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写日记

2012.08.29

现在，在奥青。

是第一次写日记。说什么呢？

日本，是真的非常漂亮的国家。今后的生活一定会很快乐。期待着。

 

2012.8.29 于国立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综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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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冰雯的日记



前方的新生活

2012.08.31

明天就要离开奥林匹克纪念中心了，去新学校。大家今天好多都见到老师或者寄宿家庭了，结果自己是少数之一，不过也好，这样保持神秘到明天了。

这四天麻烦老师了，后井老师、諸田老师、豊川老师、林老师....好多好多老师，真的好谢谢。学了好多东西，也给老师添了好多麻烦。

本来想征求同意之后发照片的，结果不仅忘了征求同意，读卡器还给寄到学校去了。明天再去问问老师，不介意的话，我到了学校发出来好了。

四天不长能认识很好很好的朋友真的没想到，是@桐生，可以去搜一下她啊！很好玩很好玩的四川女孩子，吃辣跟吃饭一样的，太厉害了！

明天中午就去学校了，这应该才是真正新生活的开始吧！虽然来的时候兴奋的要死，真正去的时候反而退却迟疑了。

学校宿舍似乎没有wifi的样子，啊啊啊真的好苦恼啊以后怎么发日记。0.0

不过不管怎么说，主旋律还是，期待新生活！

 

2012.08.31

在国立奥林匹克青少年纪念中心

鐘冰雯的日记



今天为止的总结

2012.09.02

可能是近期最后一篇关于日中交流中心的老师的邮件了，因为开始新生活就不能再一天到晚想着以前安逸了。

今天问了各位老师，都很爽快的答应了可以放照片！真的很谢谢！【鞠躬】

首先是中心的教课老师，面谈也是他们在做，真的很辛苦呢，早早的起来晚晚的回去，再次十分感谢！

（左边到右边除掉我的话，是：后井老师，諸田老师，豊川老师）

 

然后辛苦的摄像老师，0.0虽然看到的时间不多啦，但是除去面谈那一天，每天最晚见到的都是他们，好晚下班啊，还扛那么重的东西。摄影老师的照片不全哦，因为最后一天有一
位，（貌似是录音？）老师怎么都找不到了。

一身正气的感觉啊！（藤山老师和古林老师）

摄影老师一天到晚拍我们，结果被我们拍的时候感觉僵僵的。

再次感谢！

鐘冰雯的日记



（草野老师，不知道照片看不看得清名牌）

超级温柔的老师，一天都在笑，要是换我肯定做不到的，超厉害的。

穿制服的是徐姐姐，走之前还专门叫我不要叫她老师，中国人来的！除了后井老师和林老师唯一能跟我们讲中文的人！特别亲切！

其实还有好多老师，林老师、后面来的盐泽老师、电脑老师，还有好多好多。结果今天走的时候情绪失控了顾不着照相直接逃出去了o(╯□╰)o，但是都谢谢！打心底的，最大的感
谢！

明天去学校周围逛逛，前辈们真的好亲切好热心，也谢谢宿舍的前辈们！

那，晚安了。

 

2012.09.01

在樱丘高等学校



第一周结束！

2012.09.09

看来很多人都已经决定好了部活动了呢，我算是动作比较慢的那一个吧！

一个星期的磨合，宿舍啊学校啊也没有刚来时候那么辛苦了。果然跟岩佐老师说的一样，总是需要时间的（翻译君这个上原话：時間が課題をかかることだからね）。

其实呢，部活动我到现在还没看完，学校的体育似乎很厉害，弄得一开始想找个文化部活动的自己有点措手不及。只好跟着同宿舍的同班的把能看的先看了，大家都很厉害，自己也
忍不住开玩笑说为什么这个学校不叫樱丘体校。

不过可能是因为住宿舍的都是体育很棒的人吧！英数科其实学习很厉害的。

大家的文化祭似乎就在月末呢，我们也是。不过我们班是骑车，从气仙沼骑车回学校，名字也很棒，800kmの绊，其实这周周五已经有一部分人去骑了。我是27-29那拨人，好期待
呢！

看来好多人照片都显示不了的样子，和后井老师说了，照片也给了他，可是似乎还不可以的样子呢?

 

2012.09.09

在 桜风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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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假期

2012.09.10

今天校庆日，然后就休息了。结果早上愣是没想起来，凭着本能冲过去上课了，像个傻瓜一样TAT，还好乒乓球部的前辈在校门口跑步，不然估计我能等到现在。

不用补课，看来日本的学生真的是没什么压力的。

下午去公园走走！学校旁边真的很方便，但是又很安静，不像在国内，自己的小学和中学都不幸在闹市区步行街附近，吵死了。

早上起来能听到宿舍旁边棒球场训练的喊声，元气满满，听的人都感觉充满了力量。

还以为瑞季今天能回宿舍的，结果发现校庆多休一天，她明天才回来。不知道腰的伤怎么样了呢，这种情况下明天还要去社团练习，真的很刻苦呢！即使上课不好好听...

怎么说呢，日本的学生虽然不怎么听课，可是认真是摆在那的。这可能就是区别吧，学习是知识，是可以强硬塞进去的；但是性格却是很难改的。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真人秀，淘汰的
时候宁愿淘汰有团队精神而不勇敢的人，也不愿意淘汰勇敢却一意孤行的人，大概就是跟这个类似吧！

从小学开始的，社团活动也好，体育练习也好，这种坚韧和认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赶上的！

我也要加油呢！

鐘冰雯的日记



第二周完

2012.09.14

今天入部了哦，乒乓球部。

今后可能会变忙了吧，可是周末不会那么无聊了【笑】。

其实吧，课确实不难，跟日语没什么关系的例如数学和理科综合和英语，老师都说商量一下让我换个班，当然到现在还没商量出来就是了。

但是历史和国语，基本上是一半蒙一半查字典，不过勉勉强强啦。慢慢会习惯的。

没有来的时候那么强烈的：我的朋友很少，的感觉了。りほ跟我喜欢同一个声优，星野将来要做声优~还是感谢樱井桑~！让我萌发了学日语的决心然后又让我交到了朋友，虽然这
些影响都是间接的。

先这样咯，明天下午要训练所以去超市只能早上，所以得趁早。

 

2012.09.14

在 樱风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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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班了

2012.09.19

  正好在昨天丰川老师说了一堆关于homestay和学校和部活动的事之后，今天学校说换班了。

  说不难过是假的，说完全没关系是假的。毕竟比起四月份才互相认识的普通科，高等部的人都是从初中开始认识的，就像国内学校的小语种班一样，不是说融入就能无视人家三年
的友谊的。

  部活动的事情也要重新考虑再重新下一次决定了，因为每天的课变多了，放学的时间变晚了。

  想想真的很对不起野木森老师，说了想入部给他添了一堆麻烦，结果现在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期待明天吧！大家都差不多适应完毕了，结果我又要像刚来一样，才开始适应。

  得加油呢，不然就落后了。

2012.09.19

在 樱风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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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算...昨天的续集？

2012.09.20

 今天去新班上了，第一个感觉，人真的好~少~啊~！

 不过可能就因为高等部人少吧，下午放学的时候，高三和高二的前辈过来打招呼，好害羞...因为一开始被吓到了。

 不过以上不是我最想说的...>333<

 下午因为部活动的事情去了下普通科的办公室→因为乒乓球部的老师是普通科的嘛~还在楼下的时候就看到1-6的同学开着窗远远的打招呼，感觉真的暖的要死╮(╯▽╰)╭

 晚上和1-6的美燕去中古屋，路上经过剑道部【还是弓道部？他们隔得太近了啦分不清楚】的教室，然后1-6的大成正好出来，虽然很惭愧其实那个时候大成背着光了看不清是谁，
但是大成大大声‘欸’了一声，然后说‘syo，晚上好’。如果说下午的是铺垫的话傍晚的时候我简直就要乐疯了.....= =因为我好像没跟大成说过话，他很可怜的情报课的时候远离
男生坐在女生堆里，我一转过去他就可以换到男生那一排了，结果很不好意思......大成你又得换回来了（不好意思啊让你乐了一下又回去了......）

 1-6，虽然只有三星期，但是真的很喜欢大家呢！

 说说1-A吧，真的是很国际化的一个班。课程完全不一样，虽然数学之类的今天没有，但是综合课什么的，完全跟普通科是另一个世界。平时都是做数独...今天综合课连堂，讨论的
课题是企业。然后是英语，说实在话自从初一开始学日语，我就没见过母语是英语的外国人了，今天看到外教Ben...一下子吓到，自我介绍的时候用的单词是英语的，但是为什么我
的语序老是想用日语的语序....

 呀呀呀呀好丢脸...

 0.0一天一高兴事，今天比较有趣的事情是...我下课回宿舍，刚好乒乓球部的前辈们0.0不知道为什么也走天桥，刚好跟我反方向，一个一个打了招呼之后。我去超市买完东西回来找
美燕出来玩儿，他们居然...跑完步回来= =噗于是又是喜闻乐见的，打招呼...虽然不是啥好笑的事，可是没理由觉得好喜感。（可是我明明是在两个差不多位置的地方见到他们的
啊，他们是怎么绕圈绕回来的啊好好奇）

 就先这样了，国语TAT今天拿到教材了得预习了，太！难！了！啊！

 

2012.09.20

在 樱风寮

鐘冰雯的日记



2012.09.22

2012.09.22

 今天出去逛街了，好累啊。

 转了两趟车去藤沢町，to基金的老师们，TAT中野做的巴士= =原来不是所有巴士的代表啊。丰桥的巴士是先上车拿乘车券下车才给钱的，TAT我一开始不知道，担心了足足两个站
我是不是被逃票了TAT

 我那爱给建议的父亲大人建议我写个总结，但是说实在话一个是不想写，第二个觉得没必要。写了总结的那位同学一篇日记都没发过，我发的虽然不算很勤快还多余的来个总觉会
被认为是刷存在感的吧。

 在国内想看没看成的电影今天在日本看了= =，虽然我学生证还没拿到没得拿学生优惠，但是今天居然优惠价，好吧把丢掉的便宜又捡了回来。虽然还是很贵。

 然后是一日一震撼。今日是超级神奇的大头贴机（叫这个么？原文：プリ画），为啥日本的高中生都喜欢玩这个，6班也好A班也好，几乎所有人一掏能掏出一堆来。

 今天在各种怂恿之下= =好吧跟着她们去拍了，出来的照片一个感觉——这人不是我= =

 试试看传不传的上来啊

鐘冰雯的日记



学园祭倒计时

2012.09.26

 网站更新了之后就能看到原先是用中文还是用日文投稿了的吧，我一定会被我爸又说来说去问我为啥不用日文投稿的。【吐舌头】

 29号学园祭，A班的企划，嗯我不剧透，反正是令人幸福的魔法哦。6班的企划之前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去东北，明天全校第一节课扫除在那之后就是准备，因为之前已经约定了，
说到的要做到，所以明天还是跟着6班的人去东北。

 但是有得必有失呢，今晚估计是在A班准备的最后一个晚上了。

 大家都弄到很晚，天都全黑了下来，现在终于知道6班的大家为什么都不做那些需要长时间准备的事情了，因为大家都住的很远，注定不可能留到很晚。

 昨天体育祭，太累了结果就没有写日志说。樱丘的体育祭怎么说呢，没有什么毕业生专门的环节，可能跟其他学校比起来体育的意味会重一些。但是还是很棒的，昨天其实是一个
大大的艳阳天，但是晚上回来的时候发现拍出来的照片都感觉有点阴郁，别人看到了一定会以为我昨天过的很凉爽吧【笑】

 老师图片还是传不上去哦，绝对不超过2M。

 不管以后再次看到照片的时候能不能想起来当时有多么的酷热，但是估计这是我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只有一天的，有着阴郁却又纯净天空的，体育祭了吧。

 这么想想这一年就越显得珍贵。

鐘冰雯的日记



我回来了ヾ(〃ﾟωﾟ)ﾉ☆

2012.09.28

 今天看后井老师的回复才发现我搞错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不是骑车去东北o(╯□╰)o，是骑车支援东北.....真的很抱歉( ⊙ _ ⊙ )

 昨天骑到清水住了一晚上又骑回来了。接下来会有去东北做义工的活动哦（不过我参不参加是个问题，因为从普通科转到高等部了），虽然这个倒是真的去东北。

 图片就先1P吧，测试一下能不能发大图片就行了= =

 即使这样还是不行哦老师，JPEG,766kb

 这次干脆直接告诉我传不上了╮(╯▽╰)╭，之前还是传的上去只是被吞掉的说。

 明天开始学园祭，fighting~

 

鐘冰雯的日记



2012.10.06

2012.10.06

久しぶり。

学校の体育祭文化祭（台風で短縮しちゃったけど）と、台風で連休あけに後夜祭が延期になったので、二日授業の後、今日は愛大国際文化祭。これでやっとずっと続いていたイ
ベントがおわって一息つける。

やっと終わるって言っても来週からは試験が= =

愛知大学ってなんていうかな、勉強するにはいいところだよね。静かだし、。。遠いし= =

今日、行くのに一時間もかかっちゃった。

でも校門のすぐ前が駅で、電車が来るととめられちゃう。あまり女子校の清らかなイメージってないな。

すごよね。そう思わない？

午後寮に帰るとき、豊橋駅でちょうどバスに乗り換えるので、佳苗がちょうどいいからその前にアンケートをとろうって。みんなで配って。

大きく息をしちゃう話し方なのでイチバン良くなかったけれど。。

イチバンすごかったのは自称高校教師のおじいちゃん（絶対ウソだよねってみんなで言ってた）。私と佳苗の会話を聞いて中国人かって聞いてきた。

一瞬、ボウッとしちゃった。すぐにわかるなんて。

どうやってこのおじいちゃんはわかったのか？あたったら。。賞品はないけどね。。謎解きは脳を活性化するからね

答えは次の日記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鐘冰雯的日记



2012.10.13

2012.10.13

久等了。暂时，先做出回答。

在车站做关于日经的调查时，车站的叔叔，听了我的话，感到「啊！」「哎？」的发音有些怪，还有头型等，和之前看到的中国人感觉差不多。所以问，「是不是中国人？」和我问
了。

厉害哟。

确定了寄宿家庭。正好在问丰川老师那天之后，通知到了。真的谢谢。为了让我的休息不太闲，做了很多事。

大府市到底是怎样的城市？据说寄宿家庭有两岁的女儿。感到为难，希望告诉我和两岁的女儿玩的方法!!如果有的话，请一定告诉我

拜托了！

下周去看丰桥节。

啊，忘了。本星期，参加了英语水平考试。

不难,但非常麻烦。

下周有自我评分，下月也有面试，笔试合格的话。

很吃惊，前6组时，后面座位的kajyun同学也参加了准二，上课时时常睡觉。好厉害啊。现实中常常睡觉，实际中的考试大王!?

下星期期中考试，加油!!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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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27

2012.10.27

 好久不见，我又回来了。

 最近觉得越来越习惯了，不是说原来不习惯。习惯分两种，生活上，精神上。

 这周是期中考试，虽然考试很痛苦，每天11点就放学很开心。

 至于成绩，嗯不要问我。

 交流中心的老师还记得五期生深圳的一个男生吗？刘前辈

 这里要专门谢谢一下他。

 刚换班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变成了全日本人，新班级都是从初一开始在一起的，感觉特别不好融入的时候；考试前觉得科目太多（又好多都不会）无从开始复习很无聊的时候；以及
莫名其妙很烦躁的时候；嗯，还有有些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

 总有时间听我啰嗦，而且有很多建议，良性建议。

 有时候其实蛮不好意思的，在准备出国的时候还要帮我想事情。

 嗯不过前辈一定能考上的，只要想去！

 在觉得离去homestay很近的时候，因为一些事homestay的时间又推迟了。

 = =嗯那么多灾多难的开始肯定预示着homestay过程会非常的顺利的！

 在这之前还是继续请教跟两岁的日本小女孩儿玩的方法哦！！

 日本的小孩子平时都玩些啥呢0.0？

 好紧张啊~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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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31

2012.10.31

  11月になるまえにもう一つ日記を。。

 さっき基金に電話をした。実は基金から電話が入っていたのに出られなかったのでコールバックを。電話が取れなくて申し訳ありません~後井先生が初めてとってくれました。
先生は私の担当ではないみたいなカンジが？で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何度も電話を取っていただいて。。。【まあ、毎回電話を取っていただくときの雰囲気がちょっとおか
しいのは否めませんが......後井先生はどなたの担当なのでしょうか......毎回電話でわらちゃって...電話を切った途端笑い転げちゃって】

  11月すごくすごくすごく忙しいよ~homestay、模試、英検、櫻丘20周年式典の合唱とか、ボランティアにも応募しちゃったし（たぶん...）それにまえのも自分で- -超短期ホ
ームステイ....

  ....でもみんな自分で望んだことだもの...だから...ほんとは嬉しいの~！

  どうして画像アップできないのかな。。先生、画像アドレスから直接アップする事ってできますか。日記でパスワードを、もし見たい人がいたらこんな方法で0.0.。。【でも
本当にみたい人がいるのかな...】

 先生方、もし特にお好きな色が有ったらメッセージを残してください~...【返事しないなんてないですからよろし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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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09

2012.11.09

  食欲的秋忙碌的秋╮(╯▽╰)╭，11月我来了~

  嗯11月还是感冒的秋！

  周末在美燕家的时候做了sukiyaki，一直很感谢她，还有基金的老师。本来自己是住宿舍的，因为她和老师的努力，能体验到三种日本高中生的生活了。

  宿舍的，传统日本家庭的，以及中日混合的移民家庭的生活。

  定期还是出现一下，虽然很忙，但是还是在努力着哦。

  周日要考英检，现在最担心的事情是英语日语两种非母语的语言混杂在一起，出现一紧张把单词和语法混杂在一起用。。例如我这辈子最想毁掉的一句话：I AM JAPANESEを勉強
しています。

  以前在skype上被问到为什么可使用语言写了三个的时候，就不小心跳出这句话来了。。。还不自知

  还好对方是个很善于开玩笑的人......我们相互尴尬了五分钟之后她说...真的是会三种语言啊

  不过都是以前的事儿了

  SYO，fighting！

鐘冰雯的日记



2012.11.10

2012.11.10

虽然昨天预告了很忙但是今天真的被惊吓了一定要上来说....

日本人太....率直随性了吧！？

 

今天去拉面屋被免单了= =。。。。。

 

好恐怖o(╯□╰)o在国内没。。试过的。。

 

后来把钱压在杯子下面就跑出去了还是被追出来了= =。。场面搞得很像我逃单了一样啊啊啊囧

 

嗯就以上........真的很感谢！也很好吃！。。

 

虽然那一片我以后是再也不敢打那儿过了说不定= =

 

以上

英检前日f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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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07

2012.12.07

这次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你们估计已经忘掉我了吧<笑>

 

啊从哪里讲起呢？

 

最后一次写日记应该是国际文化节以前吧？

 

对，国际文化节，丰桥的。去当了一天志愿者，然后，本来想参加外国人演讲比赛的，因为一些事情没去成。

 

所以，有想要演讲稿的同学么廉价出售只此一篇哦~

 

然后是homestay，momosawa家的。

只有妈妈和女儿，两岁的女儿可爱死了~然后还有一个叫sean的新加坡男生，刚好我跟他homestay时间重叠了~

 

好帅的一个男孩子哦~可惜我的图片一直 传不了。。。。老师啊为什么前几届的前辈就能传呢！！

 

然后去了丰桥的动物园。。。说实话丰桥真的没啥玩的。。

不过为什么觉得动物园里的小动物都一副。。。很困的样子！？

时间没挑对么难道

 

然后，考级了。

 

然后，听说日本今天地震了？

爱知县丰桥市发来资讯：此地无震感。

 

在震区的同学们小心安全啊~

 

以上。

2012.12.07的流水账~

鐘冰雯的日记





2013.02.20

2013.02.20

ここに来るのも久しぶり。

 

ずっと日記を書かなくてごねんね。

 

中間研修の前は、中国帰国までまだまだあるって思っていたのに！あっという間に中間研修もすぎたし、なんだか時間がたつのってはやいね。

 

もちろん、やっと半分だっていう感じもあるけれどね。でもやっぱり、時間が短すぎって思いはぬぐえない。

 

グチはここまでにするね。

 

新年おめでとう！（いまさらイマサラって、カンジ╮(╯▽╰)╭）

みんなは旧正月の元旦と大晦日、何していた？

私は友だちの家に行って、みんなと正月料理を食べたんだ。生まれて初めて家族や親せき以外の人たちと、‘おせち料理’を食べてお正月を過ごしたよ。

 

お友達のお母さんの言った言葉がすごく印象に残っている（このお母さんも中国から来た人なの。これ言っとかないとこれからの話の意味が通じないから）「みんな故郷を離れ
ている者同士なんだから、遠慮はいらないわよ」。

 

それからその週末には、元のクラスの担任の先生の家に行ってきた。先生はすごく中国のことに詳しいんだよ。中国語の先生と、中国の高校に派遣されている日本語の先生と一
緒に旧正月の春節のお祝いをしたんだ。

中国の春節partyで食べたのは= =日本料理。。。╮(╯▽╰)╭これぞ日中合体、すばらしい！

 

それからバレンタインデー。

思ったよりたくさんのチョコをもらったの。おかげで、自分で準備していた分が足りなくなっちゃって.....

ホワイトデーのお返しがタイヘンそうRAR

 

それからそれから。。何があったかな。。なんだか覚書みたいに書き出しちゃってゴメンね。

 

~\(≧▽≦)/~もうすぐ春休み！お休みってサイコー。

 

でもお休みになったらあと一学期だけになっちゃうんだよね。

 

そのこと思い出すと、また悲しくなっちゃう。

鐘冰雯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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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6.26

2013.06.26

  突然间就6月了。寄行李了，写感谢了，作总结了，整理房间了，一切好快好快就要结束了。

 

  去年9月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今年的似乎比起我们考试晚好多，听今年考试的同学说起，语气里满满的紧张。

 

  现在想想当年的自己也是那么紧张的呀！如今想起那些日子都好远了。

 

  大概就是这样了！好久没写日记了。

 

  剩下一个月不到的日子。加油有个好结尾吧！

鐘冰雯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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