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的留学生活

2013.08.28

昨天来到了日本。很高兴。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束親欣的日记



来到日本

2013.08.28

来到日本了。很高兴。期待以后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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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的第一周

2013.09.08

　　来到神村学园已经一周了～　

　　班上的同学都很亲切而且很幽默。开始有点担心“能不能很快适应”，现在一点也没有担心了。并且，已经交到了朋友。朋友教了我很多年轻人用的词语。Mettya、Sugei、

Yabai什么的、好多好多。 ～

　　最近、一直在准备体育大会。我参加接力赛、厉害吧 。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取得好成绩～以后要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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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一天

2013.09.16

快乐，快乐，特别快乐～

今天与寄宿家庭的大家一起去了雾岛市的Mahoroba村玩。与家里的哥哥滑了雪。因为是夏天，所以当然没有雪，在草地上滑的。第一次滑，最开始跌倒了 但几次之后，渐渐熟
练了。速度也渐渐加快了。很高兴^^

下周是学校的体育节。最近一直在准备。并且，一直期待着。下周，加油！f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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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体育节

2013.09.22

好久不见～

今天举行了体育节。真的非常精彩 。学校的所有成员分为青，白，红，黄四组。我是白组。我们的啦啦队这次夺得了第一名，厉害吧 。还有，大家的表演也很好。特别是学校
舞蹈部的大家。做组体操，翻筋斗，非常好。

表演之外，比赛也是体育节最重要的部分。其中，接力的竞争非常激烈。大家跑地真快。啊，澳大利亚的交流生和学校的老师都参加了，很吃惊。这个在我们的学校(中国)很少见。

本星期，一直努力进行体育节的练习，真的很累。但很充实。

体育节在大家的笑声中结束了。明天和后天都休息，终于能好好休息了，真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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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试的一周

2013.10.06

从明天开始期中考试～我们是英语课程，有很多英语考试。英语没问题，但国语和现社不太明白，很担心。但是，最近一直在复习，有点儿发现好主意了。今后拼命努力～

最后，期待期中考试取得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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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期中考试

2013.10.14

我们学校的期中考试就要结束了。嗯，期中考试怎么样呢？国语和现代社会还是最大的问题。说实话，这两个科目一点都不行。真有点想放弃。。。但是，「做的话一定能行！肯定

能行！一定行！」这是学校的主旨。我也将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一点不会放弃的。 今后也一定要努力。Fighting￣

对了，英语这科还不错。成绩还没出来,但我觉得不错。

哎呀，昨天是中国的重阳节。大家，节日快乐～(有些迟了，抱歉 {#emotions_dlg.)

明天开始学校的文化节，期待着，一定很有趣。已经期待地不想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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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星期。。

2013.10.20

本星期体验了很多事。是非常充实的一周。

首先，气温。本星期忽然变得冷起来。大家都没有准备，在15℃左右的日子了，穿着夏天的制服去学校。风吹着，很冷身体哆哆嗦嗦地颤抖着 。但是，幸运的是没患感冒。健康
还是最重要的事。现在已经穿秋天的制服了，也添了被褥。

然后，从本星期开始在班级的line群与同学聊了很多。之前已经加入了班级的群,但口语很多，不知道大家说什么，只读聊天的内容。可是，这次我也鼓起了勇气，与大家聊天。然后

大家说「你日语很棒」，真高兴 。

学校的文化发表节本星期也举行了。我觉得乐队和拉拉队的表演很好。大家都是乐器和舞蹈很强的人。真很尊敬 。我参加的鼓部也表演了。这个也很好。看了表演，我决心一定
努力，快点儿与大家一起表演～

最后，最重要的是host family的爸爸从大阪回来了！爸爸是特别善良幽默的人。星期六与所有家人去了鹿儿岛中央玩，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最近没太注意，吃得太多，体重也增加

了3千克 !！太可怕了～必须减肥．..)。

特别充实快乐的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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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

2013.10.28

上周周六和寄宿家庭去看了电影。电影名是はR.I.P.D（Ghost Agent）。很有趣充满刺激的情节。这可是来日本后第一次看电影（很高兴 ）。说起看电影，一定会想到吃爆米
花。我也买了中份的。虽然是中份，但还是没能吃完，量太多了。看完电影去了书店。漫画作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当然书店里也有很多。我买了自己非常喜欢的<<新网球王子
>>。心满意足～

第二天去看海。海边的空气很清新。‘沙滩白色柔软。一边看海，一边走在沙滩上，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心情舒畅起来。感觉很好。

每周都有新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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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园祭记录

2013.11.05

      上周日学校举行了盛大的学园祭，这当然也是我第一次体验日本的学园祭，和国内的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是准备工作。大家从周五一大早就开始准备了起来。而且老师除了在早上和放学的时候出现过，其他时间都不在哦~也许是因为这样吧，教室的气氛十分滴轻松愉快，不过
准备依旧是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大家一起搭学园祭要用的帐篷（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怎么搭帐篷），为自己负责的贩卖食物画画（大家画的都好好，自愧不如啊），制作宣传用的看板
等等，大概是对万圣节念念不忘吧，结果看板最后做出了万圣节的效果。。。除此之外，还有场所的准备。因为学园祭那天可能下雨，所以不光是布置了操场，连体育馆，教室等室
内场所也全部布置好，而且准备了晴天，小雨，大雨三套方案，真的很细致。

      其次是学园祭的内容。以前学校的学园祭一般是进行各种表演，如歌舞表演，舞台剧表演等，而在日本的学校学园祭除了表演外还会有很多食物，手工小制作的贩卖，鬼屋之类
的，而且全是由学生自己负责的，完成之后，总会油然而生一种成就感与满足感。

      学园祭那天，很多同学的父母也来了，我们的苹果派和烤饼很热销，全部卖完了，开心 ~~自己也和同学一起逛了其他班级的“店铺”，拍了好多照片，顺带还吃了好多好吃
的（看来又要胖了，呜呜~~(>_<)~~）。然后去了鬼屋，这是由学校专门学校的学生做的。在鬼屋里面一直尖叫着，紧紧拉着朋友的手，出来后还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
鬼屋也是学园祭中最棒的项目之一。

      最后就是学园祭结束后的收拾工作了，大家一起把桌椅搬回各自的教室，打扫教室，把一天积累下来的垃圾分类处理等等，虽然很累，但也乐在其中

      随着收拾工作的结束，学园祭也进入了尾声（舍不得啊。。），也成功在这一年的日本留学中又添上了一笔快乐难忘的记忆，yeah~

 

     （拿到自己的电脑，第一次用中文写了日记，感觉不错，嘻嘻(*^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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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技！厉害！

2013.11.13

      正如之前所说的，上周五来自中国的杂技团来到了我们学校进行交流表演，也得到了很热烈的反响~

      下午1点左右，全校的同学（包括小学部，初中部，高中部，专门学校），全都来到了大体育馆。在大家的期待与好奇中，幕布缓缓拉开，体育馆除舞台以外的灯光也逐渐变
暗，表演正式开始！首先当然是主持人调动气氛啦，然后在一番激情澎湃的演讲过后，伴着大家热烈的掌声，一头“狮子”登场了，时不时地来一个跳跃，腾飞，并且来到台下，与
同学们近距离的接触，前排的同学更是能亲手触摸狮子，羡慕~这当然就是中国的传统技艺之一舞狮啦~~除此之外，还有抖空竹，一人同时转好几十个呼啦圈，变脸，传统柔术等

等，其中在抖空竹阶段，主持人还邀请了两位同学上去体验，其中一个是小学部的，特别可爱~好想去摸一摸  ；之后还有一个教中文的阶段，当主持人问到有谁会说一些中文

时，我马上就把手举了起来，激动地晃来晃去，周围同学也笑着说’”快，快站起来上去“（现在想想，嘴角还不禁上扬，嘻嘻*^__^* ）

     咳咳，回归正题。。当我看见同学们体验着自己民族的传统项目，看着台上杂技演员精彩的表演，听着周围同学不断的发出惊叹声，说着“すごい”、”やばい”，在那一刹
那，有一种感动和骄傲瞬时洋溢在我的心中（虽然不是我在做啦），这也许就是一种民族情怀吧~尤其是当最后，一个杂技演员不断的叠加着椅子，仅靠椅子的四个角进行倒立，保
持平衡，最后整个高度竟然快到达体育馆的高度了，下面同学也是尖叫声不断，雄壮的背景音乐也配合得恰到好处，场内气氛更是节节升高，我也是屏气凝神，抬头看着杂技演员不
断的升高高度，还真是有些紧张，当然现在看来是有些多余的，最后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圆满成功！！不过，这些成功的背后，却是日复日一日，年复一年枯燥的训练，今天的成功
是由他们无数的汗水和泪水铸成的，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上十年功也就是这样吧，没有成功是随随便便可以得来的，我也要在我的领域中加紧努力啊~可是那强大的惰性，唉，

我也不说什么了，努力克服，加油！（总觉得有些苍白无力 ，汗！）

     在大家的不舍中，这场精彩的杂技表演圆满结束。通过这场表演周围同学对于中国也有了更多了解，有了更多的兴趣，现在的我，作为中国留学生的一份子，也要努力再努力，
了解日本文化的同时，也向同学介绍中国文化，大家互相了解，互相促进~（在这两个多月中也的确是对日本有了更多的了解，体验了另一种多彩的校园生活，对于之后的生活也是

无比期待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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サッカーのLIVEだった！

2013.11.24

上周去为学校足球部的比赛应援了，全县足球大会的决赛哦~    在这里给学校足球部一个赞 ！！也给应援的同学一个赞（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啦，嘻嘻(*^__^*）） ！！    
 

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来到足球现场吧。以前都只在电视上看到过，不过因为不感兴趣，马上就换台了，这次的现场观赛，改变了我以前对足球的看法，好像对足球有了些兴趣，而且学
校足球部的人真的好厉害！！！大饱眼福啊。。。                

 

比赛一开始，全员就站起来，为自己的学校应援，早就听说日本的应援很牛，之前体育祭的时候也小小体验过一次，但这次是和别的学校对抗。。应援方式也有所不同，全校同学一
起，感觉更有集体感了。当然也见识了别的学校的应援队伍，也很赞！！~\(≧▽≦)/~                                    

 

我们学校——神村学园，大家穿着统一的红色运动服，两手分别拿红色和白色的应援棒。远远看去就好像一片火海，充满着磅礴的力量。。。（好像有点夸张，总之就是很有气势啦
~）在学校足球部，棒球部的带领下，配合着吹奏部的雄壮音乐，我们的应援也是气势十足，却又不失灵动，尤其是吹奏部演奏【あまちゃん】的主题曲时，应援动作尤其有爱~~  

我们一边应援着，一边关注着场上足球比赛的赛况，当我们学校获得球权，看着足球在队员的脚下（也有可能是头上）有节奏的运动，一点点接近对方球门时，我们欢呼；当足球被
对方球员劫走，接近我方球门时，我们紧张，尖叫；当我方再次从对方那抢回球权，我们激动得敲击着应援棒，喊着应援口号。。。“噢！！啪啪啪···”大家激动得跳起来，欢呼
着，更加热烈的喊着应援口号，没错我们学校的足球部率先夺得了！一分！！！士气也随之更加高昂！！！同时也为上半场的比赛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さすが神村学園だ！最高

だ！俺の神村、愛してる ～（这里小小引用应援歌词里的一句）

在短暂的休息后，下半场开始，大家也相继站起继续为自己学校应援，热情依然高涨。。。不过下半场好像因为我方的犯规，对方获得了点球权，他们也抓住了这个机会，成功射
门，是一个高速球，一阵惊呼。。。不过没关系，大家依旧热烈地应援着，并没有因为对方的进球而士气低落。不负众望，在大家的欢呼声中我们的球员再次进球，比分变为2-1，
而此时比赛还剩下15分钟左右，胜负并没有定，大家的心情也随着场上球员的运动，足球的滚动而上下起伏着，同时也看着计时牌，心中一直祈祷着不要在最后的关头被对方掰回
来，球员们也没有辜负期望，形成坚固的防线抵挡对方的进攻，终于随着计时牌的数字变为0，记分牌上的分数2-1！！！「わああああ！勝った、勝った」大家兴奋得尖叫着，疯
狂地挥舞着手中的应援棒。赢了！神村学园赢了！！向全国大会进发！！！应援声再次响起，吹奏部的洪亮音乐响起，庆祝着我们的胜利，向球员们表达着慰劳
~~                                      

 

结束时，球员们跑向看台，大家也激动得走到看台最前方，和球员们打着招呼。「お疲れさまで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球员们全体鞠躬，更有喜极而泣的~~（感动
ing）

 全县大会圆满结束，神村学园优胜，向全国大会进发，GO!!
 

第一次的足球现场观赛，带给我了一个新的视野，也让我对足球产生了小小的兴趣，同时对于日本的应援也是十分佩服（尤其是那有爱的应援舞蹈和应援词），想着是不是回国也回
学校推广推广，这样的应援不仅能振奋士气，提高赛事气氛，同时也能让观赛的人全身心地投入到比赛中，享受整个过程，享受着应援的舞蹈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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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并快乐着

2013.12.05

时间飞逝，转眼就到了12月 。

12月的开始就注定了这是忙碌的一月。12月1日，日语能力考，12月2日开始学校的期末考如期而至。同时，家里还来了一位马来西亚来的同学（特别高，站在哪里基本上都比别人
高出一截，足有185cm，表示仰视ing）进行为期一周的homestay。

由于日语能力考与期末考日期是挨着的，所以11月的时候一边做着能力考的模拟练习一边进行着期末复习，即使在回家的电车上也经常拿着书看着（早上的电车上当然依旧是呼呼
大睡啦），然后看着11月一点点过去，总感觉时间不够用，恨不能把一秒钟当一分钟用，这时才后悔如果早一点开始复习就好了，不过事已至此，当然还是把握好眼前的一分一秒
才是最重要的。

比起国内的期末考试，感觉在日本的期末考试并没有那么紧张，可能是因为没那么在意分数吧。不过这一次的考试，根据本人在期中考试那除英语数学外，颇有些惨不忍睹的分数，
我也给自己定下了小小的目标，那就是国语比期中考试高，其他全科及格，截至目前还剩最后两科没考，其他的自己感觉基本达到了目标，当然自己也为此努力过了，当完成那些曾
经不能完成的题目时，有一种满足感在心中犹然而生，很开心~

不过这一周因为有马来西亚的同学来，所以游玩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啦，家里现在有来自日本，中国，马来西亚的三个国家的人，很国际化的家庭吧。不过12月1日那天因为有能力
考，没能和家人们一起玩，错过了很多好东东，遗憾~~考试啊，让人无奈。。。不过大家晚上一起玩UNO，聊天也其乐融融，在其中本人充当翻译的角色，不仅增添了日语词汇，
英语词汇也增加了不少，同时还额外了解了马来西亚的一些文化，可谓收获颇丰啊！

明天就是期末考的最后一天了，结束期末考后，可以短暂的悠闲下来了，不过马上就有音乐祭，又要忙碌起来了呢。另外教室就要搬到翻新好的新教学楼了，现在从新建好的外观
看，感觉不错，不知道新教室会怎样，期待ing。

明天，期末考最后一天，fighting！！！（然后默默期待着寒假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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けみー’s 誕生日

2013.12.07

今天一大早，大家就在黑板前忙碌起来了。为什么呢？当然是班主任老师的birthday啦~~
 基本上如果是逢上课时期有谁过生日，班级同学都会为寿星在黑板上画上画，然后写下各种祝福，十分的有爱。

不过班主任的生日就更显得特别了，在完成黑板上的一系列绘画后，大家就考虑着怎么给老师一个惊喜，最终的讨论结果就是等けみー一进来，大家就站起来，唱生日歌，唱完后每
个人拉开手上的ポップ、然后平时早上班长说「しせい、れい」之后，大家都是说「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但今天却是「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就这样我们的小惊喜准备好
了。

接下来就是等待老师进教室，不过也许是什么原因，今天老师迟迟没有来，这样等待就更显漫长，然后大家就一边等着一边糊想着明年，后年老师生日的时候干什么，有人提议等到
高三了就送蛋糕吧，大家都觉得不错。
忽然另一个人说要不每人手上一个蛋糕，说完祝福后，拿着蛋糕“嘭”，往老师脸上盖去，然后全班30个人每人都这样怎么样，“嘭，嘭，嘭……”全班爆笑，连连说好，不知道等
到高三会不会真这样，还挺期待的，可惜那时我已经离开班级了吧（伤感。。）
不过到时通过line，也可以知道实况，也算小小宽慰了一下吧，嘻。。

千等万等，我们可亲可爱的老班终于出现啦，大家也如之前讨论的一般成功地给了けみー一个惊喜，并送上了全班同学集资买的礼物——弁当バッグ，当然里面也包含着我们的爱心
餐咯(*^__^*) 。

 这是けみー突然来了句「実は今日は私の誕生日じゃない」，全班呆住了，直说「えー、うそ！かなこ先生から聞いたんだ」「じゃ、誕生日教えて」、けみー说到「やっ、教えな
い」，不过最终我们还是知道了原来她的生日是明天，不过明天本来不上学，所以今天也正好，虚惊一场啊。。。虽然一开始把老师的生日记差了一天，但并不影响大家喜悦的心
情，老师更是难得的比划着胜利的手势，和我们合了照，大家直说「かわいい～」。后来老师说其实她不想过生日啦，因为这样就有老了一岁，她最想要的就是时间和金钱，大家听
闻只表示爱莫能助~~

 今天因为要搬到新教室，所以原来黑板上的画很遗憾地被擦除了（不舍~）。不过没关系，搬完后大家又在新教室黑板上画了幅新的，来使这一天的生日气氛维持到底，还拍了

照。。。有爱的生日par~☆，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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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業式と音楽祭だった

2013.12.22

好长时间不写日记了，时间一晃，便已经到寒假了。

今天就是学校第二学期的结业式暨音乐祭，心中的感情还是很复杂的吧，嗯，也不叫复杂，就是难以言喻的感受，不过音乐祭真的赞，也让我有体验了到了新的事物。

结业式比较简单，主要就是学园长发言，然后是校长总结发言，主要就是让大家定下目标，努力学习这样的，也不是很长，半个小时结业式就结束了，接下来便是重头戏乐祭了，只
能说帅呆了。

音乐祭的一开始是老师大合唱，也是同学们十分期待的节目，因为平时很少见到老师表演，更不用说唱歌了。不过令人意外的是，老师唱的竟然很不错，男女声十分滴和谐~~而且
从班主任那边也得知，老师没有总体的排练过，因为每个老师的课时不同，所以老师们都是小部分小部分，分开练习的，看来老师们也都是真人不露相啊，在这里给老师鼓掌~~
（啪啪啪啪***）

如果说这只是音乐祭的小热身，那么接下来的表演可以说是正式把音乐祭拉入了一个高潮！！！

开场便是在悠悠的钢琴声中，音乐老师一席飘逸裙装上场。远远看去就像仙女一般。一开嗓，变震惊全场，老师唱的是歌剧，不用麦克风，声音便传遍全场，说是天籁也不为过。虽
然早在之前就从班主任老师那边听说音乐老师在当老师之前，本就是专业出身，也经常参加大型演出，音乐课上也小露过两手。但真正现场听了，还是不禁震撼，而且关键的是音乐
老师是一个めっちゃやさしい人～～超有人缘的!!!!!

接下来便是全校男生的大合唱了，虽然学校男生并不是很多，但是依然很有气势，和声合的也很好，其中还包括了班上的Allan（美国来的留学生），因为身高很高，所以即使站在
人群中也很容易认出来，嘻嘻(*^__^*) ……

之后是小学部的合唱，虽然人小，但小身体中也蕴含着大力量~~一出场大家直说かわいい，不过值得一说的是小学男生的校裤是那种很短的裤子，基本上刚刚到大腿一半。在这个
风冷，空气冷，什么都冰冰凉的大冬天里。。。光是看着这身服装，就瑟瑟发抖，我觉得小学部的男生们每天都这样，几乎快到百寒不侵的地步了（虽然有些夸张，但真的牛！！）

然后依次是初中部，高一，高二，高三分别进行合唱，当然也很好啦。我一直觉得合唱这种东西都是唱歌特别棒的人才会参加，更何况是这种比较复杂的合唱，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
可以成为合唱团中的一员，又是一次新的体验呢。其中有一首歌叫“Jupiter”，我特别特别，超级喜欢，虽不是自己在演唱，却也不自禁的沉浸在歌曲的魅力中了，现在脑海中还
浮现着那引人入胜的曲调~~（Every day I listen to my heart,一人じゃない……）

合唱中，除了大家嘹亮的歌声外，伴奏也是必不可少的。整个过程中除了钢琴伴奏，还有学校吹奏部的各位同学，当然其中不止有吹奏乐器，还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向中国
扬琴的乐器等等。这还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大提琴演奏，声音很浑厚，也的确符合它的名字，巨大无比~~可能这其中的任何一个乐器拿出来单独演奏，至多也就是好不错，但是当
所有的乐器在同一时间一齐演奏，各种音色相互交错混合，就不是1+1=2的效果了，那样的协力，那样的雄壮，那样的欢乐，那样的气势，营造出的是2的数百倍甚至数千倍的效
果。不愧是学校的吹奏部，学校的应援有他们的身影，学校大大小小的节日有他们的身影，吹奏部——学校一道绚丽的色彩。

来日本后的第一个学期结束了，体验到了很多新的事物，和新朋友度过了快乐的时光，只感叹时间飞逝，转眼就已经到寒假了呢，莫名哀伤~~~，却也莫名期待~~~，还因为新年
的将至，莫名的想念家中~~~

寒假，又有什么惊喜等待着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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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ch contest

2013.12.22

不知不觉马上就要寒假了。寒假里玩就不用说了，还得学习。除此以外，我还必须考虑speech contest的文章。因为申请了明年1月的speech contest。刚才读了日记，在一个县的

崔同学也要参加。因此，明年的比赛可能免不了和崔同学一起比赛～～还有很长时间，但心里已经七上八下了 ，怎么办？(啊啊啊～～～ )

我现在也在考虑文章。可是一直没决定写什么好，糟糕。作文什么的还是很麻烦。但是，申请speech contest我不后悔。因为在日本的一年不想留下遗憾。而且，我觉得这是很宝
贵的经验。即使取不得好的名次，也能从中收获很多。

好的，今后继续努力准备speech con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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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夜生日

2013.12.24

今天就是我在日本的第一个生日啦，15岁的最后一天已经逝去，16岁的平安夜已经来临。刚刚收到日中交流中心寄来的生日贺卡，很开心~~一开始从住家妈妈手中接过这个大信

封，以为是每月报告，后来发现好像还没到报告的日子，信封也没这么大。想着这是什么，怀着好奇的心情打开了信封，一看原来是生日贺卡，小小惊喜了一把，嘻~ 这里也谢谢
日中交流中心。

除此以外，今天也收到了班级同学的许多祝福。虽然这个生日没有父母在身边，也没有以前的好朋友在身边，但心里依然暖暖的~~ Happy birth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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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第三学期

2014.01.08

新学期——第三学期，从今天开始了！寒假几乎每天早晨都睡懒觉，今天早上忽然早起，有些难受～～于是，在电车里又香甜地睡着了。但到学校时，已经很精神了。与同学们互相
问好「新年快乐，今年也请多关照」。大家寒假也去了很多地方玩。因此，得到了很多的土特产。特别好吃～隔了好久的班级的特有的气氛又回来了。特别亲切的感觉，家庭的感
觉。

对了，今天大家一起打扫了下次集训的地方。下周集训的内容之一是料理。与中间研究的内容偶然地契合了。集训会怎样呢？期待着与朋友们的集训。

总之，今天是充实的一天的 。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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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送会

2014.01.18

本星期四举行了Shannon的欢送会。Shannon是来自Australia的交流生。在我们班里呆了大约2个月。Shannon的父母是中国人，所以中文很流利。厉害吧。这两个月，大家一起
学习，欢笑，做鬼脸，每天每天欢声不不断。真的很快乐。

欢送会上，全体都做出笑容，想快乐地度过欢送会,但还是有别离的悲哀心情。大家都忍不住哭了。Shannon和我们都哭了。最后的一天，大家拍了照片，互相送了信和礼物，拥抱
着离别。

Shannon，走好。不要忘了我们，再相见。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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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

2014.01.30

今天是中国的除夕。虽然周围没有一点儿节日的气氛，但还是觉得高兴。今夜有和日本红白歌会相似的，「春节联合晚会」这个传统的节目。打算用网络看。我想通过节目，在日本
也能感到除夕和春节快乐的气氛。但是，明天，春节，正好有期末考试，今天无法跨年了。有些遗憾啊～

但能传递给大家春节的快乐和祝福，已经够了。而且，今天好消息一个接一个。我日语能力考试合格了，妹妹也考入了想进的高中。现在看起来特别高兴。因为这些好消息，今年的
春节更完美了。

大家，春节快乐～马年万事顺利。今年也健康地，顺利地度过 。EVERYONE,HAPPY NEW YEAR!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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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午节

2014.02.23

 今天雾岛市举行初午节祭祀。

初午节祭祀是一年一次的雾岛市传统祭祀。大家都在那天从不同地方开刀雾岛市，从隼人和马一同跳马舞,走到鹿儿岛神宫。马都带着很多铃铛装饰在胸前,还用花朵装饰着马鞍、和
着太和鼓和三味弦等音乐一同跳舞。寄宿家妈妈说，传说马是神骑的动物、大家都跳马舞有驱邪的作用。

我今天也跳了马舞。而且见到了很多外国人。聊天、跳舞、观赏、特别快乐。当然，初午祭还有很多店铺,所以吃了很多日本特有的小吃。鲷鱼烧、烤鱿鱼、苹果糖什么的。啊啊、
吃的太多了、又要胖了。但是、很好吃啊。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一天又过去了。今天的初午祭真得是一次很好的回忆。在日本的时间只剩下4、5个月了、觉得。。。总之、剩下的时间、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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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式脱离

2014.03.03

昨天，学校举行了初等部到高等部的毕业式。

毕业式时，观察先辈们接受校长交付的毕业文凭，想起了与先辈的各种各样的事。简直象昨天发生的一样。

刚来日本时，下课后，总是去英语科先辈的教室。那时的我，还完全不明白周围的事,不过，先辈们总是从自己开始搭话，告诉我学校的事，我的不安的心情也因为先辈的支持，渐
渐消失了。多亏了先辈，才能很快对学校生活习惯起来。

一转眼，先辈们已经毕业了。今天先辈的笑容，歌声，和善的身姿，都消失了，昨天还在一起又说又笑。想到这里，眼泪就出来了。先辈们毕业了。

4个月后的我，会是怎样啊。一定会哭。离别总是悲哀。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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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甲子园出发！

2014.03.19

终于要开始春假了!!着两周多过的春假，又能经验很多新的事情吗。(笑)
 现在眼前的新的经验是——春天的甲子园。明天，向甲子园出发!!去声援学校的棒球部。并且，听老师说我们也可以看开幕式和第一回比赛。据说这是很难得的经验。前两天，大家

一起练习了如何声援。Fortrune cookie和热情大陆等各种各样的支援曲子。通过练习，第一次明白了支援是快乐的事情！第一次这样想。更期待甲子园了。
 离甲子园还有二天，棒球部的大家现在做着什么呢。是竭尽全力练习着呢。还是，在吃着黑豚和黑牛呢(笑)。(行前壮行会时，某公司送了30公斤!!)

棒球部，加油！神村，努力!!
 甲子园，去咯!!!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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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村，Fighting！

2014.03.26

终于要迎来第二场比赛了。对，26日在神村在甲子园进行第二场比赛。第一场比赛棒球部的大家非常努力了。自己也作为啦啦队的一员，在现场对神村进行了声援，非常享受比
赛。真的是令人感激的宝贵经历。
第二场比赛，由于有事不能在现场声援,不过，绝对会在电视机前支援！希望能贡献一点力量。

 神村，Fighting!!无论什么时候都支援你们噢!!希望第二场比赛也能取胜！衷心祈愿。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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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

2014.04.03

今天早上早起，穿制服，从樱花盛开的今天开始，新学期开始了!!!隔了好久遇到朋友，讲到春假的事，一起做不知谁的搞笑动作、搬运东西到新的教室，好像又回来的感觉。对啊，
是那样，那个气氛。是1年级4班，哎，现在是2年级4班。2年级4班特有的最高的气氛！太好了—，精神饱满，满面笑容迎接新学期！新学期也不泄气继续努力，留下最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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