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到日本了恩。

2012.08.29

破电脑！！在一片笔记本里面用手机登录鸭梨山大啊！！！那么，希望这一年顺利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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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是因为不能翻译所以显示不出来吗~！！！！！

2012.09.02

所以我上一篇没显示出来的日记内容是今天很开心逛了超市做了炸猪排没了然后上一篇没有显示出来上上篇也没有！！！！我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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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我没有按投稿啊哈哈哈哈哈

2012.09.02

再说一遍！今天很开心！！！！！去逛了超市，虽然说是乡下，但是东西真的很齐全很多，以后有时间一定要自己再去逛！！！！！  然后 晚饭的炸猪排我帮忙做了 第一次动手做
饭 哦液！！！！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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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去了学校！

2012.09.03

  班上的大家！！！都好热情啊！！！！！怎么说呢 虽然我的座位四周全是男生 但是男的女的都很好相处诶哈哈哈哈哈哈哈之前本来还很紧张的，自我介绍的时候也挺紧张，其实
相处起来真的大家人都很好！！一起吃饭，一起上课，一起准备体育祭在太阳地下训练，跳舞~~！【不过这个训练真的好累好累。。一天就让我有点受不了啦 竟然还要持续到九月
九号！！！明天一定要记得带好防晒霜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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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体育大会完毕了~~

2012.09.09

不可思议！！我竟然坚持了一周一直跟大家一起在大太阳底下每天练习！！！竟然还没有倒下！！！不过，日本真热。。。每天从早上骑单车上学就开始全身是汗 一直持续到放学
回到家洗澡完才能舒服点。。。终于终于结束了T T ！！虽然我没有参加项目，只是跟大家一起入场行进和应援舞，但是这么多天练下来真的好累T T    我发现日本的妹子们都好有
活力 这么多天下来还是能够很热情地坚持到最后！！明天终于有一天的假期，但是要去市役所。。。。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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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好像也没什么

2012.09.15

今晚去参加了庆祝学校男子网球部获得全国第三的晚宴=v= 虽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要邀请我。。在场的除了网球部的人 其他全都是大人，有家长有领导，食物很好吃=v=于是 我还
是不知道为什么要邀请我= =

 

几天前选班干的时候我选了个看上去比较轻松的职务……世界史教科联络  结果过几天就发现世界史的课有一节和留学生的礼法课重合了 orz。。

 

每个星期四将是我进出作法室最多次的日子  早上第一节：留学生礼法课，三个留学生一起上    第四节：我被安插到二年级的班上 一起上礼法课    放学：茶道部。。。通过对茶
道，和室礼仪的学习 我感觉日本人真的是很注重细节。。比如泡茶的各种细节动作多的我都记不住  果然要学还是要慢慢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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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号要参加matsuri！

2012.09.19

二十二号的matsuri留学生和各种市民都要参加~~在大街上跳舞-v-！！好期待~

 

今天我拿到羽毛球部的入部届了！！虽然这个星期余下的几天都不能参与训练 但是下星期开始我应该就可以正式参加啦-v-

 

今天上了舞蹈课，把大家分成了三个组 我们组的名字叫做「うめぼしボンバー」=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么二的名字=v= 虽然还没有决定曲目和主题，但是之后的舞蹈课作
为梅干组一员我会加油的~=v=

 

最近有趣的事情么……昨天的英语口语课，老师是个超级有趣的人=v=会讲中文 英文也很好！！可以说是我见过英语最好的日本人了！！于是我一节课都在用英文介绍我的城市和学
校-v-还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的歌曲和国歌 最后老师还跟我一起唱了中国国歌=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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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理実習！

2012.09.21

今天的家庭课和大家一起做了和食！親子丼、酢の物、お汁、豆腐白玉~~其实有一点点手忙脚乱~而且我忘了今天要带围裙三角巾和口罩所以都只好用借的。。更悲剧的是我忘了
可以吃自己做的料理 于是我把便当带去了！！！一个中午吃了两份饭>< 虽然都很好吃-v-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黄 晨的日记



冒雨的matsuriT T

2012.09.22

好冷啊！！但是好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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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运动！！

2012.09.26

昨天和前天下午都去了羽毛球社 昨天在学步法满场跑……于是 我的大腿 痛了一天T T ！！！以后要多多运动啦 

 今天又上了舞蹈课~原先的うめぼしボンバー又分出几个小队分别选歌。。かわいい系、カッコいい系、セックシ系和……我在的= =。。。へん系  へん系嘛就是选曲或者舞蹈动作
很へん……只有我和eri  本来想用印度的背景音乐跳舞 最后敲定的是「恋するニワトリ」- -。。。一听名字就很へん！！——不过 我觉得好有趣啊= = 所以一定会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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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了茶道的道具！

2012.09.27

第一次发图片 希望能显示出来=v=

 

今天下午参加茶道部的时候 老师给了我道具 跟平常练习的不同 个人的道具是很贵的 我这种似乎要五千多……但是老师说是日中交流中心的老师们帮我付的 真的谢谢各位老师啦！！
今后也要认真的学习茶道和日本传统=v=！！上周六的时候去了茶道老师在家开设的茶道教室喝茶，才发现在茶道教室里面学习的真正的茶道远比学校礼法课，部活动的要深奥许多
有好多好多细节，还有什么时候正客鞠躬什么时候大家一起鞠躬之类的……不过我还是先从基础好好学吧=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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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快乐

2012.09.30

可惜天气不大好看不到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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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事情好多啊~~

2012.10.05

快考试了 这次考试我想参加……所以要努力了T T   古文啊历史啊什么的我估计会挂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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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地干农活的一天！！

2012.10.07

今天太阳超级大啊！！！早上九点开始大家一起去收割稻谷T T！在隔壁的南九州市的山里有好多田地 今天因为是休息日 又是秋收时节 所以特别多在收割稻谷的人    お母さん说家
里吃的米都是自己种的，一次种一年份，收割也是收一年份 也就是说…今天要干的活非常多= =

 

虽然也有很多人用机械收割效率会很高也很轻松，但是那样出来的米还是没有收割晒出来的好吃的样子>< 而且那块田地附近的小溪很清澈 养出来的米一定也是比别的好吃很多！！
所以虽然辛苦 却也值得 

 

不过 这一天干的活真的好多啊……虽然割水稻用的是小机器 但是之后所有的事情都要人力工作  要搭棍子 把割下来的水稻放上去  还要用塑料袋包起来……九点出发 一直到下午三点

多才结束所有劳作  期间一直艳阳高照……     所以好累啊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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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试之前的周末。。好日子去旅行！

2012.10.14

之前没有复习　现在也没有复习　。。。。。“考试要点再开始前拼命学习称作Yamatake”老师说。。（其实不知道日语怎么讲，反正就是中文的“临时抱佛脚”吧。

 

但，佛脚也没抱。。。。。

 

本周周六、周日休息，拼命得＿＿＿＿＿＿＿＿＿＿＿

玩了　（－　－b~）

 

 

周六和妈妈一起两个人去了大分县的汤布院。早上5点起床，去加世田，然后鹿儿岛市、熊本县、一直到大分县！！　　那天天气特别好！蓝蓝的天空呈亮通透 阳光穿过棉花糖一样
的云彩笼罩着群山。在巴士中睡不着时看着窗外的风景，觉得心旷神怡。途中还看到了阿苏山。枫叶的鲜红、山林的葱绿、天空的湛蓝。好一副美景!从山顶遥望脚下的风光真的好
美！！

午餐也很好吃＞＜　有点吃多了。。

 

九重”梦”大吊桥是日本第一的吊桥。经过桥上看到四周的风景，很是震惊！据说有三个瀑布。从桥上往下看，有点害怕。因为桥非常高。过桥时摇晃的很厉害。。。好害怕！！！
妈妈在中途放弃了（笑）　但我坚持到了最后！！太棒了～～

 

 

然后是散步汤布院！~!说实在的！！六十分钟太短了！！！！！汤布院里的好吃的点心商店、杂货店、美术馆等有好多地方、但时间太少没怎么看！！遗憾（泪）

 

 

 

然后！今天又外出了！去鹿儿岛参加真正的品茶会！！

好紧张＞＜　想要是错了怎么办。。　在寺院中进行的品茶会。环境清净优雅、参加的人都穿着漂亮的和服。这样的氛围也很重要。真正的品茶会就是不一样！！

品茶会上看到的道具也是男的的珍品。茶碗什么的、不同的形状、花纹、颜色都很漂亮!终于明白了“一期一会”的意思。意思一定是要珍惜和如此珍贵的茶具的相逢的机会。

 

很累、也没有进行考试的复习 所以。。好糟糕T　T！！但是着两天的体验比考试更重要　！！教着两天比任何教科书都更令我学到了东西－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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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日子去旅行 找一朵云彩像白羊 是爸爸教我的 与歌声相伴前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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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情

2012.10.28

终于下周的星期五，星期六迎接文化节～

作为留学生，因为有演示要准备很忙!!不可超过三分三十秒所以要好好地计算时间，想办法啊～希望顺利。

 

大前天开始肚子痛。吃了自己拿来的药，同样也没好。终于昨天开始发烧。给妈妈打电话马上去了医院。讨厌生病啊。没有精神，发倦，不能随便吃东西。现在只有按老师说的那样
好好吃药，但终于恢复了精神。

 

不管怎样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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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不幸很多。。

2012.10.31

肠胃炎刚好

在回家的路上又跌倒了。。。T T

 

本星期和上星期和同学一起做文化节的准备，很享受=v= 别的班级都是卖章鱼烧什么的。八班只有balloon art的展示。。。但一点不轻松。　　有点辛苦,但和大家一起做事很重
要。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加油！奥奥奥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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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球艺术准备完成

2012.11.01

今天一整天都在准备文化节！　老实说很累。一直站着 presentation的彩排也做的～！终于明天就是正式表演！是人生首次的文化节 只有一次的文化节 特别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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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节第一天

2012.11.02

演示非常成功！太好了～给大家看了很多小时的照片啦喜欢的粤菜的照片啦,大家都特别吃惊。日本人果然无法理解鸡爪能作为菜== 上次午饭的时候，说「也吃过狗肉」，大家非常
吃惊。==确实很可怕。。穿着汉族的传统服装发表的～很好的感觉～结束后，老师也夸奖说「发表得很好哟」(笑) 真好～真好～～～

 

第一天全部是舞台节目。所以是在体育馆度过的== 大家的歌，舞蹈和戏剧非常精彩!!开始于乐队的生物股长乐曲连奏。有演「极道鲜师的团体，非常感动。T T BGM也很好地使用
了「纽带」和「no more cry」， 看时的回忆浮现了出来T T。怀念。yankumi

 

之后自己非常喜欢的曲子也出来了！大家一起唱了「flashback」这首歌～～

 

说起啦，自己喜欢的歌曲也有几首

 

但不知道曲名。。。遗憾

这种非常想知道但却过去了的感觉，中文说是「捉急」。

 

特别捉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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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

2012.11.02

像丰川老师说的那样，不幸一扫而光的感觉

 

很好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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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节啊啊啊啊啊

2012.11.03

早上开始模拟店，很有文化节的样子～

吃了棉花糖，炒面和冰糕等很多不知道名字的东西～射击也得到了很多奖品！

 

八组的balloon art展示非常成功，也很热烈。匹诺曹先生，辛苦了！

 

特别快乐,但有点累。不知什么时候发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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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圣节聚会！

2012.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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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上画着奇怪的妆！(笑)



今年的宾果游戏，胜的三人都是留学生。。

用阿隆话「外国人power！」2333～

吃了很多点心满满=v=

头上是刀的面具。。。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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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崖佛祭祀！

2012.11.11

今天是旁边的城市的祭祀～～吃完饭正好要出去。寄宿家的家人带了我去～！

 

已经是秋天，岩屋公园的红叶很漂亮。如果是春天，应该可以在樱花树下吃烧烤～～

 

舞台上孩子们的舞姿很可爱！！！！还有在骑马。还碰见了学校的原负责留学生工作的老师！老师问我“后井同学好吗?”，我回答"很好”。但是，老师，您好吗？(笑）

 

 

吃了烤鸡肉串回去了！回家的时候已经4点半左右。。。路上把月例报告放到了邮箱里。。。已经晚了吧。。上个星期已经写了报告，但是放在抽屉里给忘了＝　＝！！对不起！！

 

今天还是中国的光棍节＝　＝。　祝大家“光棍节”快乐～

吃完是

隔壁的市的祭祀的～～饭，正好正要出门。主人家族带去的～！

 

因为是
秋天所以，已经岩屋公园的红叶看上去漂亮。据说如果是春天，在樱花下芭比球杆也作成的～ ～

& nbsp;

在
舞台孩子们的舞蹈可爱的!!!!在那里乘坐马的人也在。并且，也遇到了学校的原留学生担当的老师！「是以后是不是井先生精神？如果被听见」，回答了「很好哟」,不过。老师，好
吗？(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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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吃
烤鸡肉串返回了！返回时再在四点半左右变成了吗。。途中到邮筒放入了每月定期举行报告,不过。。。已经迟到了吗。。上星期已经写了在抽屉中忘记了==!!对不起!!

 < /p>

今天也是中国的独身日==。　「光棍？」恭喜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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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

2012.11.20

今天有篮球比赛，第七节课改成了自习！！！＝ｖ＝体育课时去看了比赛，名不虚传。。很激烈欸。不论体力还是反应能力，那里站着的人都好厉害哦！！哇塞！！！

 

 

自习时间。。。。。。。。。原本是就智能电话和软件、服务商讨论。。不知不觉被说到“很上劲(Nori-发音同“胶水”、“海苔”)啊”

 

上劲(Nori)。。？

既不是吃的Nori也不是涂的Nori＝＝！是有关相声的～

 

也表演了相声的逗角(Noritsukkomi)！！超级好笑。。但好像不能笑＝＝渐渐的。。我好像看到了相声之门向我打开了＝＝

 

今天想往常一样有俱乐部活动。期末考试快结束的12月9号有羽毛球比赛，老师说“这次比赛Shintyann也可以参加”！！

好惊喜！！以前老师也说过"Shintyann一直在练习基本功，加油练习一定可以参加比赛”，这一天来的好快！！

 

但是说真的。。。有点担心。自己不擅长运动，没有运动神经。以前根本不喜欢运动，也没怎么练过。真正开始认真起来是暑假的时候。但反应能力太差。。如果因为我的原因打败
了怎么办　好担心。

 

但。。！！！正是这样的时候更要拿出干劲！

虽然打的不好　但 绝对不能 输给自己！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黄 晨的日记



考完了

2012.12.07

期末考考完了哈哈哈哈世界史及格了竟然！！！日本史也拿了九十多！！

 

接下来就是比赛了！！！星期日要加油啊啊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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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会～

2012.12.16

说到女子会一定少不了购物，大头贴和电影！

 

乘九点十分的巴士去市内～一个叫Amyu的大型购物中心～～

昨天海贼王电影开始，今天也有很服喔人排队，好厉害!!其实，并非想看海贼王，但还要和来看海贼王的人一起排队。。。所以最后买到票，入场时 电影已经开始了。。

一部叫「恶的教典」的电影。一起去的大家都觉得可怕用手遮住眼,不过，我一直直视到最后!第一次在日本看电影!!大致都明白了很好～

出来后一起照大头贴！并且吃了印度菜！馕，好好吃!!!

 

之后去购物～～几个月没有购物了。。买了手提包袋和连衣裙～（是为了这个one piece来的。）

 

最后乘坐了观览车!!和Kaho买了相同的手镯，在观览车转到顶点时手镯相碰!!!这样，就会一直是朋友!!

 

会去已经很晚了，不过。。。今天太快乐了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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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对抗赛

2012.12.20

今天是半及j对抗赛第二日，正式结束了。

昨天开始的班级对抗赛，分排球、dodge球和跳大绳三个部分～

 

我参加了dodge求和跳绳。

dodge球因为一次也没有玩过很笨。内场全然不行，马上回被打中，所以比赛开始时候进入了外场。真的很激烈。。我没有怎么用上力气,不过，大家真的努力了。谢谢!!八班的女子
输以后一直看男子比赛。

八班的男生，很强!!!!位于一年级第一名,不过。。。最后输给了 二年级和三年级。不过，努力过了，很棒！

 

昨天的下课后参加了ESS的圣诞聚会～加拿大来的aron制作的加拿大风的布丁很好吃～

 

今天的跳大绳！超笨，特别担心。练习的时候也没能跳好。但是大家对我说「不要紧！」，与我一起练习，正式的比赛的时候漂亮地做到了!!谢谢大家T T

 

今天的俱乐部活动呢。。是外练。跑四千米，还有背部和腹肌锻炼啦连续进行了几百次。。真的。。。。。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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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

2013.01.05

新年快乐！

 

。。

因为新年，所以很忙！

 

新年料理，烩年糕，荞麦面

吃了很多～～

 

新年后首次参拜穿了和服～带很紧!!!很难受TT但总算成为女生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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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学习日

2013.01.19

说起来今天统一考试。三年级的前辈们，加油!!!!昨天也有出发式。。

 

所谓在家学习日，是因为高中入学考试休息。昨天老师也严厉地说「学习!!」，「出去了不行!!」 --

嘿。。。好不容易的休息却。。

但还是没心情学习。

所以今天上午在家悠闲地度过了～

太喜欢电视节目关jani&infin的丸山的短喜剧小品了!!!!

下午又去部活。已经毕业的前辈今天也来部活，真好。但是因为有充分的时间比平日都辛苦啊。。

也进入了比赛！比自己首次比赛时好了一些!!但还是步法不行球不向瞄准的方向飞。。。。。。。。。。。。。。。。已经!!不努力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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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前

2013.02.08

中间进修累了。。。但是很快乐

一转眼半年过去了。。。

还有半年。但必须努力向着目标好好度过。

 

回来那天真是累了。。飞机迟了的话我觉得就不去学校了吧,但还是平安到达了。所以之后那天虽然很困,但还是去了学校。。。

下周已经是期末考试了。。。。。。。。。。。。。。。。。。。。

去学校后调换座位了。坐在教室正中…。。。。。压力!!!!

但和大家都好久不见了,能再见很高兴

午休时很高兴地给大家分了土特产！大家都说高兴，～真好!!!!!

昨天和今天都拼命地抄着笔记。必须补上进修间落下的笔记。。世界史 日本史 地理 社会，该记的东西真多。。马上就要考试了，加油。啊噢oo！

然后。。今天下课后去拍了大头贴。马上就要考试了,但还想去。。还有三连休呢

 

从明天开始享受三连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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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2013.02.23

考试顺利地结束了，真好

期间和朋友去图书馆，学习了很多—～

世界史考了94分—～

最初是14分，现在是94分—～

 

音乐17分—～～～～被男生笑了—～因为不及格的人只有两个—～～

厉害吧

然后

情人节期间也要考试就这样和学习度过了

但是！

特别犹豫，要不要做巧克力-「

 

但好像忘了写在日记里了

被说像兔子的大便!!!!

 

哎呀，从开始就打算做出大便形～非常成功

大家都说，「很好吃，就是像大便」

暂时命名为「大便巧克力」～

厉害吧～

 

在朋友家做巧克力时看了R1的录象！human中村真受欢迎，还有kintaro。。。「我虽然讨厌，但真正的前田敦子。。。。。！!!!」

现在想起来也想笑的搞笑节目「ketsu名片」!!!!!!!!!!!已经!!!!!笑得不行了

 

还有。。。。

黄 晨的日记



昨天吃了烤肉！部活回来吃的～～～～～饭后的冰淇淋也很好吃～～～感动!!

而且

今天成功地剪了头发=v= ——印象完全改变，妈妈说「变身成了姐姐」～

 

 

那么，就到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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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间连续达成！

2013.03.08

啊！

毕业式结束了。。

 

二年的前辈们 修学旅行一周

 

所以，一年生之外都不在操场！

ESS和茶道小组前辈都不在，本星期取消了。。。

茶道小组逃掉外练

只有这次了

嗯，也好。已经不怕外练了

 

这样

连续一周部活

 

只能说肌肉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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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训

2013.03.24

太辛苦了。。。。。。。。。。。。。。。。。。。

第一天跑了10公里去到集训地。。。。天哪累死人了！！！！！中途也偶尔停下喘口气中，但是坚持到了终点！那时体会到的成就感无以ーーーーーーーーー言喻。

 

但

到达以后，也没有休息　　直接进入了训练　更是累死了

由于平时也经常不能参加俱乐部的训练

从来不知道腿可以疼成这样。。。

可以说现在腿已经是非常奇妙的一种感觉。

集训地的后面正好有墓地。以前参加过集训的前辈说有鬼出现。。

“洗手间看到了白色的影子”

“半夜有奇怪的声音”

什么的。好怕，所以晚上上卫生间都是和朋友两个人一起去　不过，我什么都感觉不到。。男生一直到晚上3点都醒着，说有人在台阶的地方がしたって

哇　好吓人！

 

鬼的故事就讲到这

 

第二天也继续跑，大概7公里左右。。和第一天一样最后一个到达的。3天的练习结束真的已经完全瘫下了。。。

 

白天很辛苦，但晚上很开心！！！！

第一天晚上和二年级的前辈一起在房间开女子会。。。但，大家都有男朋友，各自和男友煲了一晚上电话。。。没有男朋友的人真是坐立不安。。。！

 

第二天晚上。。是前辈的生日聚会　结束后和一年级的朋友一起和老师聊了很多。。。！老师的太太、恋爱史等等ｗｗ好有趣ー！　一边聊天一边吃下酒菜像大老爷们似的。。好开
心！！！！

太开心了、一直到1点才睡

 

所以今天体力不支。。又累有困又困又累又累又困打不动跑不动怎么也到不了

 

终于回来了　可明天又有俱乐部活动

 

真的受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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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郊游

2013.04.13

去了动物园！

情绪高涨=v=去之前一直说「有猫就好了」。。

真的有猫wwww 

 

动物的粪稍微有些臭==

然后。。　因为热吗？大家都睡着!!树袋熊还有豹。。

睡着的熊的姿态!!!!!

这个，因为太热吧!?

 

在隔壁的公园和大家一起吃饭～

然后。。一直在玩花一匁————胜了很高兴～

 

困了困了困了，爆睡

黄 晨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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