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日本了

2012.08.29

  昨天到的东京  感觉不错。过几天去冈山  加油吧。

奉煜坤的日记



开始新生活

2012.09.01

  今天大家分开了 。住了四五天  感情很深啊。尤其是河南。俺想死你了。。。不过生活总要开始的 。 也没必要纠结。

  很早就听说冈山是个农村。今天看了看 其实还不错  很漂亮的一个小城吧。学校也是。令人感动的是，这么晚了 野球部的大家 还在门口列队欢迎。。真的很感动。。室友也是挺不
错的。认识了不少哥们儿。

  明儿应该会是个很忙的一天。不管怎样   大家   都加油吧。

  明儿还得去买东西

奉煜坤的日记



这几天

2012.09.05

 今天是上学第3天了。一天比一天过得精彩。我们班有25个座位  来上课的只有16个。。和大家关系都处的不错。特别是坐我前面的小胖子  虽然有时候他的一嘴关西腔听不太懂  
不过和他聊天真的挺有意思的。共同话题也比较多 。他非常喜欢EVA  和我一样。。于是整天都叽叽呱呱的讨论。。

  说到EVA.不得不提的就是我的地学老师——西田先生！！！！  在这个学校里  只要一提起EVA.不管是谁 就会说 你去找西田先生吧。他会告诉你一切。。。 于是乎   我有幸参观了
西田先生的收藏。。上图。   还有限量的朗基努斯枪。。太帅了。。昨天晚上 先生又送了我6个粘土人偶。。   这先生太可爱了。。 下周 我们约好去冈山的一个EVA与日本刀的展
览。期待中。。

  昨天尾山先生带我去了一个陶艺馆。因为是第一次  有点小紧张。不过陶艺先生也超喜欢EVA。。于是就这个话题聊了很多很多。。时间很快 我做了两个杯子。不过口有点大  可以
当碗了。。

   总的来说  生活还是多好的  就一个EVA  就交到了很多朋友  真心感受到了日本动漫的伟大。。就写这么多  不知道图能不能看到。。 

奉煜坤的日记



一周了

2012.09.10

 今天是到冈山的第九天，时间过得还是多快的。 接下来的安排也很多。  这一整周都是考试，今天的国语考试彻底打击了我的自信。。。有一个诡异的罗生门  尽管以前了解过剧情
不过放在阅读里还是相当变态啊。。日语阅读和中文阅读貌似有很多相像之处  不过日语的更费劲啊。。以后要好好学国语了  加油吧。

   这周末过的还是很不错  和北京的一个留学生进了趟城  逛了逛 感觉不错

   这周开始就要做学园祭的准备了。我们班整的是个关于再利用方面的。名字听着洋气  说白了就是把废瓶瓶罐罐加工下 做个什么小玩意。我加的呢  是废报纸组  也不知道要干什
么。等组长安排安排再说。。

   9月30号 新见有个志愿者大会。好像是。我们志愿者部要参加  貌似要参观个什么展览 挺期待的。

   从明天开始  我要正式开始健身。。  学校有个小健身房 设施稍显简陋  不过  态度端正就一定会有好结果的。。。 和我一起的是个高三的留学生  看着稍稍排骨了点  不过一脱衣
服。正儿八经的肌肉男啊。。一年 坚持下来的话不得了啊~哈哈 

   先写这么多  不知道能不能传图  

奉煜坤的日记



快两周了

2012.09.12

 今天星期三。依旧考试。好像已经习惯了这边的生活吧  总觉得这周过得特别快 。考试  依旧变态  地学啊之类的  很头疼。尽管地学老师很好（因为是Eva先生。。）  不过地学还
真是。。考试考的挺烂  有很多诡异的片假名单词看不懂   以后要加油

  今天来了一个中国留学生 住我们寝室。 貌似要读一年半  再考日本大学。不过很好啊  我也刚来  给他讲了很多 我才知道的这个学校的事  有点先辈的感觉。。。 哈

  这周是三连休 不错。。要去一个Eva展览  哈  期待中        

奉煜坤的日记



最近の事

2012.09.18

   最近自室でwifiがうまくつながらない。4階がかろうじてつながるのでここで   日記を書くぞ。

   今週は3連休だった。予定通り  西田先生、例のEvaの先生だ、と一緒に“Evaと日本刀の展覧会”  に行ってきた。車で3時間近くかけて  山道をぐるっと回って  小さな町から
また小さな町への行程だ。この町は日本刀で有名らしい。ギラギラとした日差しの中、じっと行列に並び  やっと会場の中へ。いろいろなevaの模型 がある。  会場の入り口近く
には  一番好きな初号機があった。自分の身長とほぼ同じ大きさのフィギアだ。  写真を撮りまくったよ。  。でもここにはアップできないんだよね。。

   いろいろなevaの紹介やポスター  原画なんかもあったよ。今回の展示の目玉は  日本刀の名匠がつくったロンギヌスの槍だ。。。紅い色ではなかったけれど  さすがにかっこ
いい。あーあ、これもアップしてみんなに見せることが出来ないなんて。それからevaのシリーズに出てくる剣や槍の  実物展示があった。  カッコ良すぎる。。

   evaと比べると日本刀のほうの展示はヒッソリとしたもの。。ほぼ誰も見てないし。。なかなか素晴らしい展示なのにね。 それからリサイクルショップにも行ってきた。  な
んでもあったよ。。服に靴、漫画、ＣＤ、フィギア、アニメグッズ、ゲームなどなど   全部リサイクル品だよ。  まあ、“中古品”  ってことだよね。値段も新品に比べたらずい
ぶん安い。。eva展を見て  次はショーケースにずらっとならんだフィギア。。 感激だ。。

  たくさんのところに行ってきたよ。  いろいろなものも食べたしね。食べ物屋さんの前を通りがかると  西田先生が車を停めてくれるんだ  。。初めてたこ焼きを食べた  先生
が僕のために激辛のを注文してくれた 。まだ辛さは足りなかったけれど  おいしかった。。

 こんなに書いたけど  またネットの調子がわるくなるかも。。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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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写日记了

2012.09.24

 很久没写日记了  宿舍的网抽的越来越厉害了。

 最近有很多事儿  一写日记的时候就啥也记不得了。。今天 是我们205号寝室的最后一晚。明天就要换寝室了。很照顾我的台湾哥们   还有同一个部的日本兄弟 。刚刚扫了205最后
一次地   以后就不是205了。。 要换寝室 收拾东西收拾了快一个晚上  麻烦死了 。 我刚来的还好   台湾兄的一堆东西看的就头疼  以往满墙的akb48的海报  今天一下子就空了。日
本的哥们送了我一包雪饼   真是伤感啊。。

   好像过几天还要来一些留学生  也不知道要不要来我们班。期待

   今天星期1 明天星期2  一到星期三   就有蛋疼的剑道课。。上周第一次上了剑道课。本来以为剑道是很帅的  结果 一来老师就让我们正坐。。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原理  其他的同
学坐的面不改色心不跳的  我的腿  已经疼得没知觉了。。。脚背扯得疼 膝盖硌得疼。真恐怖。关键是还得边正坐边整那个护具。各种复杂的结  再加上脚钻心的疼  整的满头大汗 才
把护具穿上。一节课下来  腿基本快废了。。真心恐怖    希望这次的课别坐那么久。。

  说到剑道  剑道老师也是我的地理老师   最近的地理课一直在纠结钓鱼岛的事。老师也一直在讲  尽管听着有些小不爽  不过我也了解了日本对于这件事的看法。老师最后说了一句
话  中日关系不会因为一个岛而崩溃  所以 奉君 请加油。责任重大啊~

  马上关灯了 过会又没网了  先写这么多       

奉煜坤的日记



我回来了。。

2012.10.08

 很久很久没写过日记了。。最近事儿比较多  下周就是学园祭了 班上忙的一塌糊涂 。我参加了不少活动  有个什么新闻纸组 做手工的。有一个问卷调查。 还有一个模拟店 做章鱼
烧。 准备工作也做得差不多了 。 今天eva先生带学生会的几位出去买材料了 章鱼什么的。 招牌 灯笼 还有烤炉也准备的差不多了。 这是我画的招牌

画得有点纠结 不过挺霸气吧。。  

三连休eva先生带留学生出去玩。。我们开车去了仓敷转了转  老师请我们吃了章鱼烧。

还是上次那家店  是老师的同学开的。一座小房子  里面稍稍有点挤   屋子一侧摆满了轻音的手办 挂历 海报。这个大叔很喜欢轻音啊。  不过叫人家不能叫大叔  要叫大哥。 别人本来
就很年轻嘛。。  我依旧要了一份特辣的   最后还特别撒了一层厚厚的辣椒粉  。吃着很带感   很好吃！！大叔的手艺很娴熟  就用两根筷子 飞快的翻动   本来撒的乱七八糟的糊糊一
下就给带进槽里 团成一个团子。很帅啊。  学园祭的章鱼烧越来越期待了。

逛到晚上 老师神神秘秘的开车带我们到山上     看了仓敷的夜景

挺漂亮的  然后一路唱着歌开回了学校。。

最近的事儿越来越多  学园祭完了还有乒乓球比赛  地区级的 貌似有很多大人参加  要认真练习了。。  

传图真的很麻烦。 格式不支持jpg。多亏有高人相助  才传上照片。 

先写这么多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奉煜坤的日记





关于陶艺

2012.10.30

好久好久好久没写过日记了  最近事儿真心很多 不过大多数还是自己太懒了。。今天是星期二  一如既往 我去了陶艺馆。因为英语老师尾山先生和陶艺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 每
周二我都要去陶艺馆捏泥巴。 教陶艺的老师很亲切  手艺非常好  老师做的碗就像机器做的一样  圆的毫无瑕疵。过去的一个多月我做了两个茶碗和一个碟子  现在正在做花瓶。这是
我做的两个碗。

因为是第一次做 有点小畸形  老师还是夸我手很巧 做得很好。 在上上周六  陶艺馆举行了一年一次的烧窑。附近的国际大学的老师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来帮忙了。大家一起忙活 一
起吃饭一起聊天  整的像次祭り。附近的国际大学有中国的留学生   他们也来帮忙了。关键是  我和他们聊天  问他们是从中国哪里来的   居然有一个成都的姐姐！！！！！着实激动
了好一阵    在异国他乡还能说四川话真是种莫大的享受。。。她就住在新见旁边的一个小城   她说下次放假了我可以去找她玩。    这就是窑

我们去的时候窑里面的温度还只有300来度  据说必须得烧到1200多度并保持才行。。300度都热得不行1200度该怎么整哦。。。我们从下午4点去帮忙  一直到晚上9点  老师才把我
们送回寝室 。 烧的途中 必须要不停的添柴  要用手把柴送进炉子里  尽管戴了手套 还是 很热。。烧窑要一直持续2天  烧完了还不能立即打开   要让温度从1200度慢慢降到常温   需
要1个星期的时间  所以上上周烧的今天我才拿到我的碗。。 这就是我的碗和盘子。。

看着还行吧   颜色有点粗糙。。  盘子上的那坨绿色还是很神奇的。据说是玻璃掉上去了被烧成这样  不过还是很好看吧。。其实捏的时候碗还是很大的 我是完全按照一个大海碗的
标准捏的  一烧 一下就缩成茶杯了。。不过拿到自己的碗还是很高兴了  我留了那个红碗  剩下的送给我的两个室友了。

陶艺不止是捏泥巴  陶艺馆里每次都有各种各样的人   听他们聊天很享受的  时不时也加入他们的话题  一块讨论。 有一次 在那儿遇见一个说唱歌手  他在自己写歌自己做专辑。 还给
我们放了他的歌。我也很喜欢说唱   就和他聊了很多 走之前还给了我他的名片。。。诸如此类 边捏泥巴边和很多人聊天  一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了。。 

  下周我的花瓶也要完成了 很期待陶艺啊   先写这么多  以后会经常更新的。

奉煜坤的日记





乒乓球

2012.11.06

 今天是周二  又去捏了泥巴。 回来后去了乒乓球部活。 说真的 我们学校的乒乓球部真心寒酸  上次地区大会女子优胜在我们学校  但还是这么寒酸。。  加上老师  我们部一共才5个
人。 老师打得还说的过去  有一个哥们是纯打酱油。另一个 我们学校唯一的高手  除了比赛  平时都不来  貌似是加了垒球部。。因为一直不参加部活 我们正在考虑踢人。。。不过

一共才五个人踢来踢去也没多大意思

   老实说  在部里 我还算是一把手吧。。平时和那个女子优胜练练  酱油君就和老师打了。。不过4个人还刚好就2桌。真是有够寒酸的。。

   上次地区大会 除了酱油君和老师 其余全员参赛。  说实话 我很大程度上低估了这的乒乓球水品。一去比赛现场  老老少少  齐聚一堂。。  最小的才小学一二年级 最大的快70岁
了。。  比赛主办方是新见桌球联盟  尽管全是些大爷大叔 实力不是一般的强。 还有些当地的俱乐部 其他学校的桌球部。 有些我觉得是专业水平了。。

    男子组比赛分为小组赛和复赛   有A到L 这12个组  我在E组  每个组的第一和第二才能小组出线。 经过异常艰辛的奋战  我小组第二出线。 另一个我们学校的高手 分到了一个高手
组里。 小组赛就给淘汰了。。上一张他的照片

  比赛很艰难  复赛我撑到第二轮  被淘汰了。。

尽管输掉了比赛  不过还是很开心的 。不过男女实力悬殊太大 让人很不爽。

除了比赛 马上就期中考试了  抓紧复习才是王道啊。。

先写这么多  考完试再写

奉煜坤的日记



考试结束

2012.11.16

  这周漫长的考试终于结束了。  考的依旧是那么的悲催。 地学和地理 周末全在看地学  结果依旧挂科  不过比上次好了点  还需努力啊。。  不过数学确实给了我很大安慰   总算拿到
了一个满分  不像上次考试的那个悲剧的九十九。 还有英语  单词认真去记了  单词上面只有一个不会的  比上次有了点进步。  不过还需努力啊~

   这周过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每天中午就放学 下午到处去转悠转悠  周一的时候  组织留学生去广岛看红叶去了。。   不过时间问题  红叶都没了  就只有一片黄叶。。

山上只有星星点点的红  路边也很少有红了  本来想捡片红枫叶的 。算了吧  这是几张图

看着还行吧  这周周六有志愿者部的活动 去登山  同时eva剧场版q也上映了~~  周日进城去  去看场电影~ 期待中  

 先写这么多  活动完了再写

奉煜坤的日记



ホームステイ完了

2012.11.26

  这周三连休去了老师家ホームステイ  住寝室住久了对住家还是很新鲜的。住家老师是去东京接我的那个教头先生  所以感觉很亲切。老师家很大  虽然是乡下 不过感觉很不错。

 先生的妻子也是老师 每天两个人早出晚归的工作  家里有三个孩子 每天也是大清早就去上学。  老师的父母 也就是爷爷奶奶 身体很好 还在开着家商店  爷爷还在屋子后面的一块地
上种了点菜  每天过得有滋有味。 我睡得房间是日式的 我还第一次在榻榻米上睡觉。感觉很日本  不管是房间还是老师家的生活   很日本很温馨。 等放寒假了说不定还要去 很期待
啊。。

 

奉煜坤的日记



下雪了

2012.12.09

  这周基本天天都在飘雪  只不过不会积起来  今天早上起床一看 外面全白了。好漂亮 只不过更冷了。。虽然冷 还是想往外面跑  我和同寝的一哥们儿骑车去吃了お好み焼き  骑车真

的好冷  到了之后耳朵基本没感觉了 。。 这家店在新见很有名  前两次去都是关门 今天终于能吃到了。店里是一老爷爷和老奶奶在忙活  虽然年纪有点大 不过手艺真心不错。 点
了一份广岛スペシャル  大份的  最后吃的很撑  实在是太多了（笑）

  这周过的很忙很充实  天天都有部活 忙完志愿者部还有桌球部  忙。  主要是为了准备去敬老院圣诞活动的东西  从上周就开始做了。 是一个很大的圣诞树  用纸板什么的。树上是空
白的  准备留给老人们装饰。还有些其他的小玩意儿。周四我们去了那家老人院。名字叫はなみずき。看到我们到那很高兴。 房里很温馨  有几个工作人员  照顾着老人们 像对待自
己的父母一样 。我们去刚好赶上老人们的下午茶会  招待了我们点心和茶  老人们有些已经有点小迟钝了 不过看得出来他们很开心。 喝完茶就开始我们的活动了。有三个游戏  装饰
圣诞树 保龄球和动物赛跑。  老人们很认真  玩得很开心 。 最后我们把装饰好的圣诞树摆在了一个显眼的位置  下图。

有点小粗糙 因为是赶着做出来的。。不过还好  大家都很高兴。总之这是个很好的交流 等过年吧 应该还要来。

这是几张今天下雪的图  这都这么冷了 北海道那边不是更冷了  冬天到了  同志们注意身体  中间研修见

奉煜坤的日记



 



蕎麦打ち

2012.12.16

  这周五 学校组织留学生体验了蕎麦打ち。荞麦是今年暑假留学生种下的 我刚来一个月的时候就来这看过了荞麦花 到十月末的时候就熟的差不多了 于是我们又来这收割 这周的就是
把收割的成果做成真正的荞麦面。。

  这是夏天的时候拍的荞麦花

  然后就是十月末的时候来收割荞麦的时候照的。

  然后用机器把荞麦磨成粉 就能做荞麦面了。我们分了四个组  先看了老师演示的一遍然后就自己做。 用的水230ml 一滴不多一滴不少。荞麦粉和小麦粉5比1的比例混合 加一点水
 慢慢用手搅匀 再加一点水  要是嫌太干的话用几滴水润润手再和。最后活成一坨面团 再用手搓成饼状。接下来就用上擀面杖  来擀面。说实话 做的方法和中国没有太大区别。一点
一点把面团干成面皮 擀方擀大。来一张照片

奉煜坤的日记



  最后一步  就是最关键的一步  切面。用一把奇大无比的切糕刀（应该是吧）来切。刀很霸气 切很费劲。面的关键就是要又细又长才好吃  于是切就很重要。一刀一刀切得手都在
抖。于是  强人切出来的就又快又细  剩下的切得又慢又粗  不算是そば快赶上うどん了。由于手上全是面没办法拍照 本来很想闪一张切糕刀的。。

   在一个很日式的房间里 跪坐在榻榻米上 等面一碗一碗端上来。平时上剑道课正坐很苦逼  可要吃东西了脚就没感觉了。。 虽说面切的极不均匀 荞麦的口感也很粗  不过面的汤料
还是把这些都挽救回来了。还是挺好吃  很多人续碗 我也吃了两碗。虽说没有肉很失望

看着还不错吧。总之很好的体验  吃完还接受了当地报纸的调查问卷。让我形容口感 真心不知道说什么 日语水平有限  不知道领悟到我意思没有。。。

 就快放寒假了 后天我这的留学生就全回国了  我的ホームステイ之旅也就快开始了。 



餅つき

2012.12.19

今天学校组织了打年糕  外面很冷不过年糕很烫。。从一早开始老师们就在做打年糕的准备了 蒸了好些糯米饭（应该是吧） 上午第三节课的时候就开始打了。 一年级的最先开始。  
野球部的热血少年们锤子抡的呼呼地   一下一下的打  还有第三个人戴着手套打两下翻一下  年糕很烫 翻得人就苦逼了。。打年糕的打得很快 翻年糕的嫌烫 就是戳一下就缩回来。最
后差点把手套给粘里面。。我也去打了下  其实和中国的年糕是一样的  把那个容器（我也不知道叫什么）里的饭给打成凝胶状就行了。最后是最痛苦的 因为年糕粘在锤子上面死活
拿不下来。。来张图

     图中那个老师就是eva先生了。。力大无穷 可壮了。。  打好之后 就拿到案板上开始进一步加工。粘点糯米粉 像捏包子似的把难看的部分给捏到下面 再给捏个褶儿。 上面都是
光鲜亮丽的。我们的工作就到此为止了  接下来就准备吃了~

 

把这些加工好的放在滚水里焯一下  放碗里 给加作料。  由于旁边一哥们很热心的介绍了一种味道 说很好吃  于是 就先拿了那种的。年糕上面放点萝卜丝儿 再倒上一种诡异的黑色酱
汁（看着像酱油 但居然有股橘子味）  尝一口  哇 真心的 。。其实不算太难吃 就是味道真的很怪很怪   接受不了。。 其他的两个味道就正常了  沾黄豆面吃真是 美味啊~

     总之 今天过得很愉快 吃了不老少 于是中午的便当就吃不下了。。  还有最后两天就放寒假了~   先写这么多 

奉煜坤的日记



新开始

2013.01.20

 时间长了没写日记。寒假早就结束了 8号就开学了  现在已经开了两星期。

 寒假体验了一把ホームステイ感觉很好 住了两个老师家。果然正如后井先生告诉的一样 住家的时候老师就是你的父母 感觉是不一样的。 第一家住在我的担任老师家  老师的出生
地。名字叫直岛 属于四国 濑户内海的一个岛。到那儿开了三个小时的车 还坐了船  对于没见过海的我来说 很新鲜。  过年的那几天岛上很冷 海风挂的呼呼的。老师家住的地方也很
奇葩 在一个山头上。开车上去 是一个小院子。  老师喜欢猫  家里养了只纯黑的猫（虽然有点不祥的感觉 不过还好）  第二天就在岛上转了转。很有艺术气息  有不少安藤忠雄先生
设计的美术馆。托陈同学的福 来之前对这位建筑大师有一点小了解 所以参观起来更是膜拜。。  总而言之 很艺术很艺术的岛 很小清新 这种氛围就和新见很不一样。老师小时候经常

在这些美术馆间转  为什么没成为艺术大师这就不得而知了     上几张图

关于这个学校 是老师的母校 小学和初中。很霸气 同样出自安藤忠雄。那些美术馆 由于里面不准照相 所以就没照了。。真心霸气  里面的很多设计 不止是美术 那栋建筑本身就已经
是艺术  里面很多作品都是建筑与天然的景色合为一体  何止是震撼。看完后就只有一句话  不愧是安藤忠雄。还是谢谢老师了  能带我来这个地方。

  从岛上回来接下来就去了第二个老师家。是教家庭的老师  去之前同学就一个劲的说 你有口福了 老师做饭绝对很好吃。。果不其然  去的当天晚上就大餐款待 来了不少人 特别是小

孩 可热闹。 因为是过年 于是就吃了すき焼き。刚开始看着不错 后来考了肉 加了菜 加了酱料  然后就开始一个劲儿的加糖！！！大把大把的往里倒白糖！！ 虽然有点不习惯 不过

很好吃。蘸碟是生鸡蛋。。。也是很不习惯  不过老师特意关照 有一瓶辣椒粉  于是乎一家子人看我加辣椒粉看呆了。。。总之 吃的很爽 平时在寝室吃不着那么多肉

奉煜坤的日记



第二天去了庙会 叫稻荷祭 人很多 在新见难得一见的大堵车 队排的老长。于是果断改变策略 在中途换乘电车 虽然麻烦了点 不过能到达目的地还是很好。庙会人很多 去了趟庙拜了
拜 烧了香 敲了钟 在庙会上吃了很多。爽

总之 原计划4天的寄宿生活 因为奶奶的热情 多住了一天 变五天  还是过得很愉快的  跟住家的小孩玩的也挺好  体验了很多 还是谢谢两位老师的照顾 

  最后还有十三天！！最后两星期  离中间研修越来越近了  新学期也开始了  期待与大家的见面~



あと三日

2013.01.30

ここのところいろいろあってさ、なんだか落ち着かないよ。もう中間研修までたったの三日間だ。留学スタート時には、まだ５か月もある、冬休みにはあと１カ月半だ、そして
今日、  もうたったの三日！！  本当にはやいね。  携帯に入れているカウントダウンのアプリの数字が  毎日どんどん減ってきて  その分、気分は盛り上がってきている。あと五
日。日本での生活も半分が過ぎるんだね。本当にはやいよ。のこり半年、ボーっと過ごす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ね。  いろいろなことにチャレンジしなくちゃ。 学校の友達は、仙台
のお土産を買って来いって言ってるし。。センターの資料では  僕だけが特急に乗って、新幹線に乗ってそれからバス、最後に飛行機ってことになっている。  ややこしいな
（あ、ついでに。先生、僕の名前、打ち間違えていらっしゃるような。。チケットの名前が全部「しんいくこん」になっています。。）。あらためて、田舎なんだなって実感
が。でもいいさ。  だって半年ぶりに友人たちに会えるんだから。楽しみだな。話すことがありすぎるよ。  でも五日後にはきっと泣きべそ顔で帰ってくることになるから。あ
ーあ、フクザツな気分だ。  。だからこそ  中間研修の間は、思いっきり楽しもう。

  あと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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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间研修

2013.02.06

  玩的不错 干了很多事  估计玩得太high了 回来前就崩溃了

去了南三陆町 做了志愿者 开了交流会 认识了很帅的哥们 只有四天 太期待了 四天过的太快 又太慢。 

见了半年没见的黑娃和李强  还有河南。 玩的太high了 走的时候接近崩溃。 昨晚 最后一晚 说好通宵  没意思 通来通去还要回去。早早洗了睡了。 莫名的心酸  哭不出来。真的不想
再回这个 山沟。  原来还不觉得有多苦逼  听了他们描述的自己生活的地方  心酸。从新见到新大阪  群山慢慢变成平原 楼房慢慢变高 最后汇成一座大都市。 四天前的心情 想象来还
真是期待。  今天在机场 人越来越少  送走了臭豆腐 再送河南  最后是黑娃送的我们。相拥  泣不出。    昨天晚上三个人还围着看来日研修的视频  笑的很大声  说谁谁变得好多  最后
一句话 “虽然现在分别了 半年后的中间研修还能见面”  都沉默  心酸。

     已经完了  过了四天而已  再回到新见 看这些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东西  总觉得隔了好久。目标  面谈的时候说过了  现在只是需要时间要缓一缓。那些城市的孩子矫情的哭着说不
舍  我们几个  难兄难弟 就只能苦笑了。  欲哭无泪啊   

奉煜坤的日记



回来后的一个星期

2013.02.10

  今天是大年初一  祝交流中心的老师们还有奋斗在日本各地的同志们新年快乐~

  中间研修回来已经四天了 这周事儿也挺多 回来第二天就去滑雪了。当天雪下得不大 滑雪场的积雪还不算厚。 我报的是单板  貌似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滑单板。。 有教练 教的也很认
真 不过学的过程还是相当艰辛的。上午先是些基本的训练 快中午的时候到了山坡上  教练让慢慢的人字滑到山坡下。起初还是有点小怕的 不过事后验证这种担心是没必要的。因为
双脚上板了以后根本站不起来==  在斜坡上死活站不起来  看别人都连滚带爬的下了坡 我依旧窝在雪地里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太怂了==   下午就开始自己练了。 挣扎了好久终于站
起来了  滑起来不是很难  两下就到坡底了。爽。    差不多学会了  只不过刹车还是不太灵活 主要靠摔。。     总体来说还是很好玩的。 第二天浑身疼 疼的太夸张了  果然是运动不足
啊。。。

  最近宿舍网崩的厉害  像上次那篇倒霉日记居然给我投稿了两次==   昨天是大年三十  我的年夜饭就是去超市买的两盘饺子  味儿不正  但好歹是饺子。九点的时候 准时开始看春
晚。 跟群里的同志们边聊边看  说真的 有那么一股一家人围在一块看春晚的感觉。 虽然平时的网很恶心 不过看春晚居然没想象中那么卡 而且寮管知道了我们要看晚会 特意通宵没
断网！爽。  从小到大第一次  把春晚从头看到尾。最后结束的时候主持人一句“海外游子” 一下就想回国想回家了。 春节过得还是很不错的  今天大年初一 学校留学生活动 做火
锅。  前天就在超市买好了一大堆菜和牛肉  今天贡献出我的火锅底料  太感慨了 熟悉的味道  最后满屋花椒香！！太爽了  太感谢国内给我寄火锅底料的同学们了~谢谢~       跟我们
一块吃的还有一个柬埔寨姑娘  据说很能吃辣  不过最后还是受不了太辣了。。壮哉我四川火锅！！太感动了  一点都不觉得辣 太好吃了 今天还有一家地方报社来采访  问了我很多关
于火锅的东西。。 哈哈 太爽了  吃了很多   谢谢组织这次活动的老师！

 

     最后  前几天快死了的怨念 过了四天变得稍淡定了  感觉生活又走上正轨 不过还是很不爽==  慢慢来吧  还有很多事儿等着我做。  下周日 2月17号   新见乒乓球地区大会  我的谢
幕比赛。。  比赛完 就开始我的下一步计划了  这个月之内 一定加剑道部。  早已料到强人很多  竭尽所能吧  一定要通过初赛！！！  还有剑道部的事跟后井老师面谈过后就已经很坚
定了  没有退路。  还有昨天还梦见老师们到新见来了==   唉  事儿还多啊  一下倒计时就从前几天的166变得只剩160了  时间还是很快的 。  今天网二崩二崩的 图传不上去  下篇日
记上图吧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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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2013.02.12

  这周明显不在状态啊  中间研修的事儿已经缓过来了 但还是有些其他的原因让人高兴不起来。  上周日做火锅的事给登报纸了 有我的一张大大的照片。还有我的采访。。具体我也

没看 这是听别人说的==明天去拍个照。   今天给班主任说了换部的事  貌似很麻烦的样子  能不能答应还是个问题。。没天理啊  明天姑且一试  若失败只能动大招了   总体来说让
人很不爽  据说前一位加这个部的前辈  刚开始加的时候老师不同意 最后天天缠着天天在老师身边正坐才勉强争得了老师的同意。 听了就有点困扰了--  明明已经规划好的路 若是出
了岔子 就又不一样了。  尽力吧 姑且一试！！！

奉煜坤的日记



补照片

2013.02.14

  接上次照片的事。上几张照片。

滑雪照 老师没抓拍我在山坡上摔得大马趴的照片还真是遗憾啊==

这是上周的火锅 吃的爽死了。当天有记者来采访我了 附报纸照片一张 有点不太清楚

还有今天志愿者部活 整了调理实习。来自柬埔寨的留学生前辈做了东南亚风咖喱 很好吃 由于疏忽了一点 忘了买米饭 于是只能用面代替了 不过依旧很好吃。

奉煜坤的日记



  今天把后半年最重要的事定下来了。剑道部。  下周开始正式的了。跟我同房间的剑道部的前辈。中国人。 给我讲了很多剑道部的事  说训练刚开始很新奇 第一天下来肯定受不了
说肌肉酸疼是常事 几乎没有不疼的 买点蛋白粉什么的能缓冲缓冲。。还有脚啊正坐什么的 那前辈说刚开始训练很苦 脚磨掉皮磨得很恶心的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什么的。 话说正坐
一直很不在行 腿疼得要死  只能忍。 训练很辛苦 大清早我们还在睡觉的时候剑道部就开练了  晚上也是练很久。  苦和累都没什么了  我选的路 一路坚持吧。在从乒乓球部隐退之前
还有场比赛等着。这周日  最后的决战！！！ 祝我好运  



比赛前

2013.02.16

隔了好久用日语写日记。明天比赛。最后的乒乓球大会。单人比赛从下午开始，早上10点出发。不知道啊。觉得没有优胜的可能性 努力。刚才教头老师来房间了。说「明天努
力！」。真的有压力。～努力到最后

本星期和上星期都是三连休，心情特别舒畅。哪里都不想去，宅在家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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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闲得无聊就写日记

2013.02.17

  今天比赛。从墙上取下挂了好久的奉字旗 别衣服上。老师还特地鼓动同学去加油。。 练习的时候状态也不错  分组的时候个人觉得运气也不错   我 一个初中生 一个五岁的小男
孩 还有一个高中生。虽说比上次分的组好点  但是不尽人意啊啧啧。第一场打的艰辛不过还是赢了 第二场开始就有点慌了 对方虽说不强但发挥稳定  本来能稳拿的  后面打的着急了

输了。最后一场是跟小男孩的。 要是能赢小男孩 还是能出线。所以这场是最关键的   话虽如此 小男孩虽然只有我腰那么高 球打得很好。于是  就出现了一个高中生被一个小男孩
虐的满场子跑的情景==     丢人了。输了  小组赛都没过。。。果然不能轻敌啊血的教训=

    

  还有 最近看大家的日记 貌似情人节这个话题讨论的较多啊==   情人节一共得到四份巧克力  一份是学校中午便当给的 一份是班主任老师给的 还有两份才是同学送的。。不知道到
时候白色情人节会不会组织男生做巧克力。。

   还有两天就要开始练了 突然有点小紧张。下周去剃个平头 帅

奉煜坤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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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21

今天剑道练习学了一下正式比赛的规则啥的 还有一场练习比赛 我就参加了。非专业跟非专业对打 专业的跟专业的打。说真的 平时看那些个瘦瘦的 跟猴儿似的 一上场就像换了个人
那股子戴着护具的气场 就足以秒杀对手== 跟我练的是另一个非专业的 平时很内向 不咋说话。 第一次打这种比赛还是有点紧张 规则也不难 用力且清晰的打中面 手 肚子 就得分。
剑道老师要求吼出来 有气势 在剑道场上你没气势 吼不出来 就已经是输家。 平时练习的时候跺脚跟手上动作就配合的不咋的 一比赛就慌了== 基本是在乱劈。。 那哥们声音也不大
一上来就爆了我头 得一分。。太怂了 后面就开始大吼大叫 用尽全力追分 一直都是觉得气场不够 打击面每次都无效 就一直听剑道老师在吼“可惜了” 最后好不容易逮着机会 打手
得分。 最后平局收场。。

下个月有剑道大会 专业非专业还有老师都要上 突然有点期待了 接下来就好好练吧

奉煜坤的日记



考试完了

2013.02.24

今天是英语水平考试面试的日子。不是在我们学校，而是在隔壁的新见高中。之前也好好地练习了，但老师不同 ，还是稍微有些紧张。。嗯，已经结束了，只能祈祷了。3月10日成

绩出来，紧张

本星期的陶艺去了 展览会。去了新见旁边的高梁的一个美术馆。到了后特别吃惊。又是安藤忠雄做的东西。。展览会是陶艺老师的展览会，所以有很多学生的作品。也有我的～ 在
安藤忠雄的美术馆展览自己的东西，觉得非常光荣～

这是我的花瓶。。

老师的作品，名副其实～

最喜欢的作品§虽然不是我的§

奉煜坤的日记



交流中心的东西到了　中间研修已经过去半个月了。差不多都忘了。。。作文感到很为难啊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毕业式

2013.02.27

  今天举行了正式的毕业式  周一和周二都一直在演练  只上半天课  挺好。今天毕业式按照一般的流程来说我们在校生只需行个礼跟唱校歌就行了。  校歌还是第一次唱 跟想象中不
同 校歌很好听  以后还有入学式能在唱一遍。 演练的时候大家都很轻松 打打闹闹的  今天来正式的了一下子气氛不一样了。 配乐有点压抑  一股悲伤气  最后三年级出教室的时候都
哭得不成样子了。。

   中午跟同屋的前辈 也就是教我剑道的那位前辈 一块去外面吃了最后一顿饭  奢侈了一把 吃了烤肉。 骑车跑了好远  今天天气也不错  还是很愉快。   下午六点多  出发了 离开了这
学校。 唉 跟另一个后辈送到寝室门口  真心舍不得  刚开始我来的时候挺照顾我  心酸 想哭啊。

    还有台湾今天也毕业了。刚来的时候同屋 虽然只有一个月 还是相处很愉快。一走 寝室里一下就空了  少了好多人。 

  他们送了我好多东西当留念。台湾送了把竹剑给我  那位剑道的前辈把他当时的装备都给我了。 一套衣服 一些护脚的 还有本书。 很感动。 好好练吧

  高三的毕业了  也就是说春假一完我就变成高二的学长了。 好好努力吧。

   最近写日记的人越来越少了  估计只有我闲得无聊了写吧。。   还有  写了日记没评论是一件很憋屈的事情。。 原来每次写了日记 先生们都会评论  看了还是挺踏实  最近一下就没

评论了 ！  也不知道先生们看过没  。。。

奉煜坤的日记



3 1

2013.03.01

 这周过的非常非常充实  以至于感觉时间都不够用了。。体验了两天真正意义上的部活。 早起晨练一小时 上一天学 放学练到六点多才回寝室。 吃完饭已经七点多了。。 以后的生
活应该就是这样道场学校寝室三点一线了。周末也要练  明天上午还有豪华练习组三小时~  对于前半年颓废的悠闲惯了的我来说有些不大适应。不过必须坚持！。 大家都对我很好
前辈们 同学们 一直在教我。  由于是刚开始就只能从最基本的开始 护具也先不带 就练练手脚动作什么的。  大家在练习的空挡里轮流教我 感觉很好。穿上这身衣服就感觉不一样。
才练了两次手上就打了个泡 脚也磨了层皮。 一定要坚持 好好练 。以后有空拍点照片

   中间研修的视频终于出了  不过一开始打不开还是很伤脑筋啊  想了好多办法 最后终于看完了。。好感慨啊  明天就是中间研修一个月纪念了  30天  真的一下就过了 很快。 

奉煜坤的日记



ノーテンキな試験

2013.03.07

  今週は試験。めっちゃくちゃのんきで　楽。試験　数学はちょっと残念　満点取れなかった。一番満足しているのは　地学だ。赤点取ってないのはほんま気持ちよかった。　
他のはまだ成績出てない。もうすぐ春休みや　期待する。

剣道大会は来週火曜日。今日はクラスチーム決めた。俺はaチームの大将だぜ～意味わからんだけど。。まあ剣道部の一員として　一番下手なのはちょっと恥かしい。。まあ頑
張る。ちなみにあのう最近はなんか考えているのかよくわからない忘れことが多い。報告書は今日出してしまった。本当にすみませんでした　これから気をつけます。今日はこ
れで

奉煜坤的日记



周末

2013.03.10

今天是周日，有一个周末结束了。。昨天是周六，但周末也有俱乐部活动。上午练习3个半小时，真的累坏了。。今天是剑道部外出比赛的日子，我不用参加，休息！然后，周一是
剑道部休息日，又可以休息～太棒了～　本周1周考期间，没有晨练，但这一周又要开始晨练！困啊＝＝

今天剑道休息但Interact有活动，是高尔夫国际交流(不是真的高尔夫喔)。早上8点起床，没一点力气，昨天那么好的天气，今天却非常非常冷，冷死了！！只穿着运动服去的，冻死
人了。。。有好多外国人来，高尔夫也很有意思　。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老爷爷，用中文讲话。没怎么听清楚，开始以为他是中国人。但老爷爷这个那个说了很多，说今年有91岁了。中文讲的很好，令人吃惊，年轻时据说去过大连。
很厉害啊，高尔夫也打的很好。。。拿了第一

明天上课，只有上午，下午是去垃圾处理工厂参观。剑道比赛很快就到了～很期待～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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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

2013.03.12

 今天星期二  晴。最近天气变化很大 上午冻得很中午热得很。。昨天我们去参观了垃圾处理厂  感觉挺好很震撼。政府花了大价钱造了一座垃圾处理厂为了环境保护  在意识上就比
中国要领先。中国环境污染也挺严重的 为什么不想想解决的办法呢。。工作人员都很耐心的给我们讲解了 上几张照片

 今天上午 一年级的去了蕎麦打ち 做荞麦面。跟上次做的差不多 只是这次的荞麦面不是汤面 做的冷面。很好吃  就是切面的时候有点手抖 粗细不均的  不过味道还是不错的。

做完荞麦面就去了井仓洞 一个新见的观光地。就在外面溜达了会  有条河  一群人就下去捡石头打水漂了。山里的特色就是这了。。他们问我会不 果断来了一个4漂。总之玩的还是
很开心的  小时候的回忆吧   

奉煜坤的日记



做荞麦的地方是山顶  可以俯瞰这片地方  来张图

这张是在学校拍的  新见就这样

  今天玩的挺好 大清早晨练完就去了荞麦面  玩了大半天已经累得不行了继续部活 真是累啊==今晚也是 吃个饭也吃到了八点  悠闲时间又没了。明天剑道大会  在我看来肯定会被虐
的很惨  我们班的胜负就看那几个专业剑道部的了。我这种酱油角色只能看运气。总之尽力吧 就算乱劈也要劈出气势！ 看明天吧期待   



剑道大会--门外汉与门外汉野蛮的殴斗

2013.03.13

 今天举行了正式的剑道大会 期待已久的剑道大会。这个标题取的有点吓人 其实差不多 这场比赛完完全全在乱劈 不过很过瘾很好玩。

  我是我们班b队的大将 最后压轴上场的。第一场打野球部 前面的人都比赛的很好。剑道部的哥们儿都在给我打气 说按照平时的基本练习 一下一下打中就好。不过戴上头盔一下就
呼吸急促了。。紧张。比赛开始 那哥们不愧是野球部的 劲很大 一个劲往腰上抡 平时练得挺好  正式一比赛就全忘了 纯是你打我一下我靠神经反射再反击。。于是就变成了两位在场
上乱抡竹棒的壮观场面== 不过都进攻很主动 他先打了一个面打得分 结果我一激动跑出界了。。尴尬死了。。后来也逮住机会 打了他的头得分  后来的后来就一直僵持到时间完 比
赛终了。。

  我是场上唯一穿着剑道服胯下没名字的。。这次比赛就算是检验了我这几个星期练习的成果吧。。。

  第二场是全场最精彩的 学生老师大混战。。对方五个老师跟我们五个学生打。我运气比较好  剑道最厉害的两个老师都跟剑道部专业的打去了  哈哈避免了被虐的场面。eva先生就
是传说中剑道最强男人。。太壮了 劲也大的吓人  看他跟剑道部的打比赛都觉得疼。。eva先生的比赛一直都是撵着对方满场子跑  仗着体型优势把人撞出界  不过剑道部的还是抓住
机会赢了  太惊险了。 最后上场的是我  对方老师是英语老师 平时看着斯斯文文的  没想到一上来就爆了我头。。还没反应过来又爆了我第二下  太窝火了。。不过对方真的很强
啊。。就这样我的两场比赛就完了

   照片没拍 录了像 以后传到空间上。 今天玩的太high了  虽然被虐了很不爽 不过得到了一分还是满足了。 以后好好练 剑道要变强！！！ 明天继续晨练！ 加油吧！！！

奉煜坤的日记



照片

2013.03.14

昨天剑道大会  自己没拍照片 今天在学校官网上正好有这么一张照片 还刚刚好是我的照片~  

。虽然看不见脸  只有背影 我一看这照片就知道是我了。。因为全场只有我穿着剑道服头上戴的不是头巾是新手专用的面罩。。还有进攻的姿势  左脚有点后翘 不标准。。有这么一
张照片还真是万幸啊  还刚刚好抓拍了我进攻的瞬间。很感谢拍照的老师

  马上就春假了 这周终业式一完 换个寝室就正式放假啦。昨天这的留学生回国了。不过春假  基本都在部活。。。不过不用上课还是挺轻松。明天是大扫除  期待春假！！！

奉煜坤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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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19

きょうは火曜日　春休み中。この間ずっと部活　今日も同じ。午前九時から十二時　三時間ぐらい。明日は広島へ試合に行くけど　私は行かない　休み取った。あさってからは
新一年生も入って部活する予定　朝三時間午後三時間　一日六時間する予定！！！！計画はそうだけど、多分そのときは一日七時間八時間になる。だるっ！でも三日続け　また
休みになる。新一年生入ってことは　私も先輩になった～不思議だなあ～

今日はなかなかいい天気　部活終わったら友たちと外食した。遠いから自転車で行った　めっちゃ暑かった。ほんま春が来ただなあ～天気が良くて気持ちも良くなって来た～ラ
ーメンを食い　買い物した。帰るときも　道に車も少くなくて、ゆっくり帰って来た。景色もかなりきれいだし、途中も人々にあって「こんにちは」と挨拶したし、気持ちいい
なあ～　　　　　　　　　寮に帰って　布団を外に出した。ほんまこのような天気　このような村が好き。

奉煜坤的日记



新入生来了 变身前辈~

2013.03.21

  今天就用中文写。有两次了  明明是用日语写的投稿成中文  第二天一看就是日语的文章说是中文投稿  莫名其妙。今天新高一的来训练了 一想以后有人叫我前辈了就很激动啊~~不
过我比后辈还打的烂 这就有点尴尬了。好好练吧  老师今天说我进步很大  比较高兴  争取快点戴上面具练。

   春假啊 今天放了第五天了  过得好快啊 估计是悠闲时间比原来少了吧。今天除了上午练  下午也接着练  好变态。不过迎接新入生花了不少时间 练习时间就少了。在坚持几天 到时
候他们远征的时候我就可以休息了~~ 去周边转转吧~

奉煜坤的日记



のんびり

2013.03.27

今日は27日　春休みになってからもう１１日。この前部活やっと休みになった　あと５日間休み時間。２４日に教頭先生のとこへホームステイに行った。去年行ったことある
から、全然緊張してない。。

２４日には、全日本中学校ソフトボール大会が新見で行っていました。先生うちの爺さんと息子さんが応援に行った。新見で昔アジアソフトボール大会が行ったこともありま
す。めっちゃびっくりした。ちなみに、私の体育の先生がソフトボールの日本代表　すごくない？！

で、その後先生のうちへ行った。先生のおかげで、一緒にうち近くのあるハム屋さんへ行った。「健康王国」と言い、手作りハムが有名です。あそこでみんなといい交流になっ
た。ソーセージもハムもめっちゃくちゃうまい。初めて葡萄味のソーセージ食べました　美味しかった。私が四川から来たって聞いたら、一番辛いハムを招待されました。本当
によかったと思います

翌日はずっとテレビを見ていた。。爺さんと野球の試合を見ていた。仙台育英の試合があって、気になるからちゃんと見ていた。強すぎから、７：２で勝ちました　すごい。岡
山も試合に出って、爺さんと応援した。結局負けてしまった。。

その後外へ散歩に行った。山ばっかり。

。ホームステイ楽しかった。先生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今日は調理自習　火鍋作った。先生達も食べました。うますぎ　この味ほんま懐かしい

これで

奉煜坤的日记





这几天

2013.03.28

 本来写日记的就少 再加上没人评论 就让人觉得很不爽。投稿的问题已经出现第三次了 用日语写了 希望能被翻译成中文  结果第二天看是日语不说 下面还显示说中文投稿  莫名其
妙。网是卡 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没什么特殊的事情  假期里没了部活就一直懒洋洋的 哪都不想去 出一趟门又远还麻烦。山里逛来逛去也还是山  宅着。昨天做了火锅  邀请老师们一块吃。很爽 很辣   老师们有几个
有点受不了。挺好。

 还有四天休息时间 继续。

奉煜坤的日记



いい天気

2013.03.30

今日いい天気　ちょうど桜の時期やから、散歩に行った。新見の桜は４月の始めごろが満開になるそうで、花見はまだまだ早い。もう春になったか　早い。途中はコンビニで弁
当買って、公園で食べようとしたいけど、あきらめた。春休みに入ってからもう半ヶ月、部活なしの日も一週間過ごした。やっぱ部活のほうが楽しいよな　剣道部のみんなは帰
省、練習は２日から　早く練習はじめたいなあ　早く面付けたいなあ。

日記書く人は少なすぎ　多分楽しく春休み過ごしてるのかな

時間が早すぎ　去年のこの頃、もう面接の準備が始めた　その時はずっと先輩たちの日記を読んでいた　「俺も先輩のような、日本生活を楽しみながらこんな日記が書ければい
いな」と想像した。　今　私もちゃんと自分の日記書いています。誰かが読んでいるかわかりません。今はもう二年生になった　国のクラスメートより速い～いい感じやなあ～　
もう剣道入部して一ヶ月だ　一ヶ月はずっとそばで素振りしていた。基礎だから。みんなのような剣道やりたい　強くなりたい。

 

奉煜坤的日记



又休息了一天，心情舒畅

2013.04.01

今天是星期一，4月1日。愚人节和张国荣纪念日。对张的歌一点没有兴趣，他是自杀的。　顺便说一下，今天是最喜欢的电视剧「the walking dead」第三期结束的日子，感动
了。

计划是从明天开始练习,但突然有活动，请假了。明天大概去冈山和仓敷郊游，期待着。

谢谢杨同学和李同学的留言—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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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和今天

2013.04.03

昨天去了冈山和仓敷。本来是要去看樱花，结果下了雨。所以去吃了烤肉、购物。去了冈山的很大的一家动漫百货店。去年也去过、但什么都没有买。昨天买了福音战士的东西。使

徒和1号机、2号机。还想去啊，那里是宅男宅女的天堂啊。

哦，今天个了很久的练习。对习惯睡懒觉的我来说，好辛苦-，好困好困－。姬路一个中学2年级的孩子来参观，可能很快会来我们学校，介绍了很多。兵库县出生的人作了自我介
绍。很有趣，希望以后能来ー　　　　　　　　　　　　还有2天春假就结束了，作业都还没有做，要抓瞎了，今晚要加油。。后天是入学典礼，然后要改变房间的布置，要搬到剑
道部的楼层！这样早上早起就没有问题啦！！！以前一直在用闹钟，给同宿舍的同学到来不少麻烦　以后就不用担心了ー

就这样，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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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樱花

2013.04.05

今天天气很好，热得不行，穿了短裤。部活结束后去赏樱花。最近新见的樱花正好盛开。赏樱花一般是家人啦恋人啦一起去,今天两个男人一起去了。。有些奇怪的感觉。。　在中
国没看过樱花，今天是第一次，很美。

奉煜坤的日记



这个照片能看到我们学校。。

昨天搬家，从2层到4层行李很多很累。明天是日本人的房间改造，看起来很麻烦。　明天开学式，后天入学式，然后开始上课。新学期啦—

就到这里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开学式

2013.04.06

今天开学式，班主任老师变了。成了英语老师。班级也新编班了。但没太大区别。。以前的朋友们几乎都是剑术小组的，在班里见不到部活也在一起。教科书也拿到了新的。。数学
也难了。。

明天入学式，新的高一入学。新学期，部活动和学习都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奉煜坤的日记



休养日

2013.04.08

今天星期一,学校开学了。隔了好久的部活休养日，一天都很悠闲自在。下午新班级去公园拍了照片。樱花还开着，很好的天气，心情很舒畅

现在的生活，只剩下上课课和部活了。从前完全不能想象的生活，现在习惯了。早上闹钟响起，即使困了也要去道场。放学后练习三小时也不觉得苦。自己选的道路，虽然时间很短
也要像前面半年一样不浪费。

明天终于是戴上防护具的练习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奉煜坤的日记



星期三

2013.04.10

嗯，最近要晚上学习，电脑也只有日记时用。。报了日语能力测试，不知能否考过一级。。加油

新学期课程也增加了。新的老师也来了。英语R的老师特别帅、很有趣、中文也非常棒、令人吃惊。

数学和英语都改为了分班制。能进入特进班、很荣幸、也感到很大压力。＝＝　数学变难了　不知道能不能成为板上第1，压力啊－　英语以后要加油

俱乐部活动照旧，防护具只带身上用的，面具洗了以后还没有干，还要再等等。。　明天可以带上吧ー

昨天去鸟取看花。见到传说中的日本4大名山之一的“大山”。。　４大名山只有富士山有名。我以前之知道富士山啊。。　鸟取县的“大山”真的是大山，名字就是大山嘛。。　

听老师说，那里的幽灵很有名　去看了。。只是传说。。瀑山公园那里幽灵很多，去那里看花···从山的深处 隧道那里感到一股怪怪的氛围 。。完全没有人，道路也很窄，天又阴
着，好可怕＝＝　　　　　　　　　　　　　　　　　　　　　　　　　　到了那里，突然晴了。。大家在樱花树下吃饭　从前在电视剧里看过，自己是第一次。很好的感觉ー　　
吃完了，进入神社　在山林深处　　　突然感到像在“给桃桃的信”里的感觉。。

照片也拍了很多

神社

奉煜坤的日记



和老师们的照片。头发好长ー　剪头发太麻烦ー　这周剔光头吧（笑）

出现了！鬼！

最后 我生活的地方　2张照片ー

 my niimi cityー

再见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100

2013.04.11

 从今天到回国还有100天，只有三个月了。　时间过得太快了， 是个纪念日。　只是纪念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奉煜坤的日记



休息!!!

2013.04.12

如题所示， 明天请了假!!!　最近这个那个地很忙，可以休息太好了— 明天远征的剑术boys and girls 加油—

刚才，看了杜的日记，笑死了。。我也前不久检查身体，身高173公分，八个月只长了4厘米??!!　异怪—

嘿，明天，因为我的面，剪头发。长的难受。。

这样，周末好好地学习了(笑)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奉煜坤的日记



地震

2013.04.13

隔了好久的假日。一直睡到早上，地震来了。听说西日本有震感， 这附近的大家平安吧— 嗯，时间 正好是5点半起床了。今天远征的人五点半起床六点出发，地震来时有谁在床上
发抖吧。。。(笑)同屋超镇定。。但这个是来日本后的首次地震，心里有点七上八下。。　与四川大地震时一样。。

 

头发 终于剪了！剪了光头，还是光头适合我(笑)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奉煜坤的日记



415

2013.04.15

生活是这个样子 上课，部活，晚上学习。其他没有别的。

新生也进入部活一周了 偶尔说话。本月也会很快地度过吧—

嘿，还有两周黄金周 虽然有部活。休息三天。预订去大阪一日游。然后去哪里玩呢。不想宅在家里

就到这里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奉煜坤的日记



417

2013.04.17

 读了杨同学的日记，可怜的—人际关系。这边的部里，大家都非常热情，前辈也没太觉得是前辈。。　每天都很快乐地度过。

从今天开始戴面罩。特别特别热，流了很多汗　嗯，每天出汗，三个月里是不是能减肥(笑)

没有特别要写的东西就不爱写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奉煜坤的日记



周末了

2013.04.20

    今儿个用中文写。 又周末了  阴天  又冷  还下雨。于是就不想出门了  睡了一懒觉 起来  上网 。一周没放松过难得上个网 居然网又崩了==                                             八点多
四川地震了 雅安七级地震  八点多qq上同学就联系我说那地震了 成都感觉就跟那时候的汶川大地震差不多。雅安重伤  房子倒了不少 人员也伤亡了400多名。还好父母都不在四川
放心了。

   剑道部出去比赛  全员去 比赛的比赛 加油的加油  人太多 座位不够 于是就整层楼剩我一个了。  去是去不了 只能在这里给哥们几个加油了                                              中国地区
大会的冈山县预选赛  很重要的一场比赛  老师这一周为了整顿士气干了不少事  火也发过 话也说了不少。昨天还模拟赛了一场。  老师本人都亲自上场比赛了。 别说我 有些二年级
的部员都没看过老师比赛。  对手是我同学  很强  算是部里的重要人物吧。   之前也听前辈聊过  老师五十好几了 虽然觉得老了体力上不及年轻人      没想到 基本是秒杀吧  劲也大
 招式更不用说了  看着都疼 。。 太厉害了 第一次见  只能说不愧是老师。。。

 

  昨天  高一的去了亲睦研修  说白了就是游乐场玩。我去年没去 所以今年就跟着去了。高一的基本不认识  就几个剑道部的高一后辈。一路上前辈前辈的叫还是挺不错~ ~

  一块去坐了过山车。长这么大 其实也就坐过一次过山车  昨天是第二次。原来都是怕得要死 昨天一群人去嘻嘻哈哈的 看着也没感觉。。还胆大选了最后面的一个座位  这过山车是

背对着前进的  也就是说我坐车头。。正儿八经一屁股上去  才开始觉得不对 开始后悔了   虽然路程很短 背对着真是怕的腿都软了。。幸好拉了一后辈坐我旁边。。              刚开
始慢慢上去  上到那么高了  风景确实不错 还能看到濑户内海。。 紧接着就开始翻江倒海  真的是心脏病都快吓出来了。。   下来晕晕乎乎的  才发现还有一种站着的过山车。看他们
玩真是腿软。。

   就这些了  下周一完就是黄金周了吧。。十天大假 出去玩玩  期待

 

奉煜坤的日记



黄金周

2013.04.28

进入黄金周了！休息10天！ ～ 昨天没有练习，休息。别的同学参加比赛了。朋友进了前十六， 厉害。但据说有事件发生，今天白天一直开会，老师很生气。。

明天也休息 后天去大阪!!!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奉煜坤的日记



黄金周结束了

2013.05.05

今天是黄金周最后一天。明天开始学校和部活。之后的两个月，要好好练剑术。听说北海道的那孩子也开始剑术了，在东京比一下吧(笑)

 

嗯，之前的大阪旅行，特别快乐的4天。去了大阪城，日本桥，心斋桥和四天王寺。大阪与新见完全不同，是大都市。最感到为难的是交通。。在新见习惯了骑自行车，地铁有
些。。　而且，到了车站也不知道路。。　三人都一边查手机的地图，一边找道。好几回都迷路了，问了好几个人，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在大阪城拍了照片，去了心斋桥。美国村
感觉特别好。

大阪城

大阪城见到的石头，中日友好４０周年记念

奉煜坤的日记



日本桥

明天去学校，今天学校作业总算结束了。　最后的1学期要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暑热

2013.05.09

今天是特别好的天气。穿短袖去学校。下午太热了，地板很暖和脚也不那么痛。　据说有28度，穿着道衣不停出汗。。嘿，这么出汗，能够减肥就好了—

星期二在学校集会讲演。稍微有点紧张 但评价不错还好。。

读了中心的报告 离回国还有2个月 真的 太快了。现在练习几乎也和大家在一起。　下周周末去哪里玩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奉煜坤的日记



512

2013.05.12

今天是五月十二日。五年前的今天四川大地震。去年的今天参加了面试。已经过去一年了。

周末和平时一样是部活。老师说「你参加六月的新见剑术大会，」。回去之前又参加了一场比赛真好!!!!　笑 这次与之前的剑术大会不同 是专业的比赛。所以有压力—这次是第一次
的专业剑术大会。能参加专业的剑术大会太好了～—紧张—～ 到比赛还有1个月，要好好地努力

今天很热，据说有25度，夏天终于要来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奉煜坤的日记



隔了好久的日记

2013.05.24

本星期考试，有点忙。部活老师患了感冒，每天只练习一小时，特别轻松— 最近，上星期和松江的黄同学去了鸟取的柯南纪念馆。

纪念馆在鸟取县的由良。从新见到由良花了很长相当。换车也非常麻烦。嗯，花了3小时终于到了。在由良站见到了黄同学—。由良站真是不得了。到处都是柯南!!!真是不得了—照
片在下面

厉害吧—和黄同学见面后，去了记念馆。途中路过了柯南路和柯南大桥。厉害， 途中见到了很多的柯南铜像。

奉煜坤的日记



真厉害—走了１ｋｍ左右，到了柯南纪念馆—

下面是阿笠博士的车！！！　实物真是很帅—



然后，买了土产，回来了—

黄同学，谢谢非常快乐的一天。但做了5小时左右电车很累—

本星期结束了，考试结束了。终于要进入夏天了 练习也不断变得累起来— 嗯，下月的大会，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今天很闲

2013.05.25

今天很闲。从早上9点到2点部活。特别累。回来后马上睡了。脚也有伤 非常疼，走路也很费劲。练剑道的人脚上当然会有茧。现在是豆，习惯后就是茧，不痛了。

最近流感很多，老师一直说「好好洗手」。哎，老师，还是流感轻松～部活也不累～好了后再变累很讨厌笑玩笑玩笑～本周末有县总体，大家努力着。明天又5小时左右假名自己还
因为弱，好好地努力。

顺便说一下，上次测体重，减了三公斤～笑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奉煜坤的日记



累

2013.06.04

    今天怪累的 就用中文写了。 上周剑道部有一场重要的比赛  结果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重振剑道部。于是乎今天练习就特别注重细节 练了一个多小时基本都是打击头部。今天气温一
下飙到32度 热的想睡觉  特别累。脚伤好的差不多了  今天没贴胶布也活蹦乱跳的  这是好兆头。

     下周就要开始拍摄了。目前房间收拾还没开始 太麻烦了大扫除。。

 

奉煜坤的日记



采访

2013.06.10

今天终于整理完房间了。。特别干净。。　从明天开始接受采访 期待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奉煜坤的日记



拍摄结束的日子

2013.06.15

 这周周二到周四拍摄 两位摄影师辛苦了~  老实说吧这三天拍摄部活方面比平时累很多。。 现在拍摄结束了 房间又回到原来的水准 我觉得比原来还脏了。。 这周比平时忙的多 平
时练习再加上周末练 真是累啊。天气也热的不行  汗出的比洗澡还夸张。今天跟广岛一个中学举行了练习比赛  老师派我上场了。。紧张过度 真心什么都没发挥出来就输了。。 从早
上八点半断断续续持续到下午五点左右才结束。挺累的。  明天校内练习  自己还是很弱 要更加磨练才行

奉煜坤的日记



雨

2013.06.19

这期间一直下雨。 一天都在下，讨厌— 还是喜欢晴天。　刚才读了那个「日本生活终于。。」。注意到了最后的那个光头。体育部的人都是光头。剑术小组和棒球部的也是。我觉
得那是运动员的证明。好像不光头，就没表示运动的决心。。　实际是长发太热，出汗难受，光头方便。。　　所以光头。。

徐同学的录像看起来很快乐。　今天也是普通的练习，本星期到广岛玩～ 还有火锅制作！　期待—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奉煜坤的日记



比赛前

2013.06.24

上周休了隔了好久的三连休。剑道部全员去给中国大会出场的女子选手加油去了。。于是乎得到了三天可贵的假期。三天都在下雨 天气凉飕飕的挺爽。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网太卡。
电脑开不开网页 于是乎就写不了日记。。今天用手机码了一篇。。 周五说好的广岛旅行 来了一台风给刮跑了。非常失望。火锅也做了 送别火锅 别有一番滋味。 明天又开始新的一
星期练习了。这周末有新见市综体 也就是新见剑道大会。唯一一次出场机会。也算是我剑道生涯的谢幕比赛吧哈哈。最后几天练习一定要全力以赴。在大会上只要能夺一本 我就胜
利了。千万不能紧张 一紧张就完了。加油吧 最后。在东京和北海道小孩的对决 我准备好了

奉煜坤的日记



照片

2013.07.01

奉煜坤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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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比赛和首次胜利

2013.07.01

上星期日6月30日举行了新见总体。因为是首次比赛，非常紧张。那天特别热，比赛用的服装又很厚，出了很多汗。

9点开始是开幕式，以小学，初中最后高中的顺序进行了比赛。高中男子奥林匹克赛个人赛在11点左右开始举行。第一场比赛我出场，非常紧张。对方是新见高中的。发出比平时大
得多的叫声，脚下也稳稳的。1分，2分，累了，最后对方的小手空了，进了一个。

这样，3分比赛结束。我的胜利。剑术小组的大家在旁边很大声地拍手，呼喊，真的很高兴，感动。去老师的地方，新见剑术联盟的老师们也在拍手，感动。

然后个人战二次战输给了我们部长。。　团体战也输了。。　但是，胜了一次，真的很高兴。一生也不会忘记。这样能没有遗憾地结束剑术生活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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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闲自在的一周～

2013.07.06

上星期的比赛结束了，压力也没有了，度过了快乐的一周。本星期都是雨，很凉快,但剑道服干不了很为难。周末是休养日，大家几乎都回家了。明天日语考试，大家一起努力。

车票到后注意到，后半快得太快了。从仙台回来后，加入了剑术小组，已经过了5个月，就要回去了。已经被很多人这样问，「已经要回去了?!太快了？回国还继续剑术吗？」。。
嗯，还有一周多点，努力。剑术也准备做到最后。　下周欢送会，修学旅行，大下星期去看海。太忙了。

离别的礼物也收到了。是Evangelion老师送的剃胡刀和香水。。好大人样的东西。。　我会好好珍惜的！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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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

2013.07.08

 今天是7月8日。日语检定终于结束了，东京进修还有一周多点。还没整理行李。房间太脏了，扫除很麻烦(笑)

梅雨结束了,但今天太热。。好象有34度。练习糟了 辛苦。练习还有几次就要结束了 就要引退了 真快。

采访的录像也看了。o有趣。成了很好的回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奉煜坤的日记



欢送会和引退

2013.07.15

上星期班里举办了欢送会。吃点心玩游戏。一点儿都不难过，很快乐。

昨天参加了最后的部活。从剑术小组引退。像平时一样练习了三小时， 最后，进行了纪念留影和纪念比赛。与同屋二人进行了比赛。。大家都笑着给我们加油，很快乐。练习结束
后，与大家拍了照片。在line读着大家的留言哭了。。还是很怀念啊。

后天要去东京了。行李也大概齐了。还有两天好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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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日记居然是第二个

2013.07.29

    本想抢个沙发结果没了。。来个板凳坐坐。总的来说还是回国爽啊 一下飞机听到背后有人说中文习惯性转头感叹  真是习惯日语了。回国一个多星期各种大吃大喝 一年了觉得日
本料理确实健康 回国就又胖了。从剑道部引退整整半个月了  没有了晨练没有了那么多的汗 也有那么些不习惯。跟剑道部的孩子们混了半年确实挺感慨  17号大早上全体跑到车站送
我 还有老师 送了纪念照片 上面密密麻麻写的留言。在车站的时候没哭 上了电车看着窗外的山 看着他们的留言 哭傻了。 总之 还是谢谢中心提供了这么个宝贵的机会 在新见度过了
难忘的一年  希望八期生好好加油吧。忘不了啊 共生剑道部

奉煜坤的日记



第二篇日记

2013.09.21

   回国两个多月 开学三个星期了。国内的高中学习很是枯燥 这周难得放了三天假 闲来无事看了八期生的视频  跟我们那时候一样啊 初到日本的心情什么的。现在总能回想起那个村
子里一群小伙伴 跟他们一天到晚打剑的场景。

    九月份交流中心的老师带着鸟取大学的学生去了我的学校交流  跟日本人聊天 感慨啊我那段在日本的时间。

    今年分到我那学校的貌似是蓝同学 也不知道过得怎么样。进剑道部吧（笑） 其他也没什么了 希望八期生们珍惜在日本的时光 虽说刚开始略苦逼 不过坚持就是胜利 good l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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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见

2014.07.30

   八期生已回国 也就是说我们七期生已经回来了一年了 相当快啊。七期生里有人去了日本准备考大学 有人已经上了中国的大学 而像我一样的才刚刚混完高一。。时间真的很快 现
在想想那一年还是感慨万千。

   然后暑假里我去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参加夏令营 中途去了北京的国际交流基金 日本文化中心参观 见到了后井先生！先生还是一样的精神抖擞啊  也见到了在日本文化中心上班的
一期生的学姐 还真是有趣的经历。

   在北京同样也约了那年在新见认识的中国小伙伴 都变了很多 也收到了礼物 挺开心的。跟后井先生的合照

   最后也祝中心的北野谷老师，丰川老师，野田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期待着下一次再会。

奉煜坤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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