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カタログ

10536  1············································································································································································
10581  2············································································································································································
10789  3············································································································································································
10985  4············································································································································································
11034  5············································································································································································
11054  6············································································································································································
11111  11··········································································································································································
11386  13··········································································································································································
11387  16··········································································································································································
11392  24··········································································································································································



到达了

2012.08.29

昨天到达了日本。东京的天空非常蓝。 晚饭很好吃。 但是非常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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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学校！

2012.09.05

昨天补休，今天去了学校。坐了JR和广电。学校非常漂亮。在日本的高中来说应该是很宽广的，像迷宫那样w。也有电梯，稍微有点吃惊。自我介绍时，大家很兴奋。很高兴哟。很
有活力的班级。男子只有三人，没有什么存在感wwww。今天没去上课。老师带我看了学校。老师们都很亲切!!很幸运。中文课也参观了,很有趣。不过学生只有二人，而且中文的发
音还是对日本人来说稍微有点难。

广岛方言我也渐渐适应了，很好。

明天开始好好上课。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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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各种各样的事

2012.10.21

九月末举行了体育祭！虽然时间有点短不过真的很开心，和中国不同的是没有个人的竞技项目，全部是团体的比赛，所以没有剑拔弩张的气氛 大家都非常享受一起合作的乐趣 虽然

白组最后输了……  有点遗憾的是没能和大家一起参加舟入体操和叠罗汉的表演

体育祭结束到期中考试之前的两周里去电影院看了电影！第一次自己一个人查路线然后坐电车去陌生的地方的时候确实有一点紧张 不过顺利看完了电影 发现大家都是会安静地看完
片尾曲然后才离场 这点和中国也不太一样

然后就是期中考试了 不管怎么说 和大家一起考完了全部的九场 每场的时间只有五十分钟 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啊 其实心态也比较轻松 考语文的时候竖排字看得我眼花缭乱的……当然
成绩也就……嘛嘛 以后还要继续加油才行啊！

考试结束当天下午去了舟入小学见学！！听了一节语文课 感觉课堂的气氛很轻松……想起了自己小学的时候 然后听校长讲了一些给将来想当老师的同学的建议 首先就是要学会接纳
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和不同的观点 而且要掌握一点自己得意的本领 做好吃苦的准备 本来以为老师有寒暑假其实也不会太辛苦 但现在看来假期也很够呛 并没有想象中的轻松

周末的时候一起去参加了秋祭り～上午的时候大家把城山转了一个遍……因为有很多山坡所以相当累 非常敬佩一直抬着お神輿的大家  然后下午去神社看到了好多表演 差一点也参加
了女みこし！然后就是吃了鲷鱼烧（很好吃）晚上回去的时候又去吃了お好み焼き、焼きうどん！说起来问同学她们喜欢吃什么东西的时候 大部分人的答案都是「広島風お好み焼
き」！总之是非常累但是开心的一天

再就是这一周 关于进路的事情比较多 来年高二的第二外语课我狡猾地选了汉语 想和老师一起试着教！班里有十一名同学选了汉语 非常开心 本以为大家会因为汉语太难而望而却步
 发了很多关于大学的资料 看着大家从高一开始就考虑大学的事情 觉得如果中国也从高一开始让同学明确自己的目标的话 大概高三的时候也就不会有那么多迷茫了吧

昨天晚上两名同学来家里住了~晚上一起开了たこ焼きパーティー自己烤觉得很有趣 烤了很多东西吃！感觉最近吃了不少好吃的东西 有点幸福

嗯 最近就是这些 先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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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了

2012.12.09

不知不觉三个月就这么过去了……要说最近有什么感触的话 大概最想说的就是变冷了 不过和妈妈打电话的时候她说济南都零下六七度了 看来广岛还是比较暖和的 但是家里没有暖气
最开始还是有点不习惯呢~ 期末考试刚刚结束 还有两周就要放寒假了！虽然寒假比中国的时间要短一些 不过也算是可以好好休息一阵 鉴于来广岛这么久还没有去过宫岛 于是计划
着一定要去一次 还想去看看大海！原爆dome和和平公园倒是去过几次了 上一次是和法国和丹麦的留学生一起去的 说起来丹麦的同学已经在这里留学七个多月了 对于游览和平公园
也是驾轻就熟 然后途中我还向他学习了一些广岛方言~好像也不知不觉会说一些广岛话了 感觉很奇妙！那一天正好有从大阪来修学旅行的小学生 在和平公园有一个对于外国人关于
和平问题的调查问卷 结果大家反反复复写了好多次 有趣的是因为外表没什么差异 小学生们直接跳过我然后缠着那四个人不放哈哈哈 问起他们的时候都说完全不想回国 因为在日本
的生活真的很开心 法国留学生要走的那天大家开了欢送会 有几个姑娘一直在哭 确实分别很难受啊 于是不禁想到我要走的时候……大家说你走的时候估计会难过到不行吧 这么一想确
实有些伤感……寂しいですね 所以说才要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啊

万圣节的时候在班里开了零食会 没有想到的是大家基本都做了好玩的变装 之前一直以为只有欧美国家才会过万圣节来着 然后在ESS也开了聚会 和大家玩得很开心

之后就是学校的英语演讲比赛 去观摩了！高二国际部的前辈果然很厉害 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最后我也发表了一下留学的感想 被称赞了很开心 结束之后和妈妈、yumi一起去了中
华料理店 非常亲切的味道！

大概又过了一周去参加了世界和平演讲比赛 见到了久违了李诺岚（其实也不是很久 之前还一起出去玩了来着）还有来自很多国家的留学生 最后得了第二名 虽然是第一个出场但是
完全没有紧张

还有就是上周星期天去参见了日语能力考试 在遥远的东广岛市的广岛大学~大学很漂亮而且果然很大……真不愧是“广大”啊……发现基本去考试的都是中国人 完全没有在外国的感
觉 大家都在说中文 不过看上去没有自信的人好像很多 既然在日本就要好好学习日语才行啊

接着就是期末考试 像上次一样全部参加了 虽然还是有很多不太明白的地方 不过暂且是进步了 

今天上午下雪了~和前来留宿的同学还有yumi在家里玩 三个人跳舞都很厉害……现在正在家里练习一月份迎接韩国交流团时要表演的舞蹈 主任刚开始让大家学跳江南style 不过现在
大概是放弃了……？www 说起来九班的特色就是舞蹈吧 因为女生多(男生只有仨)

很快就要合唱节了！女生多也是优势啊 感觉大家唱歌都很好听 期待到时候的表现

嗯 变冷了大家也要注意身体 今天就先写到这里吧

祝暁明的日记



圣诞节去看了演出

2012.12.26

于是然，昨天和朋友去看了舟入轻音部的演出。第一次看现场演出，很棒。大家情绪都很高。很感动！打鼓的孩子是班上的同学，但演出的时候和平时不太一样,很帅。

之后大家逛了本通大道，拍了大头贴，拍了3张呢。

这样的圣诞节是第一次，很累，不过很开心！！

回家后和家人一起吃晚饭。有烤鸡和自制比萨。有点吃多了，但很好吃！

顺便说一句，还得到了礼物!!好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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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去了趟宫岛！

2013.01.04

于是先从上周的illumination开始好了（跑题了喂）……

三个人跑到隔壁庄原市的某公园去看的  大晚上有点冷 不过刚亮起来的时候确实很不错啊 人比较多 吃了些东西就回去了 白天和晚上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啊

祝暁明的日记



初日の出です～六点钟爬起来相当困难 山上还有积雪 不过总算是看到了 云层很厚 出来之后不一会儿就消失了 略遗憾 等了半个多小时 一旁还有好多专门赶过来看的人呢



 

 

いよいよ念願の宮島ーー　来たよーーー　本物の宮島ああああよ！

初詣なのでちょっと人が多かったよね、でも予想ほど多くなかった。



不过也就仅限能挪动脚的程度 求了两次签（你故意的吧……）拜了三次赛钱箱（……)不过重点完全在揚げもみじ！！揚げもみじ！！终于吃到了！很好吃！！！回去的途中买了好多
吃的 然后被小鹿盯上了 三个人鬼鬼祟祟地找到空地提心吊胆地吃完 然后想起来就想笑 一直在吐槽 看起来很温顺不过意外地很凶暴呢 而且看起来很喜欢吃纸的样子

 

说起来好久没看到过小鹿了 屁股心形的好可爱 要是能温顺点就更好了

                                          ↑  ↑  ↑  ↑  ↑  ↑  ↑

看这是什么！！！昨天晚上在家包饺子吃了！！！ 大家没吃过水饺 一直都是煎饺而且也没有擀皮的经验 于是我小小指导了一下 味道意外地很正宗 外观也一如既往地很有我（乱七
八糟）的风格！！不过大家都说很好吃哦 效果图↓ ↓ ↓ ↓ ↓ 不过水饺米饭一起吃的感觉还真是……啧啧！



 

然后今天晚上还是自制披萨 吃了好多 感觉又胖了!! 

最近又变冷了啊 嗯嗯 先写到这儿吧 不管怎么说新年就这样平稳愉快地度过了 2013年希望也是快乐幸福的一年wwww



合唱节结束了！

2013.01.31

 

大致就是这样的感觉啊、虽然每能优胜，但9班的同学一起努力了！这3周每天练习到很晚、辛苦了！而且伴奏也非常棒、结衣谢谢！！（说会成为我日记的粉丝！那我这次就好好
写结衣了，你在看吗结衣？）真的好累。最近还在跑长袍，好像经常肌肉疼。

对了，保育园的小朋友们来了，很热闹啊！

最近很冷，搬家后快一个月啦。现在的家在山上，很高！高的可以看到在宫岛和广岛港口之间的电车~！早上很冷但很清爽。对了，新的家也很快适应了，和前辈的兴趣一样很快乐
啊。

祝暁明的日记



之后。。。。。。家庭课做的笔盒！（一点一点拍的照片，别介意）还没做完，先拍了照片。第一次做这样的东西。用缝纫机很有意思啊！！

 

嗯，马上就是中间进修啦！！终于有可以和大家见面了（呵呵　期待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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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节!!!!!!!!!

2013.06.20

上周是文化节！！十班得了最佳奖！！！好感动！！！！！

这次是trick art！写真馆，立刻成像。真的很好！！做的时候没怎么能看但写真出来自己都吃了一惊～！感谢福长老师ーーーー！大家的合作真是太棒了。准备时间还不到二周，大
家每天都加油到深夜。

公布结果时真的好感动（泣

据称这样有趣的作品，很有10班的风格ｗｗｗ

那么，大家～也来看看～我们的杰作～！

首先是、恐龙！

 

悬崖～！

祝暁明的日记



 

通向天堂的楼梯

 

黑板里出来的鲤鱼

 

最后是夕阳（浪漫派）



 

全部是用透明塑料画的，大家都好辛苦。

但是，没想到会有这样好的效果，大家都很吃惊。

在舟入节上留下这样美好的回忆太好了。其他班级的妖鬼

屋、相亲大会、电影野去了很高兴！！比想像的好多了！

今年的舟入节虽然下雨但野来了好多人！不愧是舟入节。。。

老师为了表扬大家给大家每人买了一支冰棒（笑）好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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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节追加+今年的生日

2013.06.20

准备期间是这种感觉（大家都是短裤ｗｗｗ

这个宣传板最后变成ーーーーーー这样！

祝暁明的日记



 

恐龙（可爱版

 

很突然、我在文化节第一天穿着这个在千人面前大跳Diamond！！





 

和福山雅治、、、、想不到的合影さ？！（笑）





这个真的以为会死掉的。

 



 

 

顺便说一句、文化节第一天是生日！大家给了很多Rilakkuma～！好高兴！！

 

结果在家搞了Rilakkuma节‘‘‘‘‘‘

 

生日聚会～大家特别为我庆祝真的谢谢！！



 

 

前一天大家聚在一起拍了合影、没想到是为了我拍的！！！（哭　谢谢大家！！！！

 

总之好幸福。最棒的身日和最棒的文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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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照片（再次上传！）

2013.06.26

之前的照片好象不能看，再传一次！

 

祝暁明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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