamoto”。

　三年级唱了俄罗斯的歌剧，前奏有2分钟长。

　最后,全校一起唱了“Sarai”。我在音乐节前一天学习了“Sarai”。努力唱了，还不错。

 

　晚上和寄宿家庭的父母一起去鹿儿岛市吃了日餐。和平时吃的不太一样，吃了好多,独自太饱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徐幸子的日记



108射会

2012.12.25

2012/12/16

射术是日本的传统体育项目。为了迎接新年有特别的活动。那就是108射术比赛。所谓108射术比赛，就是大家拼命射箭，射中108个。只有射中108个，射术比赛才会结束。为什么
是108？问了中学的担当老师说,说不太明白。问了前辈，先辈也不太明白。如果有机会，想去问问那个老师。心连心的老师知道理由吗？

9个人，三人一小组分开，射箭。我上午射中4个。下午只射中一根。可是，那一根是第108根。好幸运!!!今天一天一共射了83根。好累。身体发倦。明天一定会肌肉痛。

今天虽然只射中了5个,不过，真的很快乐。自信也增加了，射术更喜欢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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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再见。

2012.12.25

2012/12/19

今天是澳大利亚留学生回国的日子。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有4人。二人今天回国。英语课程的大家召开了欢送会。在我们班上留学的是帅哥萨姆。他韩语也能读。我和他有着各种各样
一样的兴趣。因此，成为了朋友。

欢送会唱了「世界的孩子们」「唯一的花」。也拍摄了纪念照。女留学生Shannon哭了。好多次说“为什么要回去”我给萨姆送了信。用英语写的。打算今后用Line和skype联络。

我来日本，已经4个月。7个月后，我也要对日本说“再见”。那个时，有自己的欢送会吗。那时候的心情怎样呢。这个那个地想了很多。

萨姆，再见。将来，希望在日本与你重逢。

 

line非常方便。和日本的朋友说话，打电话，或显示自己的心情。大家都在用吗？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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捣年糕和包饺子

2013.01.15

2012／１２／３０

今天是2012年12月30日。再有一天就到2013年了。第一次在日本过新年。很享受。新年前，有各种各样的准备。明天是除夕，大扫除。今天，做了日本的新年必须用到的东西。中
国的春节，有吃炸年糕的习惯。但是，都是在餐馆卖的。第一次做了年糕。我并不太喜欢吃年糕。但是，我想和大家一起做的年糕一定能吃很多。

作了各种各样的年糕。虽说叫捣年糕其实也没有捣。用了做年糕的机器。糯米变成年糕，就开始制作。做了各种各样的。有豆馅儿年糕，青海苔年糕，芝麻年糕等。我做的豆馅儿年
糕一般认为不是年糕，而叫“大福”。为什么这么说，是应为豆馅儿比皮多。

并且，自己发明了新的年糕。是巧克力香蕉年糕。用可可茶和红糖和年糕混在一起，馅儿是香蕉和巧克力。今天给从熊本县返回的姐姐刚做好的「巧香年糕」。不知道姐姐不太喜欢
吃香蕉，炸了我做的香蕉年糕给她，姐姐说皮很好吃。爸爸也说如果没有香蕉，会更好吃。还作了圆形年糕。

下午包了饺子。中国与日本的饺子皮不同。日本要使用水来包。多亏了做饺子很拿手的姐姐，我渐渐变得熟练起来，制作了漂亮的饺子。可是，日本人吃大多吃煎饺。煎了以后，就
看不出样子，不知道哪个是我作的，哪个是姐姐作的了。

吃了饺子，又作了章鱼烧。去餐厅吃章鱼烧铺时，觉得做法很简单。但其实好难。我练习了好多次，终于会了。吃了很多，自己做的最好!!!

今天做的事情全部与食物有关。吃地太多了，要减肥。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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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本城和新年参拜

2013.01.15

2013/1/1

日本的新年和中国的春节大致一样。不同之处有一个，就是日本人是要进行新年参拜。

早上，5点起来，与host family一起去了熊本。10点半时到达了熊本城。日本的很多从前的居城到现在也很好地保存着，变成旅游景点。譬如，我去的宫崎县的饫肥城，最近去的熊
本县的熊本城等。熊本城又叫“银杏城”。据说是加藤清正开工，在1607完成。加藤先生真的好聪明。听了关于熊本城的说明，才知道熊本城无论攻击，防守都设计的很出色。到
底是日本的3大名城之一。据说西南战争时候，烧掉了天守阁。

看到重建的天守阁，觉得很棒。

对11点半左右，在熊本城旁边的加藤神社进行新年参拜。人好多！参拜之后，爸爸为我买了实现梦想的箭。自己买了护身符。当然，也抽了签。我和妈妈是中吉，姐姐和哥哥小
吉，爸爸大吉。令人羡慕，我也想要大吉。大家都抽签了吗？怎样？

2点半左右，返还熊本城。在天守阁前看了熊本城的武将队的舞蹈表演。很佩服了。真的极好。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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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go」和手工制作

2013.01.15

2013．1．2和 2013.1.3

一月二日去了爸爸的故乡，东市来。在那里，与爸爸的亲属集聚，吃了饭。大家都拿来各自的家里制作的饭菜，一起吃了。烩年糕汤很好吃。吃饭之后，做了「BINGO」这个游
戏。规则是，开始时把中央的「FREE」折开。然后按照年出来的数字打开该数字的孔的部分，看谁先把一行或一斜行打开，第一个「BINGO」的人奖可以拿到奖品。非常有趣的游
戏，返回中国，一定要与好友玩这个游戏。

一月三日是我的生日。收到了心连心的生日卡了。真的好高兴。谢谢。并且，去了熊本的人吉游玩。据说人吉是妈妈的故乡。在那里，用皮革制作了装饰。比想的简单。做的还不
错，夜晚，吃了冰淇淋蛋糕。也唱了「HAPPY BIRTHDAY 」的歌。很感动。

能来到日本，和大家相识，真好。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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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斯登堡的霓虹灯饰

2013.01.15

2013.1.5和1.6

一月五日和一月六日与host family的家人一起去了长崎县旅行。在豪斯登堡玩，看了有名的霓虹灯饰。景色非常好。花开遍野。有几架风车。运河，象从前的欧洲的宫殿一样的建
筑物也有。好想住在那里。

在那里，看了高新技术制作的展览。去了各种各样的鬼屋。在鬼屋里也有各种各样的游玩方面，很快乐。还有有鬼的厕所。进去后，真的吓了一跳。也拍了鬼怪的照片哟。笑

一月六日上午去了佐贺县的忍者村。试着做撒手剑，射术也做了。在那里拉箭最好的当数我。爸爸称赞到「不愧是射箭小组的成员」。学了很多关于忍者的知识。真的想成为忍者。

旅行是快乐,不过，从长崎县，到鹿儿岛县，开车花费了6小时。好辛苦。但是，最累的是爸爸。「爸爸，辛苦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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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ch contest

2013.01.16

2013,1,12

来日本之前，看了在鹿儿岛留学的程忻前辈的动画。是「我和日本的母亲」。

然后，知道了在鹿儿岛县有外国人的speech contest。我想一定要参加。说想参加，其实直到预选的三日前才写了原稿。背诵只有半天的时间。我想有点准备不足。

关于发表什么好，考虑了好多次。「从日语的学习了解的日本人的性格」啦，「带着笑容留学」啦，「中国人的奇怪日语」啦，「加油，鹿儿岛」等等。但是老师的意见是外国人大
多是把自己的国家和日本比较，有点没意思。参加的人大多是大学生。只有我做，其他人没做的事有什么呢。还是部活。所以老师的意见是让我做关于射术的发表。我稍微考虑了一
下，觉得很好。射术是日本的文化，因为练习射术，「心，技能，身体」这三个部分学到了很多。写了关于这个的内容。为什么加入射箭小组，从射术学习到的东西，练习射术时是
否打招呼了解到的日本人的性格等。可是，老师读了我写的文章，说「想表达的是什么，有点不易懂。具体的东西也没有。有点薄弱」。我听了老师的话，有些难过。一直努力的东
西被说薄弱。但是，我反省了一下，想了很多。只是使用了漂亮的语言，内容真的不是很充实。马上改了。加了自己的体验，生活，写了生气，为难的事情。老师读了第二次的文
章，说很好。真好。但是，星期五上午我又有了新的主意，再次修改了文章。正式演讲是星期六。新的想法把射术和所有的东西都联系到了一起。

文章很好,但由于准备不足，知道神村日语科专业的学生全部参加比赛时，觉得大家都很强。有些不太有自信。星期五综合英语课时，我当着班级大家的面，做了发表。因为没背下
来，看了原稿，笑了。我感觉不好。但是，讲演之后，大家纷纷说「厉害」「特别有趣。」「感动了」。老师也说。

「也有可笑的地方,但真的是很好的讲演。笑了,但我眼泪出来了哟。好久没听到这么强的语言了，感动了。好好练习，非常好哟。」。听了老师的话，自信回来了。朋友也给出了各
种各样的意见。「は，も，が等的用法要更加注意。」「明天努力，一直支持着你哟。」

今天是预选，讲演时，一点没紧张。理由自己也不明白。稍微说得有点快。演讲花了7分以上，我一点没看原稿。总之，我觉得完成地很好。笑

通过了预赛，参加正式比赛。真好。

给我提出各种各样意见的内田老师，说「非常好」的山下老师。

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想对大家表示感谢的心情。内田老师，谢谢。山下老师，谢谢。日本的爸爸，妈妈，谢谢，非常喜欢我的朋友，谢谢。

参加正式选拔的10个人，除了我以外，全部都是大学生啦上班的人，取得优胜很难。但是听到总是在我旁边支持的大家的声音，我觉得没关系，一定要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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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进修之前的事(1)

2013.02.10

一月12日，是外国人speech contest的日子。这次我也穿着和服，发表了「弓道与我」。比起预选的讲演，有趣，流畅。来听的人们也发出了笑声。

最后得到了奖励奖。奖品是一万日元和5千克的米和茶。高兴。多亏了speech contest，我学到了很多。明白了很多国家人们的思考方式，学习了很多异文化。得到冠军的韩国人的
讲演真好。第一次听了关于「大人」的话。

从speech contest，明白了自己的不足，像我讲演所讲的那样，积累经验，去迎接新的挑战。我要更加努力。将来如果有机会，还想参加日语的speech contest。

最后给一直为我努力的人，支持我的人，说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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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进修之前的事(2)

2013.02.10

 

隔了好久的日记。现在，写日记已经成为我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事。很长时间一直没写日记。稍微有些不安。我觉得为了保留有趣的生活记忆，写日记是个好方法。

班里的大家二月九日去加拿大留学。1月17日的晚上，班里的全体人员，进行了留学合宿。

下午三点左右，学校的全体人员聚集在圆形竞技场，看了全日本高中女足大会的决赛。是鹿儿岛县神村学园和宫城县常盘木学园的决赛。结果不太好。0比3输了，得了亚军。我真
的很紧张。作为神村学园的一员，眼泪都出来了。但是，真的很精彩。大家的身姿，很帅。神村真的是体育很强的学校。不仅仅是足球，还有排球，棒球，篮球，垒球等，在全国都
很有名。

6点左右，去了烹调教室，大家一起做了晚饭。做了鸡蛋卷，土豆煮肉，甘薯酱汤，切面，煎菜饼，饭团吃。我们班做了鸡蛋卷和饭团。做饭团比想得难。我觉得洗8合的米和把饭
团做成三角形最难。也做了很多煎鸡蛋。烧,卷，烧，卷，很辛苦。但是，做成漂亮的形状时真的很快乐。

然后在宿舍洗了澡。在浴室一直与朋友玩了。(笑)

洗澡之后，大家在教室用英语发表了关于日本的文化。我也用英语发表了关于中国的文化。是关于春节的！

睡觉的地方是学校的合宿所。是榻榻米的房间，在二楼。我第一次在榻榻米上睡觉。我觉得收拾被褥很辛苦。

一直与朋友说话，没太睡。然后，第二天考了SLEP TEST，太困了，睡着了。幸而不是正式的考试，是模拟考试，分数也不那么坏。真好啊。

 

集训真的很快乐。

合宿所 我和朋友

 我们的晚饭 我做的鸡蛋卷和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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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中间研修

2013.02.11

    仙台中间研修很愉快的度过了，首先先要感谢一下心连心的各位老师，摄像组的各位老师，还有仙台（南三陆町）当地的人们。

    我在交流会上表演了唱歌，非常高兴能用我的歌声为大家带来快乐。饺子很好吃，谢谢大家了。与当地的人们愉快的交流了，希望灾区能够早日恢复原来的样貌。

    我们做了搬石头的志愿者工作，三个小时左右一直在将石头从左手边的人手中拿过送到右手边的人手中，虽然是重复一样的事情，但是感觉到能为灾区的人民的做一份小小的贡
献，心里是无比愉悦的。当看到我们我们搬了有那么多的石头，心里是特别有成就感的。可是，在一看屋子里的剩下的那么多，不仅了解到地震海啸带来的灾难有多严重，还明白了
重建灾区之路如果只有几个人去做，那是漫漫无期的，希望所有的人都能伸出援手，为世界上所有的灾区做贡献，哪怕只是一点点。耳边的「はい」「気をつけて」的声音是那么有
力，穿透人心，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团结就是力量。”不过有的时候耳边的声音变了，庄严的声音变成愉悦的歌声，唧唧喳喳的聊天声，它打破了庄严而神圣的志愿者工作。我
为我在志愿者工作中也曾聊天，没有考虑到当地人们的心情而感到羞愧，以此为机，对为了灾区而奋斗的人们，灾区的人们，说声“对不起”。以后有机会了，我还愿做志愿者工
作。

    我们还去了仙台育英学园做了访问交流，老师让我们分成了几个小组与日本高中生讨论了关于中日邦交的问题。我相信，只要两国人民抱着和平共处的想法，共同进步的态度，
求同存异的精神，中日关系一定会改善，成为密不可分的好朋友。改善中日关系，人人有责。作为心连心的一员，中日关系之间的小使者，我会抱着宽容，理解，发展的眼光去与身
边的每个日本人交流。虽然前方的路布满荆轲，但是我会努力的，我相信所有心连心的同学们也一样在努力。一緒に頑張りましょう。

   中间研修还做了很多的事情，有汗水，有笑颜，最令我吃惊的是住的地方（仙台）一点儿也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比我住的地方繁华多了O(∩_∩)O

    晚上狂玩，很珍惜能与大家相处的时间，在机场心情很复杂，又想与大家（中国留学生）在一起，很不舍，又想回去，回到鹿儿岛，那里也有我的朋友。还有半年，珍惜吧！

 p .s 日记写得有点晚，哈哈，附赠几张照片

仙台的美景，猜猜我们三个是谁啊 不要管我叫哪吒了⊙﹏⊙b，贵妃挺美滴说

和当地的人交流的合照，话说还想唱北国之春啊 看看我们搬得石头，河南抢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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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说去松岛了，松岛好美，海鸥好多，第一次喂海鸥，好多，有点恐怖啊

我们在仙台的好朋友



射箭小组的三送会

2013.02.24

2012.02.23

 

　马上就是毕业典礼，结业式了。我们现役的部员从一周前开始准备三年级送别会。我第一次主持三送会。说：＂现在开始三送会，首先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三送会。为了让
大家开心，我们准备了小游戏。希望现役部员不要输给前辈，前辈也不要输给现役部员，大家加油！＂。

　游戏有两个。用远射的标作为近射的标来用，计算得分，和射12次后计算中标分数的游戏。虽说是游戏，有奖品还有得分，对我有点为难。我在第一个游戏中8射4中22分，第二
个游戏中一个也没射中。

　奖品是点心制作科的前辈做的点心和大家准备的礼物。好好啊，我也想吃点心啊，很好吃的样子。后来，毕业生寺师前辈哭了。我也很感动。但老师和前辈们讲话时，我们一直正
坐着，一个小时左右。太痛苦了。结束后，腿都麻了，不能走。那种痛苦不是语言可以表述的。无法忍受。

　两个半小时的三送会结束了。大家带着点心聚在一起，一起吃。有很多巧克力，还一边吃一边扳手腕。我在女生中是第二有力气。还玩了图画接龙。就是把别人画的画的意思猜想
一下，然后把自己的话再用图画表现出来，挺难的。我第一次玩这样的接龙，但很有意思。

　晚饭是巧克力火锅和奶酪火锅。像自助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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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制巧克力

2013.03.14

　今天是白色情人节。并且，今天见到了来自加拿大的同学。

　２月１４日是情人节，俱乐部的部员、前辈送了我很多巧克力。大家给的巧克力都是自己制作的、非常好吃。跟对方说“是自己做的？好厉害啊！”对方会说“我是女孩子嘛、当
然吧”。我在中国的时候、从来没有自己做过点心什么的。听了她们的话、就想自己也做点什么。这时、寄宿家的姐姐也送了我自己做的巧克力。漂亮又好吃。

　听到姐姐要从熊本县回来、非常高兴。因为可以一起做巧克力。上周周日、从上午10点开始、一直做到下午4点。溶化后的巧克力冷却以后，团成圆形很难。我的双手很暖，巧克
力很容易就化了。

　很喜欢装饰，很有意思。

　今天送给了老师、同学和俱乐部的部员我做的巧克力。大家都说很好吃。我很高兴。多亏了姐姐、才学会了好吃的巧克力。真的谢谢。。。回到中国，要做给好朋友们吃。大家等

着啊。 お姉ちゃんが作ったチョコ

看，手弄脏了。

看着很好吃的样子吧。

今天是白色情人节。并且，今天从加拿大和同学存在。从 是不是情人节，成员们啦，先辈那儿，巧克力很多得到了

2月14日。从大家那儿得到的巧克力，全部由于手制好吃。诸位「是手制，厉害。说了」,不过，对方回答了「因为是女人所以，当然」。我不需(会)自己做在时中国，是不是点心
啦。听那样的话的我，想是什么自己做。那时，从主人姐姐那儿，得到了姐姐制作的巧克力。形式和味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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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听说时从熊本县返回，非常高兴。一起巧克力因为能做(制作)。从上星期的星期日，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一直做(制作)了。我冷却溶化的巧克力之后，想很圆最难。我的双手总
是因为暖，巧克力容易溶化了。非 常喜欢

装饰。有趣。

今天是老师方面，同学，给了成员们巧克力。一般认为很好。非常快乐。多亏姐姐，学习好吃的巧克力的做法，能做(制作)了。谢谢。。返回中国，对中国的好友想巧克力做(制作)

样子。请期待。 制作的巧克力

喏，手肮脏哟< /p>

看起来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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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全国大会，下一个目标是决赛！

2013.03.24

昨天4点起来，去了宫崎县的都城。在那里，举行了第26次都城弓节全国射术大会。神村的射箭小组全员参加了大会。有团体战和个人战，我参加了个人战。共2821个选手。我出场
相当靠后，下午三点左右。

虽说是全国大会，但23日出场的学生鹿儿岛县的最多。我想大概是宫崎县的邻县。开幕式时，鹿儿岛选手都没地方站了，我们站在了佐贺县选手的地方。

这是我的第二次射术大会。不同的是，这次的会场是体育馆。没有普通的土和草。没在这样的会场拉过弓。射之前，一直担心射在地板上怎么办。比赛之前的日子状态不好。箭也不
好好地飞。观众也多。 比前面的比赛紧张。

中等部女子队伍的预选成绩很好。6中。进了团体决赛战。其中一人4射三中，进入了个人决赛。到了我。我比平时练习时更谨慎认真地拉了。一边慢慢拉着，一边想着前辈们和老
师教的。第一支中了！第二支也中了！「好！也许能进入个人决赛」。太高兴了，结果手动了。目标与前面的两支不同。如果那时调整一下的话......后悔。第四支也很好。练习时，
我，我注意到了戴眼镜就不会中。所以比赛时，没戴眼镜。因此，结果怎样自己也不知道。但从前辈们的拍手中，知道了。第四支，前辈和我，都觉得中了。但成绩是四射二中。大
概正好飞到了靶子周围。可惜！

取得这个成绩，我心情复杂。拉之前，觉得中一个就好，拉之后，觉得如果更努力，也许能进决赛。很高兴,但反省了。后悔了。(这就是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满足。笑)

五月和六月有比赛。我想今后更加努力，回去前取得更好的成绩。以决赛作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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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樱花

2013.04.02

 

　今天是隔了很久的俱乐部活动。走过宿舍的时候，可以看到宿舍附近小和两边的樱花。樱花大都落了。在中国的时候，没见过樱花。看到这么多的一g话，自己的心情也变得很
好。赏花赏了3次。很多啊

　第一次是俱乐部活动结束后，去住家附近的神社。第二次是那天晚上去了在鹿儿岛也很有名的地方，看晚上的樱花。那时樱花正式盛开的时候。有报社的人在那里采访。第二天早
上看报纸，居然卡到了我们的身影。

　地3次是上周周六和朋友一起去赏花。朋友的家人也一起去了。买了便当、点心和饮料、在樱花树下吃。樱花落下的时候非常美，照片拍不下来。我的外套上都落满了樱花的花
瓣。

　中国的国花是牡丹，但从来没有有关牡丹的歌。但，在日本唱樱花的歌好像有很多。日本人觉得樱花开了，就意味着春天来了。赏樱花的时候想了很多。对我来说，樱花的特别之
处，在于花期的短暂。樱花知道自己生命结束，一直以自己的芬芳和美丽供人观赏。我们的人生亦是有限，我们又如何能像樱花一样，在有限的生命中为世界做一点贡献呢。

　真的，好喜欢樱花。

学校的樱花

神社的樱花

徐幸子的日记



晚樱

和朋友的家人一起赏花

我和朋友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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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

2013.04.03

 

今天是新学期的第一天。我已经是高中二年生了。无法相信，很高兴。见到好久不见的朋友，说了很多，很快乐。据说英语课程的新生有29人。这个班级的人数在中国是不可能
的。太少了。但对我们学校的英语课程来说，人数非常多。因为我们班只有20人。

搬到了新教室。原来是制果卫生课程的班级。大家都说「讨厌。讨厌。」，但我没有那么不高兴的感觉。新教室的墙是很女性的粉红色。教室比起以前窄得多,但我想很容易打扫。
新生今天不来学校，没见到。想快点看新生。交新朋友。

SH时，班主任老师分配了联合国英语水平考试的申请书。我去年联合国英语水平考试c级合格了。这次应该参加B级,但B级是大学以上水平，看起来难。看了公式问题，大致用英语
问关于联合国的问题。也有作文。不知道自己行不行。考虑是不是参加考试。

下午是部活。最近的状态很不好。也渐渐没了干劲。箭不好好地飞。在身体上弹过好多次。最初练习时，比现在好。感到为难！怎么做才能进步呢，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如果克服
现在的困难，我会更加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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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四日

2013.04.04

 

早上非常困。所以睡懒觉了，没赶上7点34分的电车。乘坐了八点3分的电车。没有晚,但不是平时的时间。乘坐时，也睡觉了。

今天为了本星期的入学式，在arena设置会场，一年结束，拍摄了纪念照片。因为发困，眼一点没睁开。被说了好多次「面无表情！」。准备之后，没有事，与朋友一起在庭园里跳
了害羞的舞。为何说害羞，因为我们一边拿着热带的树叶一边跳，插在头发里跳。但别的班级的人一点没有关注。大概，这个景色在这个学校很普通？看了拍时的照片，旁边等候的
特能课程的同学也在跳可笑的舞。

下午讨论本学期学园祭的名字。名字是两个汉字，意义好的最好。「翔来」是我们班的名字。发音torai。是try的意思，从汉字看，很难说明。上学期的名字是「羽迹」。读作
「haato」。我觉得是心的意义。2009年的学园祭的名字是「兰舞」，称为「ran」。我，喜欢这个名字.不明白名字的意义,但觉得很中华风。

名字决定之后，决定了班级委员会。我因为7月返回中国，成为了工作最轻的委员。是图书委员。

日语能力考试已经申请了。钱还没付。明天去大阪。我想回来之后再付。期待旅行!!必须从现在开始做旅行的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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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星期的种种(1)

2013.04.14

  去旅游了。留下很多美丽回忆。第一天和第二天在寰球影城玩，第三天去看了京都的金阁寺、银阁寺、清水寺，虽然只有半天时间，但很开心。第二天和第三天下了雨，风也很
大。虽然看的不仔细，但雨中的风景很美。

in USJ!!

午饭吃了好烧煎饼，和平时吃的有点不同

好烧煎饼店里的椅子，好可爱。

徐幸子的日记



漫画里的章鱼烧，没有酱、和沙拉酱

试着戴了各种帽子，是哪里的人呢？

我和寄宿家庭的姐姐。那天白天很热！

很多不认识的人夸可爱，好高兴！



这是动物吃的，被我吃了。

要和果子？还是肉包子？　　　肉包子！

更喜欢亮闪闪的金阁寺。。。

 

好开心 　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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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星期的种种(2)

2013.04.14

 

终于开始上课了。前面的一周什么都没做。在中国，开学式之后，马上开始认真学习。与各种各样的新的老师相识，上课的时候大部分一直在说话。教地学的那个老师，名字叫什么
什么卓。大家都叫他「小卓」是个很有趣的老师。那个老师介绍了与自己的夫人与女儿和家里的宠物。教现代文的老师也很有趣。无论如何，也不自我介绍。这样的有趣的老师在中
国一定见不到。

俱乐部活动也渐渐变得顺利起来。星期五的俱乐部活动介绍时，我是圆形竞技场，进行了发表。发表没什么,不过那天对我来说，很严重。

星期四，顾问老师，说星期五的介绍会的事时，我去取箭，没听到。返回之后，决定了问先辈，可是先辈们在j哦u定着什么，根本不听我的话。并且，某先辈对我说「明天，自由研
究的时，幸子也试着发表」，二人就开始商量发表什么。我想星期五在射术的道场，有介绍会，就又开始一个劲的聊，忘记了前面问的事。

然后，星期五自由研究时，我去道场，谁都不在。等了10分左右，谁都没来。我想大概在圆形竞技场，就去到圆形竞技场，到了圆形竞技场。大家全穿这和服裙子，等候着。怎么
谁都没告知我？好像大家都以为我知道。有点不高兴,不过，知道了更严重的事。就是在全校面前做关于射箭小组的讲演。没有心理准备有，怎样办！没有办法，上!!!

结束了，大家都说到底是徐幸子。哎呀a～～～～真是不好意思。可是，也很高兴。那么，听了我的讲演的学生，今年有多少人会进入射箭小组呢，期待中。

从先辈那儿听说去年的介绍会的事，好像很惨。不是在大家面前，拉弓，箭飞不出去啦，就是榻榻米倒下啦什么的。因此，我想去年除了我以外谁都没进入射箭小组。今年平安无事
的介绍会结束了，真好啊！　　

下周一要见到我的「后辈」。担心自己是不是能成为好的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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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一样，我们都很棒

2013.04.15

今天和朋友说了关于身高。那时，我说「如果，大家都一样身高，一样体重，多好」。朋友也想更高,但她不喜欢大家一样的身高。

说「我们不一样，我们都很棒」。

听了这话我非常吃惊。觉得非常棒。但这其实是金子美铃这个人诗中的话。想读这首诗,但不知道题目。拼命找，是「我和小鸟和铃」这首诗。读了后，真的很感动。觉得作者是乐
观的人，但她却自杀了。如果嫉妒和羡慕别人时，悲观时，就对自己说「我们不一样，我们都很棒」吧。

今天的体育课是体力测试。是仰卧起坐和长坐前屈。仰卧起坐30秒29个是满分，长坐前屈自超过自己手臂长度63厘米，满分。我的成绩是仰卧起坐27个，长坐前屈54厘米。全都是
前边的。中国上课也练习这些。比我的成绩好的，都是参加体育部活的人，每天练习。

部活进了8个新生。今后还有再加入的可能性。今后，与大家一起努力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徐幸子的日记



不可思议的相识

2013.04.21

 

今天学校有体检。我是留学生，没有检查。但是，因为下午有俱乐部活动的每月例会，必须去学校。乘坐12点34分的电车，去学校。正好是下课后，想下车,不过，太多的学生们马
上来上电车，我没能下。还有，患感冒，不能发出大声来，所以谁都没发现。因此，电车坐过了站。

坐返回神村的电车时，和一个阿姨相识。我旁边的座位空着。那个阿姨问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我说请。那个阿姨就开始和我说话了。

   那个阿姨听说我是中国人，非常高兴。问我日本来的理由，我说「因为喜欢日本的各种各样的事，也希望为改善日中关系，尽自己的力量一点力量。」阿姨说我很了不起，后来知
道那个阿姨也在为日中关系变好，做着自己的努力。阿姨牙医，还在养老院做着志愿者。据说在照料老人，或进行牙医的指导时，会提到中国的事。据说阿姨孩子在中国的大连留
学。还有个中国人在阿姨的家与阿姨一起做饺子。照片我也看了。阿姨问我的联络方法，但我是从日中交流基金会那里借的手机。如果我不在了，阿姨与今后来日本的人联系的话，
以后来的人会觉得为难，就对阿姨解释了理由，没有告诉她电话号码。但是，阿姨告诉了我她的联络方法。我乘电车与这个阿姨相识，很好。

  不是我周围的日本人，而是不认识的日本人中，有喜欢中国的人在，真的好感动。很高兴。

中国人中，有喜欢日本的人，在日本人中，也有喜欢中国的人，如果双方一起努力，应该日本和中国成为友好邻国不会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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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幸？

2013.04.21

 

前一篇的「不可思议的相识」的继续。

一点俱乐部活动开始。因为我没能下车，没赶得上。今天是很重要的每月例会。没赶得上，最初没进入。因为全体已经开始，没人我和组队。因此，这次的每月定期例会我没参加。

使用Line，用了Line占卦。据说摩羯座的今天的运气非常好。说明说不是决定胜负什么的运气好，而是可以试着比一下胜负。

我在每月定期理会结束后，拉了弓。今天的很意外状态很好。是不是四射三中，就是六射四中啦，如果参加了月例会，可能会拿首位啊。但是，遗憾，没赶得上。

今天开始相信Line占卜。今天射术的状态很好，占卜说「试着比一下胜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参加所以并不是「胜负运不错」。

从电车上没能下来是不幸。但是，如果下来了，就与那个阿姨无法遇见。我与阿姨能遇见，是好，觉得很幸运。今天射术的状态很好也很幸运,不过，每月定期举例会没能参加是不
幸。不知道今天是幸还是不幸。

但是觉得这就是人生。每天与各种各样的人相识，赶不上各种各样的事。也有各种各样的后悔，也有各种各样不错的事。

但，真觉得这个占卦软件很好。很吃惊。以前听说过日本人相信血型和星座占卦的事。现在看起来，不是没有理由的。很神奇！真觉得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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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艺

2013.05.26

 

　神村旁边就是大海，每年我的学校都要在吹上滨举办沙艺比赛。沙艺是为了加深班级的交流，由大家用沙子制作作品。我的班级制作了“加拿大”。是加拿大的国旗和文字。大家
刚从加拿大留学回来。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加拿大所以选择了这个主题。看到大家那么喜欢加拿大让我很感动。我也和大家一样濑日本留学，喜欢上了日本。

　这是我第一次制作沙艺作品。没想到挺难的。我的任务是从取海水来，制作加拿大的字样。海浪很大，我腰部以下都湿透了。

　拼命制作的“Canada"终于完成了，可是山下老师看到我们的作品，说“这是加拿大?”。虽然有很多很好的作品，我最喜欢的是我们班的作品啊。

美丽的吹上海滩。

字是我做的。

加拿大的国旗

别的班做的龙猫，好棒啊。

徐幸子的日记



最喜欢的作品，抽水马桶。虽然简单 浩瀚的海洋和渺小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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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郊游

2013.05.26

 

　今天是一日郊游。神村是一，二,三年级分别去不同的地方。我是二年级没能去动物园。去了知览特攻队基地和吹上海滨公园。

　知览特攻队基地是二战中，为了攻击冲绳美军基地机型训练的基地。在那里有人为我们讲了战争的事情。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人，因为战争与家人分别，死去。看到那些人留下的
遗书和代替遗体用的偶人的照片，心情无以言表。尤其是看到用片假名写的信，尤其感到战争的残酷。那是4岁左右的孩子给自己的父亲写的信。因为战争，孩子失去了父亲。今天
是一个和平的时代，我们真的过着很幸福的生活。但是，今天看到很多资料，听了讲话，懂得了和平的来之不易。如果有战争，不论哪个国家的人都不得不过上痛苦的生活。我们在
资料馆附件的神社祈求了世界的和平。

　上午在知览特攻队基地听了很严肃的话题，完全没有了郊游的快乐氛围。但下午在吹上海滨公园玩得很高兴。像小孩子一样玩了很长的滑梯。好开心，真的很久很久没有玩过滑梯
了。

　遗憾没有拍集体照。一部分因为累了先回到巴士上去了。但在巴士上大家拍了照。

虽然不应该在这里露出笑脸、、、

美味的便当和点心，肚子吃饱了！！

 好长、好危险、好开心

徐幸子的日记



别样的集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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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连心的老师到校和接待自学

2013.06.18

　上周心连心的后井老师和野田老师来我的学校。看我上课的情况,和我聊天。上的是时保健课，正在学习性教育的避孕知识。保健老师问:"吃维生素c容易怀孕，是真的吗?"没有回
答，老师也不知道。在中国不会有这样直接教授性知识的课程吧。

　上课结束后，和老师在校舍大厅聊天。老师问了我的饭包和想做的事。

　我们学校,到了三年级有接待自习。是不用上课，而是在校舍大厅接待前来神村的客人们。

　我和老师们谈话时，看到接待自习生，很时羡慕。也想体验一下。就跟后井老师说希望做的事情之一是学校的接待自习。我是留学生，虽然现在是2年级,但得到特殊照顾，和前辈
们一起参加了接待自习。

　不出所料，非常有趣。我接电话还是不行，就做些端茶、引路、洗碗、放音乐什么的。开始很紧张、担心能不能做好。但是、没有客人来时、很无聊。沏茶也很难、虽然看颜色很
淡、淡和前辈喝了客人没有动过的茶、发现很苦啊。看来不自己尝尝不行啊，真难。

　接待时，我错了两次。一次时端茶时，茶杯的花纹没有朝向客人。前辈提醒后，马上换了个方向。所以我喜欢都是花纹的杯子，这样就不用太在意了。第2次是客人的座位的方向
错了。有个客人坐在朝着门口的沙发。我看到后，没说什么就上了茶。后来，前辈告诉我，“那是后，应该说请座这里。”。

　真的好难。前辈讲话用语都很漂亮。我也想再接再厉，想前辈一样讲好听的日语，更加理解日本文化。日语和中文，英文的不同之一就是敬语。日语的敬语等虽然很难，但我觉得
这正是日语的魅力。

　最后要跟后井老师和野田老师说“谢谢”。多亏了老师，我不再烦恼，野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有了很好的经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徐幸子的日记



最近的事(2)全校支援

2013.06.18

　如果神村体育类的俱乐部活动能够进军县决赛，全校将去支援。

　今天神村学园的女子足球和女子棒球参加决赛。而且取得了县立的优胜奖。所以我们全校有幸去声援。全校声援真的很好玩。又唱又跳。歌曲有几十首呢。

　垒球和棒球大体相同。这是我第一次看垒球比赛。很享受。对方投球时，我们唱了声援歌。7个回合结束后,平分。加时赛上，我们赢了。

　在声援的歌曲中我最喜欢“打啊”这个曲子。声援唱的最多的是“African”，比赛结束后,歌曲的旋律还在我耳边回响。　

　遗憾的是全校声援只能去一次。

好漂亮的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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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事(1)直播，广播录音

2013.06.19

 

　好久没些日记了。有很多想写的事，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写。虽然晚了，但努力汇报一下我近期的情况。

 

 

　神村学园事鹿儿岛和有名的私立高中。每年六月广播电台的人要道学校来，和学生会的人或“学生名人”一起制作节目。很幸运，我作为学校的“名人”参加了制作。6月7日上
午和DJ碰头，中午在学校现场直播。而且录音的节目将在6月的每星期日6店播放。

　第一次现场直播，我在碰头后写了稿子。所以现场直播时70%座有都是念的稿子。没有说“那个。。。”、“嗯。。。”之类的、好像有点不太自然。寄宿家人听了后笑我讲的是
鹿儿岛的方言。

　我在广播里讲了我的故乡、来日本后吃惊的事、日本的学校和中国学校的不同、俱乐部活动和将来的理想。来到日本、能上广播、真的好好。如果再能上一次广播、一定回比这一
次更好。有写地方想更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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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日记

2013.09.15

回到中国之后，一直学习，一点儿没有写日记的时间。今天突然想写日记。不写日记感到每天缺什么似的。

8届生的大家，都在努力吧。

前天与在今神村学园留学的上海的束同学聊了qq。问了我鹿儿岛的有趣的地方。我也问了她很多那里的生活。很快乐。束同学，加油，支持着你。

今天发生了很多事。在山西省图书馆偶然遇到了很多的朋友。那时，我想什么时候在日本的某地遇到我的日本朋友有多好。并且，我给日本朋友发了与中国朋友一起拍的照片。大家
说什么时候想来中国，见我的中国朋友。特别高兴。期待着。

今晚看新闻，爸爸问知道日本发射火箭的地方吗。我不知道。回答是鹿儿岛。在鹿儿岛度过了一年，居然不知道。后悔。所以有一句想对8届生的大家说的话。时间不能重来。加油
不留遗憾。了解更多当地的事。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徐幸子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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