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日本啦。。

2012.08.29

在东京新宿培训中，不过不能出去玩。。还好不久就可以到寄宿家庭里了，期待新生活~

劉佳妍的日记



一星期了

2012.09.08

到三重已经一星期了，同学老师都好热情 完全不用担心~~寄宿家庭也很棒，（ps:姐姐漂亮哦），一开始家里的习惯有很多地方不知道，多亏爸爸妈妈很耐心的教我。

这里最让我喜欢的是安静美丽的风景，这几天学园祭准备有点晚，正好拍了一些,不过图片上传不会用啊啊啊，桑心 ，等我弄懂了就发上来给大家看。

顺便说说让我严重心理不平衡的事啊，为甚么大家都感觉数学很简单，三重高校高一教高二的数学，感觉难屎了，前面的都不会，正在努力追赶中 英语就是从零开始的~没办法，

感觉学习压力大 不过最近想想我也要学着享受生活才对，有点矛盾，努力平衡~

 

劉佳妍的日记



学园祭

2012.09.15

  昨天是学园祭，好欢乐的 ，可惜相机不给力，居然没电了，我恨哪。。。。不过还好留下了大家花了两个星期做的“龙”，用了好几百个罐子，每天又是打孔又是传绳的，成品

很壮观呀，等我弄好了相机就发图（每次都这么说 ，但现在连电都充不起来，也不知道什么毛病）。

 上午跟几个同学逛来逛去，结果一个都没参加。。倒是脚很疼 ，临近中午总算去看了演出，漆黑的礼堂里表演灯光舞蹈和好几个萌妹子跳AKB的舞，总的来说还是很养眼的 。

午餐吃了个咸咸的土豆 。最恐怖的是集合之前去隔壁班的鬼屋，得出一个结论——日本不愧是拍出贞子的地方，真心吓死姑奶奶我了 ，总算领会到在我敲罐头的同时隔壁铺了
一地“自制眼球”的威力了。。。拍了一个小时的队不说，我特地跟一个制作这个鬼屋的热情的妹纸一起进去，谁知到人家叫的比我还凄惨！

  晚上同学们一起吃饭，聊天拍照，最后冒着变成胖纸的危险一起吃了冰淇淋，管他呢，反正开心就是了

  享受三连休，接下来又要投入学校生活啦~

劉佳妍的日记



各种小旅游

2012.09.23

承认自己比较懒，上周的事拿到这周才说，主要是三连休各种欢乐的旅游，寄宿家庭真是太好了 ，喜欢家里的每一个人~

上周六去了伊势神宫，外宫内宫觉得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东西，在这里就省略一下，据说几层墙之内的屋子里住着神，就跟着妈妈拜了两拜，祈福倒是真的，不知道神有没有听到呢。

风景很棒，大片大片的林子，树都上了年纪，有的粗到要五六个人张开双臂才能抱住。对于一个吃货，印象最深的当然是中午吃的伊势名物——“赤福”，不得不说真的很美味

，听妈妈说上面豆沙的形状是仿照神功外面的河的水波的样子制作的（不过爸爸不喜欢吃这种软绵绵的东西，个人觉得这是一个等级很高的“吃货”的一大损失 ）。

最感动的是——妈妈给我买了个纷纷的平安符，真是太感谢了，虽然不是迷信什么的，但离家这么远，总想有那么一两个小东西让自己，家人安心，妈妈真的很贴心

下午去了鸟羽市，朝熊山。山路十八弯绕的我七荤八素，但换来在山顶一栏风景还是很值得！头顶上白云夹着雾似虚似实，脚底下是无际大海和近在咫尺小岛，海湾对面就是爱知
县，那里有我的朋友们。换个角度，连绵的高山也很是威武，感慨一下，果然大自然永远都是最会给人惊喜，让人震撼的。。

周日是琵琶湖一游~因为三连休的原因旅游去的人很多，早上出发的车子堵到中午才到。近景没有看，坐的是山上的缆车，所以算是琵琶湖远景一览吧。先坐ロウプウエ到山顶，视

野从一角变得越来越开阔的感觉是很好的 ，山顶上气温低的超出了我的想象啊，冻得发抖，吃了一碗牛肉盖浇饭才好一点，从餐馆里出来又开始哆嗦 ，后来得知这里冬天是滑

雪场。。。。对了，山顶上的类似风铃的乐器，从上到下一次敲一遍是一首＜トトロ＞，本人还奏了一曲 坐缆车下来的时候选了个好位置得以好好看风景，蔚蓝蔚蓝的湖大到看
不到边，被阳光晒得金灿灿很是耀眼，因为远的缘故湖面好像一动不动，突然有一种沉闷的气氛（好吧这是我的真实感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这种感受很快被温度的回升打
破了，还是脚履平地的感觉好啊！

 

劉佳妍的日记



一些杂事

2012.09.23

嗯先说我参加了乒乓球部，并不是什么严格的俱乐部，来去很自由，学长老师都很耐心的教我，觉得打球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了，能喜欢上自己所做的事情真是再好不过了。

下个月就要期中考了，觉得压力大啊，历史伦理什么的怎么办。。。国语英语也没底。。。数学应该会比开学那一考好些，在范围是这学期开学以来所学的前提下。。

这周末在东京工作的哥哥回来了，很好的一个人，第一次有日本人正面问我对钓鱼岛事件的看法，也是第一次听到日本人对中国反日反的看法——“在日本也有一小部分人反华，中
国反日声势之所以如此浩大，是因为它有13亿人口，1.3亿人中的几千人和13亿人中的几万人，所占的比例其实是一样的，相信两国人民都希望和平解决”，虽然我对政治也不是很
了解，但第一次听到如此逻辑性，也很公正的看法，心里是很感激的。因为听说日本人不太把自己的情绪说出来，我还有点担心，不过现在终于有人说出来自己的想法，这种担心也
减轻不少。。我也一样，只希望和平解决，一定要和平。。

劉佳妍的日记



中国料理

2012.10.05

好久没写日记啦。。最近真的比较忙，觉得有好多可以学，应该学的知识，时间又安排不过来，还有啊每次打完乒乓球都觉得好累，于是就吃好多，结果呢？——也没长胖，我真不

应该辜负我妈希望我长点肉的愿望 。

昨天是这里的爸爸的生日，我正好把多带的贴了“happy brithday”包装纸的礼物送了出去，当初还万分后悔选错包装纸，没想到正好有用，嗯有失必有得嘛。重点是生日的缘

故，晚餐我们去了一家中国料理店，一个多月以来终于吃到了中餐，心理那个感动呀~虽然是日本人做的中餐，但还算正宗，尤其是那晚炒饭，真是太炒饭了

下下周一就要期中考了，努力学习中

劉佳妍的日记



隔了好久的日记哟

2012.10.18

像题目说的那样，最近考试，一点没写日记。今天试着用日语写，但第一次用日语写，不想写太长的文章。

首先当然是在今天结束的考试。数学和物理应该很好,不过，不是很有自信，英语，国语很惨 古文和现代文分开考的，古文一点不明白，3分左右吧。喜欢的化学也不是很好，稍微有
点懒吧，物质的长片假名名字没有好好记，后悔。

嗯，考试就这样吧，明天开始再去部活。对了，近来看了很多动画片，也花了很多钱，但国内的课很久没学了 ，大家怎么样？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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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今天，明天

2012.10.24

昨天后井老师来学校，这个那个地说的很开心。并且也发现了问题，有时没有好好地理解寄宿主人家的想法，希望今后更努力交流，不给大家添麻烦。晚餐会上见到了接下来的寄宿
家人，全体很亲近有弟弟和妹妹在，这样就与现在不同成为姐姐啦啊，一定建立好关系。

今天在家庭课上做蛋糕，四人一组花了2节课的时间终于完成，因为大家一起做，特别好吃。

明天是郊游。是京都哟，期待中。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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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京都远足啦

2012.10.25

还是拿中文写好了，感觉顺畅点。

切入正题，今天去高一去京都远足，一切都很好，就是我讨厌的感冒导致嗓子直接废掉，一路上都没怎么讲话的样子。。

大巴比预定时间早到了50分钟，所以一开始时间很充裕，我们从平安神宫出发坐公交到三十三间堂。脱了鞋子进去参观，一上来就是1001座千手观音，每个神态都有略微差异，据
说没有相同的两个。如此之多的金色观音整整齐齐的排列在面前，我的真实感受是即使没有对宗教的信仰，也会油然而生一种敬意和震撼之情。除了观音像还有风神雷神之类的，同
学说这些伦理课都学过，所以想亲眼看一看，很可惜这些我都没学过，以后看名胜古迹之类的还是要先预习一下的好啊。当然我们一组五个人也花了些小钱求了一个我是在说不上名

字的东西，简单形容就是在一块木板上写下心愿，再签上名，这些木板会在某一个特定日子一起烧掉，祈求心愿成真。大家写的是学业有成什么的，当然最后还添了个恋爱幸福
，希望老天听到吧~

中午在京都车站的地下街吃了荞麦面，还买了八桥（就这么翻译好了）带回去，已经和妈妈尝过了，很好吃的呀。

下午是伏见稻荷大社一游，真的是数都数不过来的鸟居，红灿灿的一片，每个上面都刻有捐赠的公司，人名和日期。ps还遇到了一个很嗨的老外帮我们拍了好多张照片~

不过时间来不及了，1千米狂奔还是迟到了两分钟啊，还好老师没计较。。可怜我的肺真心喘不过来，跑步什么的很久违了。。

总的来说今天还是很欢乐的一天，周六也没有补课，果然考完试后的一周真是轻松啊，心情大好

劉佳妍的日记



运动会

2012.10.31

今天是运动会。也没有课，非常快乐的一天。

我参加了躲闪球。因为第一次做，所以队伍的其他人虽然告诉了我规则，但我还是不太明白。比赛开始后，对方非常强，我努力不被打到，但还是很遗憾地被打到了。果然规则和要
领等不实际练习地话，还是掌握不了呀。稍稍有点懊悔的心情，大家都想下次一定要胜,但还是没胜一次。看来不是有决心就能胜利的，还要靠实力

躲闪球输了,但我们班的足球决赛赢了六年级，得了第一名。去支援大家了，大家真帅！

今天就这样吧，大家，晚安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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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了十一月

2012.11.02

早上起来，觉得被窝中和外边完全是不同的世界。看日历，已经十一月了，时间过得真快，今年的冬天终于到了。

自己怕冷，说实话，不是太喜欢冬天。还有期末考试。。。但是，无论怎样的季节都有所期待哟。冬天的话，无须说最期待的当然是雪。因为在我的故乡南京雪也很少见，所以关于
下雪的日子的记忆更清晰。被懂得哆哆嗦嗦地发抖，还是与朋友们在雪白的世界里叫着，跑着，堆雪人，有很多幸福的回忆。不知道今年的三重会不会下雪啊，下当然好,即使不
下，只要有这样友好的朋友也是很幸福的事。

看了大家的日记，大家都认真地写自己的生活和心情等，这个也是很美好的回忆。自己有空也不太想写，是不有点懒呀。今后也打算多写些各种事情。关于今年冬天的闲谈就这样结

束吧。也请期待今后的日记。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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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乡节

2012.11.03

今天是松阪市的氏乡节！

早上9点半左右，与妈妈一起去了祭祀的地方，因为很早，还没排起队。但是，很多的摊子已经开始营业了，也聚集了很多人。几乎都是食物的店,但也有迷宫和捞金鱼这样适合儿童
的游戏。还有手制的装饰啦，打折特价的衣服和包等。我和妈妈在这儿看看那儿看看，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中午。也有卖炒面和盒饭的店，还有卖隔壁城市的土特产的店。对于肚子饿
了的我们二人，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了～先在肉店吃了肉，然后吃了岐阜县的名产五平饼，点心店的奶油包，基本已成为经典的炸鸡，还得到了很多免费的糖。来日本后食量真的大
了很多啊。正饱饱地心情舒畅时，今天最重要的仪式，武士队列开始了。

这样的仪式是第一次。首先很多侍从模样的人（不太知道专业词汇）穿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服装排队精神地走着。终于老爷出来了，周围人也开始鼓掌。我觉得新奇，拍摄了很多照
片。发现自己被拍照了的老爷向我挥着手，非常亲切的老爷啊。之后太太也出来了。有趣的是还有小孩子组成的队列。但是，比较小的孩子看起来不是那么高兴，好像心被周围的店

夺去了一样。一定是肚子饿了 。在推车上打鼓的孩子们都很精神哟 。

走着看了三次队列。很有趣的祭祀。明年的祗园祭也能参加就好了，但那个时候大概会在东京。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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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

2012.11.08

　本周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可以说是来日本后最安稳的一周。学习，玩，上课，俱乐部活动，全部进展顺利。感到乒乓球也有很大进步。但是，本月末有期末考试，有会变忙。考试
临近时心里开始着急，做什么都不能变得平静下来、也是常有的事。什么时候可以不再是那样的状况呢？无论什么时候都保持现在的状态就好了。知道自我调节很重要,不过，真的
很难。 　对了，看上星期在现场看了大学长距离接力赛跑，绝对不像电视里播放的那样轻松。本星期的星期日朋友去参加高中长距离接力赛跑，想去声援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劉佳妍的日记



一些感慨

2012.11.10

不拿中文写就没感觉了，只是看到微博上的一些话颇有感触，借此抒发一下~ 要永远坚信那些老掉牙的字眼，比如坚持，勤奋，真诚，善良……也就是小时候老师和父母每天重复的
教学内容，虽然可能似懂非懂，但其实它们已经扎根在心底，只不过很矮小，我还没有注意。懵懵懂懂嘻嘻笑笑的活了十几年，当我自己独立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总觉得费解，很多
的努力都显得很无力，这时突然发现这些品质已经与我齐肩，与其说是力量的源泉，不如说是彼此信任的战友，与倦怠，与常有的颓废之感，与糟糕的情绪厮杀，失败也是常有，或
许它们还不够高大，我希望它们都能向着太阳生长，长到160厘米的身高遥不可及的地方，为心灵护航。 没有所谓“别处”。或许可以换一个地方生活，但是缘分是很奇妙的东西，
与很多人的关系是从出身起就牵在一起，比如亲人，还有好多老朋友。一生中会遇到无数无数的人，但是最终在生命里徘徊的就是那么十几二十几个人，与他们的联系时无法斩断
的。世事无常是这个夏天教给我的，我从那么多泪水里看清的最残酷的事实，既然如此害怕失去，就从现在起好好珍惜，与寄宿家庭也是一样，本来就不长的4个月的缘分也快到尽
头了，真的要珍惜。 虽然说人应该为自己而活，但往往有了别人的干预才更有动力，比如说现在，为了自己的未来而努力？我根本就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是为了让爷爷
奶奶骄傲而努力，为了让异国的同学认同自己，为了不辜负爸爸妈妈的期望而努力着，努力下去。 既然说了不用中文就没有感觉了，所以希望不要把这篇翻译成日文，就看作是写
给同胞们的真心话好了。很感谢管理者的翻译，真的辛苦了，每次邮件我都会看，虽然没有回复但真的很感动~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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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的长距离接力赛跑。。。

2012.11.14

三天前的事。可能有些迟了，但真的很不可思议

星期日的早上10点，长距离接力赛跑从三重高的正门开始了。听说朋友的位置大概是二区，请爸爸和妈妈开车带我去二区的地方。因为一区的选手还没到，大家都在做准备。会在
哪里呢，我一边嘟哝着一边拼命寻找,，但怎么也没看到熟识的脸。连爸爸都一起找了,但还不知道三重高的选手在哪里。有些奇怪哟，位置变化了吗。

终于二区开始了。一个个地仔细看着经过眼前的各选手衣服上写着学校名字的纸。＜三重高＞，妈妈叫了起来，但不是朋友。确实位置变化了，确认一下变成了几区吧。发现了一区
三重高的选手，说了朋友的名字，意外地回答说＜现在在跑哟＞。什么！记忆出错了？脸看得不那么清楚,但头发和体型都与朋友完全不同的感觉，不可能是朋友呀。。惊奇，真的
不可思议。

次日，＜昨天去看了长距离接力赛哟，二区的开始＞<不可能！来了吗，不知道呀>，＜真的，我也没认出那是彩乃＞。＜谢谢你能来，最后12名，大家都特别努力＞。特意去看,但
别说鼓励了，连招呼都没能打，稍微有些遗憾。但被感谢了还是很高兴。

看脸也弄错人了真是第一次。今后一定要好好记住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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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什么才好

2012.11.18

　今天一天一直在想“写什么才好啊”，也没有想出答案。。。 　每天过得很充实。大概因为考试临近了吧？没像前面一样觉得一天什么都没做。考试真是很好的事，如果没有考
试自己一定不会每天积极地学习，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可能有点奇怪,不过。。。 　什么内容也没有的日记，对不起，不过很享受在日本的高中生活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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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23

劉佳妍的日记



考试期间～

2012.12.01

从上星期四开始的考试预定到下星期三，相当长的时间，有十科目，有点辛苦。但是，如果好好复习的话，应该没有问题(国语例外 )。但是最近，因为考试学习没太去部活，就这
样再返回原点可不行，考试结束后，打算每天都去，坚持到最后。

感到应该提高自己的日语阅读理解能力了。读小说感觉比以前进步多了，但没有认真地学习单词和文法，还差得远。看了来自六届生的建议，马上就要开始日语的学习了。希望这一
年绝对不要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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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闲自在的周末

2012.12.08

考试结束后最初的周末，过得很悠闲自在

星期五去了俱乐部。好久不见的前辈和老师与平时一样热情地让我进行了练习。与老师练了一小时，身体渐渐适应了大运动量。有些累,但觉得更精神的感觉。果然运动很重要啊。

今天有两种第一次吃的料理哟 。首先是中午的石锅。在日本吃韩国菜有相当有趣的感觉。非常好吃 。晚上是回转寿司。我不能吃生东西很遗憾,但吃了很多鸡蛋卷和天麸罗等。
比起食物，对寿司店取食物的方法印象更深。可以自己取转着的寿司，也可以预定。预定的东西从厨房的窗口滑出，停在眼前，自己取就好了。我觉得对客人来说是很方便的做法。

很有趣的体验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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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だよ~

2012.12.12

何週間か前に、お父さんとお母さんとお姉ちゃんと一緒に大阪に行ってきたんだ。帰ってからすぐ、張り切って日記を書いたんだけど、なぜかいまだにその日記が翻訳されてな

い。多分、アップし損ねちゃったのかな。 その時の日記も、もう手元にないし。。。なので今日はそのとき撮った写真をアップするね。なんたってせっかくの初大阪旅行だ
もんね~

阪急百貨店の某フロア、すごくきれいなラウンドクリスマスツリー。

首が動くキリン（もちろん本物じゃないよ。。）。動かないオブジェだと思っていたんだ。だから首がちょっとずつ、ちょっとずつコッチを向いてきてるって気づいたときは声

も出せずひっくりかえっちゃうとこだった。

それからお父さんと空中庭園へ。ホント、高いね。遠くまでよく見えるよ~

劉佳妍的日记



大阪と自分が住んでいるこぢんまりとした街を比べたら、やっぱり自分たちの街のほうがイイな！

こんなに書いちゃった。あーあ、あの日記は日本語でたくさん書いたのに、なくなっちゃってショック。

それからね、試験が終わってからは本当にノンビリすごしているよ。でも冬休み明けにはまたすぐ試験。。冬休みも穏やかには過ごせない。。あと半月でまた寄宿先が変わるん

だ。さびしいな。 とにかく、家の人たちはみんないろいろ助けてくれるし、先生も、何かと気にかけてくれる。なのに私はみんなのために何もできなくて。反省しなき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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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户！

2012.12.15

星期五学校休息去了神户看luminarie 、 luminarie是为阪神地震中死亡的人举行的点灯式。和朋友说了不知道的人好象也有很多，真的体验了很多学习到了很多。

这张照片是前一天去大阪时，在空中庭园拍摄的。没想到三周后，能再与大家一起渡过那漂亮的河去对面的神户。向妈妈和爸爸衷心表示感谢。自己真幸福！

从车窗看到的神户是这样的感觉。第一次看到沿着山脚建设的城市。

通向山上的窄道，走上去的话和登山一样的感觉上上下下很累。

到处都是西式的建筑，很少见的眼前的日本式和服馆也给人很好的感觉。

劉佳妍的日记



胖了的kaken和爸爸

哪里都漂浮着圣诞节的气氛。圣诞老人的姿势有点。。。)

长安门，华人街！肉包子啦北京烤鸭，看起来真怀念。看到两个可爱的偶人，想起母亲小时候也给我梳过那样的发型。顺便说一下，肉包子也特别有中国的味道

地震之后就原模原样被留下的路。十几年前的地震,简直就象在眼前一样，感到了可怕的感觉。不屈服于灾难，拼命努力开始新生活的人们非常坚强。不知道要是自己的话会怎么样,
但希望永远有变得坚强的心情。

然后进入本题(前奏长了些。。。)因为是平日，所以觉得会空一些。但人还是很多。大家都拿着照相机和手机等着点灯的瞬间。我也非常期待，总觉得开始之前播放的音乐太长了不
结束的感觉。————点灯的一瞬！耀目得周围的所有都失去了颜色，非常感动！



这个路直通公园。这次不是门，变成了欧洲的城。像刚才说的那样，周围的一切在虚幻的光下失掉了颜色，当然也包括我 ～是不是发现了我？

神户给人非常好的感觉。因为是港口城市，所以经常发出海风的味道儿，对我来说非常新奇，能看到天空和海相连的美丽的地平线。到家时已经晚上十点左右了，很累,但也饱享了
城市美丽的夜景。电灯光与地上的星，天空的星一起装饰着漆黑的背景。忘了从哪里看的话，所有光的背面，必定有家的存在，笑声，幸福。对我来说，幸福就是与大家在一起。
host family的大家，班里的大家，隔着海，本来什么关系都没有的人也能相见，一起生活，产生出爱。这个只能说是缘分。要珍惜这缘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松阪的青色

2012.12.15

今天是星期六,但上午也有课，稍微有点牢骚。但下午去了山里短途兜风，所以今天也很快乐。

这个主题的意义是今天的中心<青色>——我非常喜欢的颜色

山的话，不用说最初的青色是树

到处都是树，青翠的生命力

石头不可思议地成为心的形状。

河里的水也是青色！

劉佳妍的日记



漂亮的景色，山和川的结合

最喜欢天空的颜色

第一次学习了日本茶的喝法（茶也是青色的）。点心也很好吃，茶也很好喝 一边看着日式房间外边庭园的池子里游泳的鲤鱼一边喝茶，自己也感到成了古人的感觉。

与妈妈一起折的仙鹤。做法几乎已经忘记了 总算折成了。大家知道哪一个是我做的吗？ （答案很简单）



 松阪真是个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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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圣诞节

2012.12.24

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了这样＜正式的圣诞节＞。很幸福的圣诞节！

听说大家都参加了班级的圣诞聚会,我想我们家里的＜家庭圣诞聚会＞一定不比这个差哟

首先，看起来很好吃的饭菜（真的很好吃）。安静的圣诞节音乐烘托出很好的气氛。一边听这个一边用餐总觉得很高雅。

圣诞蛋糕的特写，圣诞老人的巧克力我吃了。圣诞老人稍微有些可怜,但味道很甜我很满足

We are famliy!

从妈妈和姐姐那里得到的礼物，照片看来发白，有些看不清楚 ，其实是可以做盖毯等的多功能取暖的东西（这样说明大家明白吗—）。今天也得到了可爱的饼干。是来自妈妈

的，还有很多俱乐部前辈送的点心,不过想拍照片时，已经吃了 。遗憾！对了，寒假也有俱乐部活动，每天打三小时乒乓球。很累,但也运动了，每天过得很充实。今天是圣诞夜，

老师买来了奶油馅点心。大家运动之后，围坐着，一边笑一边吃了。真是很温暖的俱乐部 。

劉佳妍的日记



晚上，与妈妈，爸爸，姐姐一起到电影院看了电影。---007 。最初完全被吸引了注意力,后来渐渐晚了（12时左右），最后非常困 。但是，想去看电影的愿望终于能实现了，
非常满足。

昨天一天都很努力，一共写完了20张贺年片。今天去邮局，邮出了这些。能传递给大家感谢的心情真好。

从大家那里得到了很多，自己也很努力，真的是幸福的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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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大阪之行！哥哥做导游~

2012.12.31

12月30号和家里人又去了一趟大阪，第二次去了，不过还是有很多新发现，果然“玩”这种事是怎么都不会腻的！

正好哥哥从东京回来了，又有在大阪住过一年的经历，于是就麻烦他当了一次导游。爸爸妈妈姐姐都各自有要买的东西，主题是“购物”，以“玩”为主题的二人小分队就这样脱离

了大部队，开始了单独行动

第一站——日本桥！我对它的评价是——被誉为“大阪的秋叶原”的日本桥真的是沉迷于动漫漫画游戏的宅男腐女们的圣地！一家家店大门打开，走进去就是一个个二次元的世

界。本来是拜朋友所托想找一本杂志，不过可能还没发卖，在动漫的专门书店里转了半天，弄得自己眼花缭乱结果还是没找到 。不过有幸和这个圆滚滚的胖子合了张影！

 

书店里的光景

第二站——通天阁！来到新世界一条街，挺有年代感的地方，但是感觉有些破旧，怎么描述那种感觉呢。。有点旧上海的味道（什么烂比喻！）人气的肌肉男，几乎是一种标志性的
形象

和哥哥在门口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坐上了电梯，结果进了塔里还要排队 。不过一边排队一边欣赏了墙上的图片和玻璃橱窗内的古董，对通天阁的历史也算是有了些了解，这样的
排队还是不算浪费时间的（这种方式国内的旅游商也可以参考参考）。几十年前的日本街头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劉佳妍的日记



用pocky摆出来的通天阁，真怀疑是不是格力高赞助的，怎么到处都是pocky和那个奔跑的大叔形象 （这两张图给大家活动脖子用~左扭扭，右扭扭~）

据说摸了佛像的脚会变幸福！

能实现人愿望的大象，象神啊象神我有一个愿望

中午去吃了大阪名物、串つか，有点类似关东煮，不过不是煮的，是油炸的，忘拍照片了，将就一下如此抽象的说明吧。下午在咖啡店里喝着咖啡聊着天时间就跑走了，和哥哥的聊

天主要是关于个人和国家的未来发展问题 ，果然和男孩子的聊天话题就是不一样么。。完全和八卦琐事不着边啊。。

下午3点半和大家回合，离开。相对于上次时间短了不少，但感觉玩的更尽兴 。短短的4个月已经去了2次大阪，1次神户，松阪周边城市也都逛了一圈，真的大大满足了我想要旅
游的心情，也真的很感谢这一家人，哥哥，导游辛苦了！

晚上晚饭后大家一起去温泉泡澡。第一次泡温泉，还是露天的，很新奇也果然非常舒服，浑身都暖和起来了，并没有澡堂那种很闷的不快感，反而晚风吹的人神清气爽，很不错的体
验。

今天就要和大家一起跨年了，期待“年夜饭”和红白歌和会！也祝中国的家人朋友，日本的老师同学们有一个精彩的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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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

2013.01.01

大家，新年快乐！

昨天是除夕，与host family的大家一起迎接了新的一年。非常日本式的除夕哟

从早上开始乘坐松阪市的铃音巴士，沿着松阪市绕行一周。途中有各种活动，3点半左右总算到家了，很好的体验。妈妈和爸爸一直在厨房准备年节菜。真的辛苦了 。终于饭菜做
完了！

海鲜珍奇好吃 ！之后在电视上看了从前一直想看的红白歌会。果然音乐让人放松也让人兴奋 。

12点左右，大家准备完了，向寺院出发！去鸣钟。已经有人排队了，终于到我了，用很大的力量鸣响了钟声，希望今年也是很好的一年！

之后新年后首次参拜。在松阪神社大家排队参拜。到夜晚1点，一点没有发困。这大概多亏了热闹的气氛吧 。因为很冷，大家汇集着在火周围。想起了南京的学校每年年末举行的
聚会。今年不能参加,不过，在这里看到了完全一样的场面，真是不可思议！

在神社对神说了愿望。希望能够实现啊。

劉佳妍的日记



首次参拜结束以后，在店里吃了除夕乔麦面。是好吃的青花鱼。身体也暖和了

睡时已经两点半了。很累了,但度过了有意义的一日。今天早上起来，已经9点半了。吃了早饭（中饭也一起吃了），又精神了

从爸爸那儿得到了压岁钱。谢谢！

今年也会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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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第一！

2013.01.12

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健康真好，有精神，有食欲实在是一件幸福的事。年末发了两次烧，又被拉肚子折磨了好几天，整个人都不在状态，现在总算好了。保暖什么的真的做
不到，校服就那么多，又不给自己加，每天上下学都觉得冻得要命，只能忍了。准备下个月起骑自行车上学，有同学一起，还能取暖！（真心酸。。）

搬到了新家，还比较适应，家里有小孩子也更有生气了。不过告别上一个寄宿家庭觉得很不舍，和爸爸妈妈好好道了谢，也不知道还有哪边做的不够好，这种别离习惯就好了吧，所
谓成长就是你遇到很多人，再和他们告别，如此循环，一直在身边的就成为家人。

健康第一是得到的最大的教训，大家也要记住这一点啊，注意防寒，一个月后见到你们希望都是健康的面孔

劉佳妍的日记



章鱼烧

2013.02.11

最近上学的时间增加了，每天也感到比以前忙多了。没有空，我还懒，所以没太写日记。真对不起，对自己还有特别期待日记的父母都是。今天已经很晚了，想让大家看看和弟弟妹
妹一起做的章鱼烧照片，准备短点写。

半成品

认真地做着

完成！

快乐的晚饭，自己做的东西果然很好吃。温暖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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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研修

2013.02.11

中间研修快过去一个星期了，但和大家重逢的场景还历历在目，真的有很多感慨不知道从哪边说起，拖到今天才来写。

以前看别人写的日记总觉得羡慕，有好多有意思的事，去了好多地方，而那都是我还没有体验过的。但真正见到了，才发现不是所有人的生活都一帆风顺，有好多烦心事，好多不如
意，做了好多的努力，我们都一样。

相比之下，我的生活条件还真的算很不错。家里学校不算远，周围超市，邮局，图书馆，生活必备的设施也都齐全，也能上网没有与世隔绝，最最重要的是寄宿家庭，老师，同学都
对我很好很好，我都不得不反省自己有没有做出伤害他们的，麻烦他们的举动。之前一直觉得有这些是理所当然，后来想想才不是这样。昨天遇到了一个中国人，和她聊天时她说她
以为寄宿家庭之类的只是在电视报纸上写写，惊讶于真的有人这么做，之前也有遇到中国人对此感到不可思议。我不知道他们来到异国他乡为了生活吃了多少苦，体验了多少人间冷
暖，但是真的有那么一些人莫名其妙的对我好，真的我和他们什么关系都没有，他们这样做也没有任何的好处。只能说自己太幸运，太幸福，这是必须要感激，感恩的事。

和很对人相比我的生活状况真的好得太多，所以决定以后不总是羡慕别人了，在生命力，属于自己的体验是有限的，该经历的事总是会经历的，当然自己的努力争取也很重要，不过
顺其自然的心态是最好的，我已经觉得很满足了。接下来半年，我的目标就是对周围的人更关心一些，多为他们着想一些，说话语气再委婉一点，总之就是想做一个“やさしい

人”。总是接受别人对我的好，心里都觉得愧疚，所以今后也要对别人好，多付出，看我的表现！

写了半天感想貌似有点跑题了 ，不过中间研修带给我的，与我那5天干了什么相比，还是这样的思考更重要一点~下面来几张照片来证明我真的去了仙台一趟

第一次在海上坐船~~当然我坐的很显然不是那艘大船，那大船是从我小游艇的窗户中看到的一处风景。。。

下了船，和两个爱知县的娃坐的全日空的小飞机~

欢聚一堂 （摄像大叔你万红丛中一点绿啊！）

很棒的中间研修！半年后再见，大家都要好好的~

劉佳妍的日记



 

 



捣年糕

2013.02.11

昨天，被老师邀请去捣年糕！是在中川老师做志愿者（教日语）的地方做的。在那里也见到了其他的外国人，也有中国人哟。首先与大家一起做了关于日本新年的猜谜。做了很多错

误的回答 ，但知道了很多不知道的事真好。

猜谜时间结束后，立刻开始捣年糕的准备。

嗯，开始捣了哟

看上去很有趣，我也试着做了。但是，比想得沉得多，已经过了手臂能动的重量，马上放弃了～

 

这样的「重劳动」还是留给大人做吧。请教给我简单的工作吧 。是把年糕做成能吃的大小的工作。看上去很简单,其实是有要领的，旁边的老师说,但那个要领是怎样的，我现在也

不太明白 。因此，「适当」地做了。

劉佳妍的日记



 

做完了！特别好吃！

巴西人和「哈尔滨人」的照片。兔子的耳朵很可爱

年糕吃多了的结果是ーーー没太吃晚饭 。但是是很有趣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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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了15年体验过的最有意思的情人节~

2013.02.17

如题，没想到单身的孩子也可以“享受”到情人节！13号那天有考试，不过考完了就立刻赶回家，一开家门一下子闻到了浓浓的巧克力的香味。因为知道日本女孩有情人节交换巧
克力的习惯，而且都是亲手做的巧克力点心，所以今年的情人节自己也想挑战一下料理，没想到妈妈已经把材料什么的都准备好，都开始做了，真是太感谢了~我的料理水平实在是
很糟糕，于是决定了——妈妈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真是毫无主见。。）做法很简单，把巧克力融化了，在里面加点果冻粒或者类似于饼干的东西，搅拌均匀后倒到彩色的小杯子
（不知道怎么形容，详情请看照片。。）里，凝固后就完成了。我忙活了2个小时总算做的像模像样了，还有弟弟在旁边帮忙，其实他是想蹭点巧克力，不过两人合作真的很欢乐~

看相不是很好。。不过真的很好吃

成果图

当然第二天也收到了一大堆，幸福死我了！

好棒的情人节，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情人。。。最后祝有情人终成眷属！

劉佳妍的日记



结束宴

2013.03.24

高一马上就要结束了！比中国的同学更快地成为二年生真是很有趣的事。对年级长所说的分班之前举行结束宴的话大家看起来压倒性地赞成。所以，在终业式那天大家去了自助餐

到了店里，为眼前的人吃惊。大家都很时髦！而我好像小学生一样＞＞_<

。

好像因为午饭吃得太多，肚子一点不饿。对好吃的食物也没什么热情，真可惜！  但对那个气氛感到非常佩服。大家都很热烈，就连老师都来。回顾了一下，真的是很好的班级。
各种各样的活动大家热烈参加，大家关系都很好。而且，大家帮了我很多，交了很多朋友。分开很寂寞。但也许高二也和这个班级的谁一班，也会又有新的朋友。剩下的四个月的每
天会与谁一起度过呢，期待着！

再传些结束宴的照片。太阳镜大作战！

哈哈，不很有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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