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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日中交流中心。 {#emotions_dlg.smiley-tongue-out}笔记本电脑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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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天鴻的日记





第一天O(∩_∩)O~

2013.09.09

  因为之前一周我的同学们有定期考试，所以说我到今天才算第一次上课。。。嘿嘿，那就写写吧！

  上午第一节是英语，恩。。挺简单的，但绝对没有传说中那么简单（我这么厉害的人都这么说了~笑），应该比高二的
中国学生学得稍难一点。虽说学得稍难一点，但是不见得学得难就能全掌握是吧！嗯。。老师挺有意思，在上课最后还
给我放了一个短篇，讲怎么使用筷子。。！讲的特别详细，包括筷子各部分的名字，如何拿筷子，还有怎么把饭店的方
便木筷子掰开。。。让人忍俊不禁啊！

  接下来是两节数学课。虽然学的内容在中国都没有学过，但是都不难，而且老师十分有耐心，讲的很慢，所以肯定不成
问题啦！

  接下来是美术课。。。天哪我们拿粘土捏出一个雕塑的轮廓，然后拿小刀什么的刻出一张完整的人脸。。。我来时他们
已经做了好几节课了，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做得那么好，但是。。有些高手让我感觉十分渺小。。。

  嗯。。中午饭！还是异常的好吃&实惠，就是人好多，要站好长时间的排。。。

  下午是现代文，讲的夏目漱石的こころ。由于昨天我已经看过两遍中文译文和一遍日语原文了，所以还好。。但还是很
难！

  接下来最后一节课地理。。。我感觉地理说不定是我最难把握的科目了。。老师一直在黑板上画图（比如秘鲁渔获量变
化曲线什么的），问题是那些图书上都有！我看大家都在本上画了，所以我也画了。。。但我完全不知道那些图是干什
么的！还有地理老师讲话完全听不懂。。。

  嗯上课就是这些了。大家都非常友善，我因为迷路迟到时还有人会出来找我==

  至于部活动嘛，明天再写吧，今天累坏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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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O(∩_∩)O~ 续（篮球部活动）

2013.09.10

  昨天太累了没有毅力继续往下写。。那今天就把它写完吧！今天的主题是。。。部活动！

  在上个周六我去看了足球部的部活动。我发现不仅足球，旁边的其他部活动也都是一样，所有的部活动都有严谨的准备
程序。大家足球都很强啊。。我也很想参加来着，但是马上就是冬天了。。想了想还是觉得找一个更适合我的比较好。

  所以。。昨天我去了篮球部！大家看上去大部分身材和我差不多，没有那种个子又高肌肉又异常发达的怪物。。我先松
了口气。然后部活动开始，先去外面跑步热身。上次看足球时也有跑步热身，不过只跑了一圈，我想篮球也不会跑太多
吧，顶多三圈？怀着这样的心态，我开始跑的还挺快，在前面第一阵营。但是等我跑了四圈时我有点受不了了。。毕竟
好久没这样跑步了啊！当我跑过教练身边时她说：加油，还有三圈！我当时差点哭出来！！！于是，已经四肢酸痛的我
只好继续跑下去。跑到第五圈时我掉队了，实在是跑不动了，感觉头有点疼，像是跑缺氧了的感觉。但是，我没有停
下。因为，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但是只要停下我就输了，我不能输在起点！不管怎么慢，我一定要把这个跑下来！
就这样激励自己，当他们跑完3分钟左右，我也跑完了。

  稍事休息后教练说这次是快跑。我一听笑了，短距离快速跑是我拿手的啊！只需要跑三百米就好了！于是我就跑在队伍
中间，到最后时一想马上就跑完了一高兴还拼命加了速，跑到队伍最前面去了。。。（听到后面有人说我是火箭ロケッ
ト～）正当我满脸骄傲的走回起点，准备好好休息时，教练说，准备好！我傻傻的问教练，干什么啊？教练说，就刚才
那个，再跑四个！我(+﹏+)~。。。能早点告诉我一下么！！！由于上一圈最后发力，当时的我已经没有一点力气，所
以只能慢慢的跑下去。。。他们快跑四个三百米，那我就慢跑三个四百米。跑到最后我已经不行了，随时有可能倒在路
边，教练们都说第一次休息休息吧，但我还是坚持跑完了。跑完那一刻感觉真好啊！这么顽强跑完当然很累，可是也赢
得了大家的尊重。我在一旁喘粗气时，我还不认识的部员会对我一笑。我想，这就值了吧！

  之后一个比较长的休息之后，我们进了体育馆。在体育馆里我们也有好多训练，一开始各种传球投篮练习，之后是一对
一，三对三，四对四，最后是自由投篮。。。由于我还是新人，很多规矩都不懂，给大家添了麻烦，非常抱歉！尤其是
三对三时丢了两个队友传的球。。。::>_<:: 很累，但很开心。大家水平都还不错，大致都比我强，或者和我差不多。但
是我却十分有信心赶上！嘿嘿，要努力了！

  从部活动中，我也能看出日本社会“森严”的等级观念。当我跑完休息时，一个帅哥问我：累坏了吧？（疲れたか？）
旁边的一个人立刻提醒他：这是前辈哟！（先輩だよ）然后这个一年生小帅哥立刻带着歉意的表情说：对不起！（すみ
ません！）还有在馆里自由投篮时，由于球不太够，我和一个应该是初中生的小孩纸打交代，进五个球就把球给对方。
我投篮时那个小孩一直在篮下等着，只要一落下立刻给我捡球。。我说谢谢他也一脸笑容连连说没关系。当我给他捡球
时，他幅度特别大的连连点头说谢谢，看上去特别感激的样子。。。（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早上一件趣事：早上在公
交车站，我和一个寮生搭话。问了他的名字之后他也问了我的，我说叫張天鴻，他说哦张先生（張さん）,想想竟然改口
说张大人（張さま）！）可见，作为前辈是非常受后辈尊敬的。

  大致就是这些了。。。由于历史原因，我可能会再参加一个部活动，但是篮球我是一定要参加啦！恩，以后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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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手机。。。

2013.09.10

  咳咳。。。话说，我们的手机是八月二十七号左右发的吧。。。？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好像是豊川老师说的，这手机电池
不行，每天晚上都要充电。但是。。。実は。。。我一直到昨天晚上都没有充电啊！！！事实上昨天晚上还显示有一格
电的。。。这些天我也一直用手机了啊！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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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もう一つ）

2013.09.11

  正如上一篇末尾所说的，我又参加了一个部活动。辩论部！传统上所有到立命馆庆祥交换的中国长期生都参加了辩论
部，加之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又能提高日语应用能力，我就毫不犹豫的和老师去了。

  在路上我听老师讲述前辈的故事。。。六期生的张云铭大神就不用说了，那是在庆祥考了全年组第一，古文学的比日本
人都好的不可思议的存在。。。令我想不到的是第一期生的于瀚清前辈！我本以为他是第一个来的，会有好多事情不适
应，不会那么得心应手的。。。没想到，老师说他比张云铭前辈还要优秀！于前辈在日本人的演讲大赛中拿了第一
名。。。能想到吗！！！信じられない！老师还说，如果说我改变了张云铭，那么于瀚清就改变了我！天哪这会是多么
强大的存在。。。两位大神都去了Yale啊。。。

  之后到了辩论部的小教室。大家对我很友好，我先自我介绍，然后回答了大家的好多有趣的问题。之后我们去做发声练
习。好高级！有长音（あ～～～～～～），短音（あ～～ああああああああああ），クルクル（あいうえおいうえおあ
うえおあいえおあいうおあいうえ。。。），笑脸（あえいうえおあおかきくけこ）。。。好多好多，最后还有部训
（素直に謙虚に爽やか）！非常练嘴。。。下图是辩论部十周年纪念志和一个宣传册

  之后大家开始在老师和部长的指挥下模拟实际演讲大会上台演讲。当一个人演讲时其他人都会有他的稿子，边听他演讲
边用笔在稿上写出修改意见，当演讲结束后返还给演讲者作为参考。听了大家的演讲之后发现，演讲和平时说的日语有
很大差别，语气，速度，用词。。。都非常不同。希望我加入之后也会有很大提高！(*^_^*)

  周五就是大会了，大家加油啊！頑張ってね！o(≧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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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UP

2013.09.13

  今天是我们立命馆庆祥一年一度的R-CUP趣味运动会。之前我还担心因为腿有些伤会不会在足球赛时给大家添麻烦，但
是一上场就不担心了：普通七人足球场的半场上塞了两队二十多人。。。分出胜负根本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大家都参与
其中！

  除了足球还有接力跑，跳大绳等项目。至于骑马战这个倒是第一次见到。。。很危险，很刺激，也很精彩！大家都很
棒！

  今天北海道的阳光很足，在外面呆了一天，导致胳膊，脸等多个部位晒伤，火辣辣的疼。。。大家都和我一样晒得很
惨，但是，都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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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

2013.09.20

  今天体育课，第一次接触橄榄球。对于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人来说。。。橄榄球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虽然我开
始什么也不懂，但是在大家的耐心指导下渐渐明白了规则和玩法^_^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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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他！吉他！

2013.09.22

  到日本快一个月了。。。平时热爱吉他的我已经手痒难耐了！虽然在宿舍朋友那里也有电吉他一把，但毕竟是人家的，
玩的不过瘾啊！所以，在预谋了很久后，今天终于踏上了寻琴之旅！

  在札幌站下车，走了半个多小时到了乐器中心。其实我在刚来札幌的一周就把中心区的三家乐器店都考察了。。所以这

次有备而来。

  上次来已经选好了备选的几款琴。要是你你会选哪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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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确定了两个最终人选，都是morris的琴。我和店长说想试试琴，他很爽快的答应了，把两
把琴都调好了音拿给我。果然选琴最重要的还是手感啊！我原先倾向的那一把外观很漂亮，但是一弹上就发现并不是好
琴。本身琴体就小，共鸣弱，声音小，而且弦挺高的，不好按，还有一点打品。而另外一把虽然外观逊色一点，但是音
色明亮，纯净，弹上去手感很舒服（真的很舒服的手感!!!），不累。而且，我一直想要一把Dreadnought型的琴啊~很
有Martin的感觉嘛。。。

  就是她了！背着她回宿舍时脸上的笑都藏不住啊。。。很美吧~





爸，生日快乐！

2013.09.22

  如题，想你们！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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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啊~

2013.09.24

  因为我会那么一点点德语（真是一点点。。。），竟然很快就和德国和奥地利的朋友打成一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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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实验

2013.09.26

  近来的三节化学课，我们做了两节实验，都是有关气体与物态变化的。恩，很有意思啊~ 我还记得上周第一个实验是关
于过冷冻水的。老师每桌发了一小瓶水，让我们倒到塑料盒里，然后用沾有冰碴的吸管碰一下水面。神奇的事情发生
了：前一秒还能自由流动的水瞬间冻成了冰！简直和电影特效一样！

  除了这个，还有让我们感受一个气压的大小，做马德堡半球的模拟实验，验证热力学法则，做垃圾袋热气球等等。。。
真的很好玩！

(上图为我们放飞的两个垃圾袋。。。:D)

  从这些实验课中我也体验到日本与中国教育理念的不同。中国更注重理论知识的积累与运用，而日本则更重视对一些现
象的观察与分析。通过这种亲手操作，我感觉对那些似乎早就烂熟于心的内容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猜猜这个肥皂泡为什么能漂浮在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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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暖~

2013.09.28

  昨天晚上我们班担当宿舍值班，上自习前来我屋坐了二十多分钟，嘘寒问暖的，闲聊，我还给老师弹了但愿人长久。他
知道这首词呢！交流是无国界的。。。感觉好温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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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暖暖~

2013.09.30

  刚才宿舍里一个朋友过来找我（会说汉语，但是日本人）。我以为是什么大事要商量呢，结果就是来问问我最近过的怎
么样，网联没连上。^_^ 好感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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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距离接触

2013.09.30

  今天是秋季演讲会，请来了日本举足轻重的宇宙航行方面的专家——川口淳一郎博士，在
札幌市民大厅举行。讲座生动，节奏紧凑，

很有启发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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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快乐！

2013.10.03

  十七了。

  生日，真的很快乐！

  首先，回到宿舍时看到了日中交流中心的邮件。打开一看，有一张我们八期生的合影，还有日中交流中心的各位老师的
祝福。在生日这天收到这么美好的祝福，谢谢交流中心的各位！暖かい感じが心から湧き出して、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
ざいました！o(≧v≦)o~~

同时也一并感谢所有祝福我的人！

  第二件事~嘿嘿，在这面玩乐队有着落了！上午看到我们班和我非常好的T君在摇摇晃晃的听音乐，一看就是摇滚啊！
同是摇滚爱好者的我就凑过去问听什么呢，他说是Metallica，还说他们乐队过一段时间有一个演出，还给了我传单。当
时我就心里好痒啊。。但是马上上课了，就没有细谈这件事。

  中午时T君叫来了吉他手的A君，我们闲聊起来。一聊才发现，我们喜欢的音乐类型都基本一样，非常有共同语言，意
趣相投！A君说，下次一定一起弄Live！嘿嘿~

  第三件事。。虽然是前两天的事，但是到今天还是很高兴！前两天物理单元小考，我不小心考了全班第一哦~（真的是
不小心，当时我连问题集都没有，想考个差不多就行的。。没想到竟然。。。╮(╯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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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件事，也是我为什么能在这么忙的一天天中抽出时间写这么长的日记的原因。。。今天篮球部活动提前两个小时
结束哈哈哈哈！！！



感动~

2013.10.05

  今天去富士メガネ修了旧眼镜。好让我感动！那个女店员态度特别好，特别细致的调节好，然后还把旧的螺丝换下来

换上了新的，还送了我一个眼镜布，最后连同我戴着的眼镜一起用机器清洗了一下，而这一切都没收取任何费用！我走

的时候还笑着说頑張ってください～真的谢谢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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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

2013.10.12

  今天早上不到六点就起床了。坐在桌前一抬头，猛然发现一道亮色挂在天边。彩虹！好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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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音乐节 Rock Festival！！！

2013.10.13

  终于等到了！万圣节前的摇滚音乐节（表演的乐队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组的哦~）！

  天空飘着雨，但是有什么能浇灭我的热情呢！冒着雨走到JR车站，先坐JR，然后坐地
铁，又走了十五分钟终于到了演出的地方。一个挺大的live house。

  终于，五点钟演出开始了！乐队表演非常棒！我以前和同学也玩过乐队，但是感觉完全
不同。他们完全放开了。这才对嘛！现场演出音准什么的都是小问题，把气氛搞high才是
最重要的！他们完全陶醉其中，虽然能听出错误的地方，但是谁在乎呢！本当に盛り上が
った！

  一共六支乐队，最后一支没有看，因为宿舍有门限。。。但是没关系，我现在已经完全
停不下来了！太过瘾了！

  摇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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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手做的菜～

2013.10.26

今天吃了宿舍的朋友亲手做的菜！好吃极了!!中华料理的味道出来了～怀念!!!自己做饭真的令人羡慕！如果能的话我周末就不必吃盒饭了。。。超市的盒饭已经腻烦了！

  看起来好吃吧～肉多多地！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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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で制覇！

2013.10.17

前几天的化学和数学单元考试的成绩出来了。。。数学满点，化学扣了一分，各种无情第一啊。。。现在我亲爱的同学
们看我的眼光都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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クッキングパーティー烹饪party~

2013.10.26

  本来应该昨天写的。。但是昨天太累了就没有写。。

  昨天我们留学生たち应国际局的邀请参加了クッキングパーティー烹饪party~ 德国人
做了土豆沙拉（里面葱多的让人感觉是洋葱沙拉。。。），法国人做了法式蛋卷，奥地
利人做了甜点，日本人做了寿司，尼泊尔人游手好闲什么也没做，这倒一下乱那倒一下
乱。。。而我，做了水饺！我做好了馅，然后教大家怎么包起来。大家包的各式各样，
特别可爱，不过一个漏的都没有！来自七个国家的人一起包饺子，世界人民大团结
啊。。。花了两个小时左右，不过大家都说好吃，我也感觉挺好吃的其实。。~\
(≧▽≦)/~ 很开心！好久没有吃水饺了都。。。

  本来是要弹吉他的，但是由于水饺实在是太费时间，不抓紧时间就赶不上最后一班巴
士了，就没有弹上。。。T^T

  由于太忙了，连张照片都没有拍到。。。下周上照片~

張 天鴻的日记



参观北大！

2013.10.26

因为我们学校和北大有联合项目，今天去北大参观了。听了「不可思议的数法」这个讲义。讲师凑老师从「姐姐的问题」这个动画开始，详细地讲解了算法技术，我们也深刻体会到
了算法技术和日常生活深刻的关联。(Youtube有「组合的爆炸」这个非常有趣的动画，请一定看一下！http://www.youtube.com/watch?v=Q4gTV4r0zRs)然后，去北大的博物
馆参观了。厉害！

觉得很好吧？

然后在北大的食堂吃了中饭。好像大学生一样!!!猪排盖饭也～很好吃！ 今天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凑老师，真的谢谢！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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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啦

2013.10.31

  早上坐巴士，发车七八分钟之后司机突然慢慢把车停在了路边，嘴里还叨咕着間違えちゃった。。。 我们还在纳闷怎
么回事呢，司机用车上的广播说：对不起，走错道了！请稍等。。。当时就晕了  好吧最后虽然迟到了，但是老师也没
有追究什么。。。只不过觉得司机好可爱！

張 天鴻的日记



亚军～

2013.11.02

今天参加了「第二十三次札幌国际大学外国人日语辩论大会」。参加者都是留学生。我的演讲题目是「从「对不起」来看」，最后取得了亚军～ ￣￥（>○<）○/￣ 见到了各国来的
人，很快乐—！对了，也有从台湾和香港来的人。那个香港人不能说中文，无法相信！但是特别好的人。

说起来，为了辩论大会确实努力了！改了好多次原稿，拼命地背。说是辩论,果然与平时说话完全不同！其中，多亏了学校的老师和辩论部大家的帮助，从表现到语调把不好的地方
全都指了出来，幸亏大家的帮助，我才能辩论地这么好！谢谢!!!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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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的突破。。

2013.11.08

  其实从来日以来，部活一直很忙，周末也要睡睡懒觉洗衣服什么的，所以一直没有真正意
义的和朋友出去玩。。。不过，昨天我们第一次出去啦！

  好吧其实我们去了书店。。。╮(╯_╰)╭  但是真的挺好玩的！和两位朋友一排一排架子
逛，告诉我什么漫画好看，还推荐小说。。。最后在他们的帮助下我还在书店订了一本
书。

  当我们回宿舍时下起了雨。。。三个人只有一把伞，于是我们就躲在这一把伞中慢慢挪
回了宿舍。。。我们三个基本每个人都淋湿了一半。。。不过真的特别好玩！撑伞的哥
们，辛苦你了。。。

張 天鴻的日记



初雪

2013.11.11

今年的初雪。被雪覆盖的札幌特别美丽。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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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跪了。。。

2013.11.16

  咱化学学了个公式。。。Δt=a*k*B...真是。。。好有日本特色啊。。。(╯﹏╰)b

張 天鴻的日记



好人啊！

2013.11.18

  刚才在淋浴的房间，一个和我关系特别好的三年生问我衣服不够
吗，我说不啊怎么啦？他说经常看我穿着一件衣服，如果不够他可
以借我。当时感动的差点泪奔啊！他还说假期一起去滑雪。。。
↖(^ω^)↗

張 天鴻的日记



两周前的一篇日记，改了改想想还是贴上来吧

2013.11.25

  文笔还很生硬，欢迎指摘。。

 

11.12

 

  城市的美有多种。有一类，张扬恣肆，摄人魂魄，游走其中久了，人变得很渺小，很无助。纽约是这样，东京是这样，
上海也是这样。泰然静卧于日本本州岛之外的札幌市，虽是日本第五大城市，却显然没有如此扎眼和霸道。札幌是美
的，且美得含蓄，美得收敛，必须深咽几口，细细体味，才知原来芳香醇厚。冬之冰雪夏之凉，秋之红叶春之绿，四季
节气不同，景色也迥然大异。每年一千三百多万观光客多来消度札幌美妙的冬夏，最爱它晚秋的静美。踏行在由城区向
郊野延伸的郁郁丛林中，简洁流畅的现代雕塑闲闲地承托着几枚北风吹落的枫叶，是无心，却又浑然天成。

                                              ——题记

 

  同学都去海外研修了。泰国啊马来西亚啊比利时啊米国啊他们就飞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孤
守空房。。。好吧其实没有那么可怜-_-||| 毕竟他们走了我也不用上课，将近两周的时间像
寒假一样美好~ 今天是第一天！天气真好啊，阳光温暖的刚刚好，路旁堆着还没来得及融
化的昨天的初雪。总吃超市的便当，现在差不多快吃遍全种类了吧。。。早就腻味了。想

趁着天气好加上心情好，去札幌中心区那边吃个饭。。。于是果断换衣，冲出宿舍，搭下

一班电车到了札幌駅。

  作为札幌乃至北海道的交通网络的中心，札幌站还是非常了得的。JR电车不管是哪一
班，普通列车也好快速机场列车也好区间特快也好，都要在札幌站停车。而且所有列车停

车时都是走同一道程序：离站台老远就开始减速，然后以近似滑行的极慢速度滑行一分钟

左右投入到札幌站那无边的怀抱。这种刻意的减速仿佛是一种敬畏，怕在庞大的札幌站面

前炫耀自己可怜的速度会惹来札幌站的怒火一样。

  出了站，就是这北海道岛的核心了。吃点啥好呢。。。？我边沿街逛边思索。逛着逛着
猛一抬头，一座西洋风的建筑映入眼帘。这不是時計台吗！全日本最古老的钟楼，盛名全

張 天鴻的日记



世界的人文景点。钟楼是典型的美式风格，雪白的外壁和白雪相应，在午后的阳光中散发
出一种迷人的美。在市中心鳞次栉比的楼群中的他不声不响的立在那里，好像在等着哪个
人来讲述历史的沧桑。正好将近午后一点，我在仰望他的美时，响起了悠长雄浑的一声钟
声。这一声钟声稍纵即逝，让我意犹未尽，仿佛在对我说：来啊，进来随便看看吧。反正
才一点，时间还早，那就进去看看呗。于是掏钱买了票，进到了这经历百三十年风雨的老
钟楼里。

  一楼主要是关于時計台的一些历史介绍。曾经这里只是一个荒凉的岛屿，阿依努族人是
北海道的原始住民。幕府倒下后的明治二年（1869）政府在北海道设置了北海道开拓史，
揭开了北海道开拓的序幕。开拓伊始北海道什么都没有，所有的问题都邀请洋人来解决。

于是聪明的政府意识到：要培养自己的人才。于是，便有了札幌农校（北海道大学前

身），而時計台就是当年农大师生们的校舍。那是一个开拓的年代。一切等待人们来创
造。日本人请来的首任校长是美国马萨诸塞州农科大学校长克拉克博士。克拉克博士留日
不到一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与农大师生寝食与共，使农大从无到有，为国家培养出了宝
贵的第一批人才。克拉克博士在返回美国的时候，经过札幌附近的岛松时，骑在马上，对
送别的师生们大声说了一句话，“青年们，要胸怀大志”（少年よ、大志を抱けBoys，
be ambitious）。从此，这句话就成了北海道大学的校训流传至今。

  在那昏黄光线照射下的橱窗中我看到了当年的照片，我看到了农大第一期学生的全英文
笔记，看到了克拉克博士身披长风衣巡视校舍的样子。不知为什么，我也能在身体中感受
到那种力量。

  参观完一楼，爬上吱吱作响的木质楼梯来到二楼。二楼是演武场，也就像他们的大教室
兼礼堂兼体育场。里面摆着一排排长椅，仿佛还是百年前的样子。前面是一个讲台，上面
摆着一架钢琴。礼堂中央的天顶上悬下来两盏吊灯，把四周打的昏黄。温暖的感觉。在那
里的长椅坐下，听着大钟的鸣声，看着窗外的雪花和落叶。。。仿佛真的听到历史的低语
一样。 

 

  和一位七十多岁的志愿者聊了两个多小时。老人的父亲是从旧满洲来的，听说我是东北
人十分欣喜，也算是半个老乡吧。聊得很投机，内容很广。老人说，時計台是日本19世纪
引入西方教育和北海道开垦时期的象征。很慈祥的老人。谢谢您。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8.htm


  西斜的夕阳被時計台周围的数不清的高楼大厦挡上了。老人要换班了，我也该收拾收拾
走了。临走前和老人合了一张影。老人告诉我：要加油！

  哦对了，还买了纪念品。一块水晶砖（好吧它是玻璃做的），里面有克拉克老先生。他
伸出一只手指向前方。里面还有他那句Boys, be ambitious! 的浮雕，和象征北海道的森林。
说实话，我感觉这就是北海道的精神象征。嗯，北海道的精神挺适合我的。

  之后趁兴去了札幌电视塔。路过大通公园，好萧瑟，一个人都没有。远远的就看到电视
塔，从上到下点缀上了灯光，十分漂亮。虽然肯定比不上东京塔，比不上埃菲尔，但是他
也有一种独特的美。其实我感觉我对塔有一种特别的喜好。今年一个酷热的仲夏夜，我在
魔都上海也以同样的角度仰望过东方明珠的璀璨。

  电视塔上到三楼就没有再往上走，是收费的，六百日元。想等哪天再来玩时上去。

  到这时候我才发现已经五点多了。。。奇怪，我今天来这边的目的不是吃饭吗。。。-_-
||| 嗯，也许是因为我在这一下午感受到了太多吧。从荒无人烟的原始发展到拥有札幌这样
的国际大都市，耸立起傲视石狩平原的电视塔。这是多少代人的努力啊。感受着这些，饿

这种极其个人的微不足道的感觉自然就消失了。

 

 

  在札幌塔一层的商店看到一堆天朝子民。。。应该是旅游团吧，在挑选纪念品。出去后
又看到几个。一个望着电视塔，很不屑的操着北京腔说：“不就一电视塔吗”。我当时一



瞬间挺生气的，都想上去和他理论。但猛然想到，我为什么会生气呢？大概，我想，我已
经爱上这座土地，这座城了吧。

 

 

 

 

THE END

 



俺しかできないこと

2013.11.29

今天国际局全英文presentation。太完美了。彻底改变了那几个傲慢的欧洲人对中国的印
象。我成功了，我让他们惊叹于沈阳地铁，青年大街，让他们说That’s so cool。太扬眉
吐气了，原计划十分钟的presentation至少持续了四十分钟，气氛十分活跃，我能让大家
笑出来，让大家主动问问题，让他们想知道更多。我相信我已经做到了impress
everybody present。这就是一个中国人能做的。不过我很怀疑下面的几个日本小姑娘听
懂了多少。。。 ☺

張 天鴻的日记



考试结束啦

2013.12.14

  考试终于结束啦。\(^o^)/ 原定周四考完的，但是周三来了暴风，学校休息了，就延期到
了周五。。。

  考试还是与中国的有挺大不同的。所有考试都是五十分钟，不像我们之前的考试最长的
两个半小时。。。还是有点不适应，所以考卷一发下来就开始奋笔疾书，导致物理半个小
时就答完了。。

  最后总结一下这一段时间吧。关键词就是忙。前一段时间有两天学的挺辛苦，熬到十二
点半呢。还有商赛等等活动要准备，所以。。。月例报告一直都没有时间写，昨天考完试
立刻就动笔了，今天邮出去。有可能会晚一点啊 ~~o(>_<)o ~~  真的非常抱歉！（ps 昨
天考完试看了Love Letter, 好棒的电影！）

  马上就寒假了。即将迎来寄宿家庭里的生活。。。很期待着！

張 天鴻的日记



紀伊國屋最高！！

2013.12.21

  今天去中心区办事，顺便去了纪伊国屋札幌本店。好大的书店！我之前去过的几家感觉很
具规模的书店顿时黯淡无光。。。真的是什么书都有，比如。。

  然后看着那一架子一架子的书就想买啊。。。最后挑了七本书买回来啦~\(≧▽≦)/~

  还有，这回寄宿家庭真的定下来啦。。很好的家庭。还有一周，期待着！帮助我联系家
庭的北野谷老师还有其他老师们，辛苦您们了！

張 天鴻的日记



嘿嘿嘿

2013.12.21

  话说我在张婧如的纪录片里看到城昊了，好可爱哈哈哈！！！O(∩_∩)O~

張 天鴻的日记



搞乐队啦！

2013.12.24

最近和宿舍的朋友一起商量组成乐队的事。三年级的毕业演出、新乡一定不会让我们参加
的。可是、收到了邀请、好高兴！乐队的名字角“国际交流(Global Communication)”
打算演奏5支曲子。我弹3首、一首是英文的、来日本前就会了。非常快的节奏，很能制造
气氛!!演出在2月16日举行。寒假结束后就开始正规练习了！加油---!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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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家庭太快乐了!!!

2013.12.29

昨天寄宿家庭开始了！札幌是暴风雪，把行李拿到车站真的很辛苦。到了今天还全身都痛，一点儿使不出力气!!

大家真的很和善！马上就很亲密了。作为考生的姐姐，喜欢艺术体操的弟弟，什么都明白的爸爸，还有饭菜特别棒的妈妈！一只狗，两只猫（可爱～～～）！没想到狗对我非常亲
近。第一次见面。。。

家庭寄宿太快乐了！与家人一起去了Yamada电器（和弟弟玩了店内展示的ipadO(∩_∩O￣)），帮忙做饭菜，与狗和猫玩，真是最高的体验！

珍惜这两周的家庭寄宿体验，！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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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很快乐—

2013.12.30

家庭寄宿的第三天。还是很快乐！下午与爸爸和弟弟到处走走。 BOOKOFF是第一次！买了旧书。特别便宜！105日元，无法相信！

看起来很有趣！

然后去租了录像带。在中国不太租东西，很有趣。其实租东西很好。很便宜，想看东西也能看到。租了非常喜欢的X JAPAN的selection，真的谢谢！现在很期待～ O(∩_∩O￣)

家庭寄宿大迷！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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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后首次参拜～ suprise

2014.01.03

一月二日与家人一起去新年后首次参拜。是惠庭市的丰荣神社。买了护符，抽了签。大吉！厉害吧？大吉很少的～2014可能会是不可思议的一年！加油！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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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喱

2014.01.05

和妈妈一起做了咖喱饭。超好吃，吃了好几碗。吃多了 削皮很辛苦。要再练习练习怎么
用刀!小心不被切到手。！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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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

2014.01.06

和姐姐一起去看了茶道。茶道对我来说很不可思议。什么都不明白,但非常喜欢那个气氛。更想做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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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寄宿家庭的各位

2014.01.11

两周承蒙关照，真的谢谢！仅有2周,但已经充分地享受了，像一个月的感觉！O(∩_∩)O~

谢谢大家接受我对我像家庭成员一样好，谢谢。就像家里的一员一样。很安心的家的气氛。

谢谢带我去各处玩。电器店啦，拉面店吗，对其他人来说可能非常一般,但是对我来说是很美好的回忆！千岁的游园地，与弟弟尽情玩耍的情形历历在目。特别累,但特别快乐。感到
玩地这么快乐是第一次。

妈妈，谢谢！给我洗衣服，有认真地帮我叠好。妈妈的饭菜最好吃～！烤肉啦，煎菜饼啦，做给我平时吃不到的饭，非常高兴！谢谢你o(≥V≤)o￣￣ 并且，总是让我在做饭菜时帮
忙！其实我的「帮忙」是倒忙吧？即使这样也总是亲切地告诉我胡萝卜的切法，谢谢！送我到宿舍累了吧？往返花费了两个小时半。。哭哭￣￣o(>_<o) ￣￣ 感冒快点好就好
了。。请保重身体！

谢谢爸爸。带我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学习到了很多。谢谢你的棉花糖。很甜！^_^最后的离别时没能看见有些遗憾。。。

姐姐谢谢！一点不明白茶道,但觉得你很厉害。。！(?_?) 一定不能忘记的！中心考试请努力！衷心祈愿能考好！但是不要太着急呀。。==

弟弟谢谢！谚语说同屋兄弟最亲。US LAND很快乐～坚持艺术体操！又学习到了！如果成绩好的话妈妈会给你买游戏机的？以这个为目标！

 

每天饭后和大家看电视，与makusu和岚一起玩非常高兴。家人！相信这里是我另一个家。以后会回来的！再会吧！

希望大家一切都好！与大家能见面，真好！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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やべえ！！

2014.01.13

必须要好好练习乐队的曲子了。。。原先我会的那一首被替换掉了，然后还增加了一首，
而且演出时间还提前了五天！！！假期基本都没有练啊！！

張 天鴻的日记



乐队！ 排练！

2014.01.20

  今天是乐队第一次排练，大家一起去了录音棚！果然是录音棚，设备真高级，这么好的吉
他音箱是第一次用！

  一开始心里也没有底，不知道乐队的大家都是什么水平。但是练着练着就放心了，乐队
的主音吉他手实在弹得太好了，完全没有想到！就是那种听了歌就能记下谱的神人。。。

  今天在录音棚练了三个小时，练下来了两首曲子，有一首还需加强，一首需要做些改
动。和在中国练乐队的感觉完全不同，不过真的好开心，这么尽兴真的是久违了！！为了
演出，大家加油啊！！！↖(^ω^)↗

張 天鴻的日记



过年好！

2014.01.31

春节快乐！这是首次与家人分离过的春节。有点儿寂寞,但是是没有办法的事！为了做出春节的气氛做了这个！没有红纸有些为难,但最后下决心用白纸做了==

从明天开始中间进修！期待着！最近雪下得很大，飞机没问题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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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最后·努力！

2014.02.09

今天是现场演出前的最后一次练习．在演出厅练习乐4个小时,大家都累坏了，成果很好！
大家都很有干劲!一共6支曲子,也确认了成员的登场时间！大家辛苦了！后天是正式演出，
加油!

看这篇文章的大家,也请声援我们啊！↖(^ω^)↗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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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节！

2014.02.10

去了北海道最有名的文化节--雪节！在横穿札幌最中心部的大道公园，从1丁目到12丁目共计十二个会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表演！

排列着制作精美的雪像

还有滑雪的表演！ 不愧是冬季运动的天堂！

投影也很漂亮！

張 天鴻的日记



雪节玩地真高兴！还想再去！

北海道最高！最喜欢北海道!!!

 

 

顺便，为明天的现场表演加油!!!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在日本的首次实况录音。。。and MORE!!!

2014.02.11

演出结束了。在日本的首次现场演出噢~ GLCM的大家,辛苦了！

好开心了！大家都热情高涨，谢谢。我的演奏也很顺利！我弹了4支
曲子。没有出现一次错误。很厉害吧?笑　GLCM, WE ARE THE
BEST!

（おれはTenko~）

演出结束后,去吃庆功宴烤肉。好好吃ーー！本来要2500日元，我们
的乐队卖了50张票，所以花了500日元就吃~~~烤肉无限量啊,500
日元,简直不可相信。～

还有!还有!还有!!!当时就定下来了GLCM的第2场演出！2月17日！
谁能来看我会很高兴啊笑　要继续努力了ー　大家一起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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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乐队

2014.02.13

  我们的乐队演出视频可以在网上观看 →http://www.youtube.com/watch?
v=mBWZbnbQotA&feature=youtu.be    画质不是很好，音质也不是很好，现场效果真
的比这个好多了。。。╮(╯_╰)╭

  还有，说好的下一场演出，由于种种原因取消掉了。。。别问我为什么

張 天鴻的日记



乐队演出的视频可以在优酷上看啦

2014.02.23

  之前忘了这回事了。。由于国内的朋友上不了youtube，所以我在
优酷上上传了视频
→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c0Nzk4MTg4.html  可以
选高清画质观看，效果比youtube强多了。。。大家支持下啊！~\
(≧▽≦)/~

張 天鴻的日记



不忘初心

2014.03.15

考试结束后打扫房间的我。突然，桌子一角有两枚一直被我无视的纸映入眼帘。这是什么？拿起两张纸看了一下，是飞机的登机牌。第一张是去年8月末到新千岁机场的登机牌，第
二枚是今年二月到伊丹机场的登机牌。看到这个，有什么感想呢。这两张登机牌，不正表示着我来日本之后最重要的两个时刻吗？在北海道的生活的开始和中间进修。半年已经不知
不觉地过去了！来日本之前的自己是怎样的心情呢？现在呢？

真地不想后悔。像「一期一会」这句话一样，现在正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看到来这里的登机牌，想起了自己的初心。今后也要不忘初心而努力！4个月是很短的时间,但要珍惜每
寸光阴，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每天，也是很长的时间。希望4个月后可以挺起胸说努力了，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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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世界末日

2014.03.27

西岛家的诸位，六天里，真的十分感谢。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能遇到大家，是我的运气和幸福。

在谢谢带我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在最前排看电影是第一次,但别有情趣！在「银之匙」的外景拍摄地带广看这个真是非常棒！然后看了真正的雪橇赛马(世界唯一的)，真正地感到了赛
马的震撼力。去教会也快乐。见到了很多人，聊了很多，学到了很多。唱赞美歌也是意外的体验！

張 天鴻的日记



在八届生来日本之前，在北京有问卷调查，有这样的问题，「留学期间最想去的地方？」。我的回答是「想去美丽的北海道雪山」。但是，雪山离都市札幌很远，很难去。所以也可
以说这次带我去大雪山国立公园圆了我的梦。真的谢谢!!真地被北海道美丽的大自然迷住了。然别湖的活动也很有趣！在归途里看到了狐狸。这么近的距离看到狐狸是第一次。真的
很高兴！狩胜峠的兜风也非常感谢。尽管风很大，但心情非常舒畅！最后的日子看了昭和大学vs爱知大学的冰球比赛真好！本来对冰球没有兴趣,但这次看，有了非常激烈帅气的印
象。这全部都是我一个人无法体验的。衷心感谢给我这样体验的机会！





感谢带我吃了各种美食。饱享了雄伟的十胜大地上成长的各种各样的食物。十胜有名的猪肉盖饭！辛辣好吃，味道独特的印第安咖喱！被称为日本第一的鹿追荞麦！然别湖冰酒吧的
抹茶拿铁！使用道产的素材做的回转寿司！六花亭和柳月的点心！祖母手制的PIZZA和秋刀鱼！全都非常好吃。承蒙款待！





 

像感谢对我像自己孩子一样慈爱。大家一起时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觉得非常舒服。爷爷总是很和善，教给我很多。奶奶总是很开朗，给周围的人带来美好的心情。yuri和yosika也
总是很精神。每天与大家聊到很晚真是很快乐。与yuri玩也很有趣！

与遇见大家，找到了我前进的意义，也增加了勇气。爷爷，最后送我到车站时说，已经春天了。是这样的，冬天已经快要结束了。多亏大家，我觉得我的冬天也要结束了。6天承蒙
关照，谢谢！如果可以的话，五月樱花开时，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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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算

2014.04.01

新生还没进入宿舍,不过，从今天开始终于可以坐在三年级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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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z

2014.04.05

今天早上起来眺望外边大吃了一惊。一片雪白！下雪了。十二点左右下得像暴风雪一样。听说发布了风雪警报。这是真的吗？已经四月了！

，但下午四点之后完全晴了。。。北海道的天气真地搞不懂o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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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的春天

2014.04.28

终于，北海道的春天来了。

上星期草坪还黄绿交织，今天看完全变成绿色了。简直就在一夜之间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宿舍附近公园的桃花也开了。樱花还没开,但春天的气息已经慢慢靠近了。

今后的生活充满着希望。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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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馆纪行～

2014.05.12

从函館回来了！是一次发现之旅。

 

第一天：

谢谢爷爷奶奶早早地来宿舍接我！还是那么和善，就像家人一样的感觉。嗯，出发！

从札幌出来直奔小樽。３月一个人去过小樽。这次只是路过，看到街道，头脑里浮现出很
多景象。

大约十一点时在积丹这个城市吃了有些早的早饭。三色盖饭！

道路就在海边，很清楚地看到了海。对我来说，真是好久没见到海了。小时常和奶奶在海
边玩，上中学后很忙，已经几年没有近距离见过海了。海鸥结群而飞。对于在内陆长大的

我是很罕见的情景。好像在体验别人的人生。

然后去了神威岬（是阿伊努語神的意思）展望台。海是不可思议的蓝色，非常美丽。到展
望台的路很险，简直像万里长城。

然后出发！过了两个冷清的村子岩内、寿都。因为下雨，外面的景色看上去更寂寞了。

下午四点去了住宿的地方长万部。还早、去了和平纪念馆。看到了很多满载着对和平渴望
的作品，感动。从纪念馆出来后，去了旅馆。是一个叫做marukin的温泉旅馆。到了旅馆

張 天鴻的日记



后，到晚饭还有很长时间，所以拿了长万部町的地图，从旅館出来，在街中散步。

说个有趣的事，東京理科大学设立了长万部校园。基础工学的一年生学习的能看海的校园
说的就是这里的事。。。不知缘由。。。

去了村里的所谓「中央商店街」，很失望。大多数都关着闸门。也是一个没有活力的村
子。岩内、寿都也一样。怎么能改变这种现状呢，这也是我的课题。必须改变北海道。

回到旅馆后，吃了菜肴足足的晚饭，去泡了澡。男堂里有温的和热的两个池子。哪个都泡
了一会儿后，出去进了露天池。心情舒畅！凉凉的夜风和温暖的温泉是很好的搭配！三个
池子一共泡了大约一个小时。。。

 

第二天：

函馆>！

早上早起出发！目的地是这次的焦点函馆！看着太平洋在高速道路上奔驰。过了九点半后
来到了函馆！奶奶５０年前在函馆住过。五十年没来过对于十七岁的我来说难以置信。

先去五稜郭公园。樱花盛开非常美丽！！樱花洞穴石墙组成了一幅奇妙的画。然后登了五
稜郭塔。从百米的高处俯视五稜郭真是别有趣味。看到塔上很好的动画展示，知道了五稜
郭的历史。五稜郭是戊辰战争最后的据点。看着解说，感到了时间的流逝。



从五稜郭公园出来已经十一点了，去了函馆有名的早市。店里很是混乱，找吃饭的地方费
了很大功夫。等待的时间我和奶奶去了附近的水产店，遇到了说话很有趣的店员。然后照
了大螃蟹的照片。真大！

 



等了好长时间终于进了店里。我吃了海鲜盖饭！很新鲜ー！好吃！

吃好后去了函馆站的卖店，买了些东西。看了很多特产。

离开车站去了函馆的青函联系船纪念馆。说起来这个纪念馆很厉害！原因是这个纪念馆就
是停在港口的摩周丸的这艘船。汽车汽船飞机普及之前青函联系船连接着本州和北海道的
交通，为北海道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奶奶说，以前去本州一定要坐这艘船。花4个
小时。所以这艘船对很多人来说是难忘的回忆。在甲板上吹着海风感受着船的摇动，有种

正奔赴本州的感觉。怀旧的情绪，这就是函馆。

从摩周丸下来后去了红仓库。觉得和小樽很像。没有太大变化。

然后是今天的最终目标：函館山！黄金周，所以想早些登山，但停车场非常拥挤。去了教
会建筑。然后去了旧函馆区公会堂。从坡上俯视非常喜欢能看到海的这个港口城市的气

氛！



意外的是看到了复古的有轨电车！我的家乡沈阳原来也有有轨电车，因为发生了事故所以
全都废弃了。登上有轨电车眺望街景，有种坐时光机器回到过去的感觉。

五点去另一家气氛独特的西餐店去吃晚饭。店主好像非常喜欢东南亚，店内的装饰也很独

特。料理很辣！



函馆夜景是世界三大夜景之一，被称作百万美金的夜景。难得的机会，所以登上展望台等
待夜景的降临。还很早，照了很多落日的照片。从上俯视，夹在太平洋和日本海之间的函

馆真地很美。

太阳西沉，人渐渐多了。视线好的地方都被占领了。坏了！！

七点左右天很黑了，街道的灯开始亮起来。名副其实！漂亮。照了很多照片～



看过夜景之后下了函馆山，去往住宿的地方-森町。这样觉得今天就结束了吧。。。。！？

去旅馆的途中看到了公园，好像在开樱花节。樱树全部点了灯，夜樱！到了宾馆时已经九
点了，觉得还早，又去了那个公园。遗憾的是没有人，点灯结束了，什么也看不到。街道
很小，道路旁也没有车，周围静穆一片，有些害怕。想回去时，在几十米前看到有光。带
着疑问去看，原来是当地的三个年轻人。在篝火旁闲聊。看到了我，招呼我过来，我坐在
了他们旁边。觉得是陌生人，应该没有什么好聊的。但他们知道我是中国来的留学生后，
问了我很多问题。然后聊开了，有很多有趣的话题。（一只狐狸经过了～）一直聊到十一
点！非常有趣的人们。已经很晚了，他们用车把我送回了宾馆。谢谢！亲切的人们！现在

想起这些事，还觉得很不可思议。

第三天：



最后一天。

这次旅行已经基本结束。回去的路和来时不同。路过了洞爷、室兰、苫小牧，到了北广岛
市。然后吃了晚饭（猪排盖饭！），爷爷把我送到北广岛站。在那里做电车回宿舍。这样
此次发现之旅告一段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很多，自己的身体感受了很多，自己的心考虑
了很多。

爷爷，奶奶，三天里承蒙照顾！谢谢！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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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冷的冻死人！被北海道吓到了T^T

2014.05.18

  今天最高气温9摄氏度！！！上午十二点五十二分我看了一下教学
楼外的温度计。。。你猜多少摄氏度。。。3.8摄氏度！！！冻死
了！！！

張 天鴻的日记



努力了—

2014.05.24

本星期五参加了第十四次sawayaka杯辩论大会。我的演讲题目是守护「「光」」 。分析了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提出了奖学金募捐这个解决办法。老实说，正式的辩论这是第一
次。去年参加了外国人辩论大会,但那不是辩论，而只是讲演。也就是说「谁都能说」。这次是正式的辩论，所以非常地努力。还是与讲演不同！通过辩论明确地传递给别人自己的
想法和主张，是辩论难的地方，同时也是辩论的魅力所在。

这次的大会可能对自己来说是最后的大会，拼命地努力了。从决定演讲题目到完成原稿，到最后的背诵都全力以赴。完整地背下一千七百字的原稿绝对不是简单的事。但因为是最后
一次，所以必须努力。这一周一直在想辩论的事。

 

觉得是为自己做的，所以竭尽全力，能传达自己想说的就可以了。所以成绩发表时，自己知道获奖时很吃惊。得到了优秀奖。优秀奖是参加比赛的20人中的第三位。真的感动了。
自己的努力得到回报时，非常高兴。

谢谢给我改原稿的老师。对支持我的大家表示感谢。以这次大会为契机，今后也要尽全力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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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高

2014.06.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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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17

三年前为立命馆庆祥留学的心们心的先辈前几天来了学校。是遇到先辈,不过，过分没有时间，这个那个地没能说。T^T 看带的家族，感动了。想显示不知不觉我带父亲和母亲，我
也生活着的这个土地的这个那个地。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張 天鴻的日记



歌剧魅影！

2014.06.18

今天，作为艺术欣赏我们学校的二，三年级去看了「歌剧魅影」。对我来说这是人生第一次音乐剧。非常感动!!!不行了！最后一个场景泪眼婆娑！我觉得这是触及人类灵魂深处的音
乐剧。谢幕时再次看到扮演怪人角色的演员时眼泪止不住流下来。。。非常喜欢!!!「歌剧魅影」，能看到这样好的音乐剧真的很幸福！对各位表示感谢！请一定看一次！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張 天鴻的日记



献血

2014.06.22

昨天去献血了！因为是第一次献血，觉得200ml就可以了,但献血间的人说特意来了不试试400ml吗，就献了400ml。。。被扎时很疼  >_< 但想到自己做的事是与生命相关的志愿
者，就忍了。

我在献血间的两个小时，就有20几人来献血。感动了。人口是日本十倍以上的中国，去献血的人绝不那么多。应该向日本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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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演奏会等

2014.07.06

昨天去了我们学校的管弦乐队定期演奏会。小提琴家NAOTO先生作为特邀嘉宾做了精彩
的表演。管弦乐队的表演野很不错。尤其是“冰雪奇缘”的主题曲Let It Go很令人感动。

演出5点开始、12点结束、去了北海道神宫！已经是第3次了。向神祈求了很多。一定会实
现的！

其他也玩了很多。很开心的一天～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張 天鴻的日记



地震！

2014.07.09

昨天发生了地震。震度是3，很温柔。一点儿不可怕 笑 在日本经历的第一次地震，难得。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張 天鴻的日记



全国第一～

2014.07.09

三年级的6月进研mark模试的化学得了满分，全国第一！太帅了～笑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張 天鴻的日记



辩论部的离别晚会

2014.07.11

辩论部的大家∶真的谢谢!!读了大家写的东西，特别感动！快乐的一年！今后继续努力！非常喜欢大家 （>○<）○/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張 天鴻的日记



谢谢！

2014.07.15

日本的大家，这一年谢谢！明天再次踏上旅途！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張 天鴻的日记



我回来了

2014.07.23

平安到家了。北京好脏啊ーー！！！还是沈阳干净～　又凉快！太棒了！大家一定要来沈
阳啊、北京就不用去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張 天鴻的日记



礼物

2014.10.26

前几天从交流中心送到了很好的礼物。是回国前在报告会大家拍的照片。看着大家的笑容，很多画面在头脑中复苏了。在日本度过的一年，简直象梦一样。但知道已经不能回去了。
但无论时间怎样经过，不想忘记的回忆也留在心里吧。日本这个国家告诉了我努力的意义。想起在日本度过的每天，今后，无论什么时候，都带着笑容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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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快乐！

2015.01.01

新年快乐！今年也请多关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張 天鴻的日记



大家还好吗？

2015.04.12

从日本的朋友那里收到一封邮件。从她那里得知大家去了哪所大学。全都是非常难进的大学。其中还有考到东大，京大的同学！希望能成为我的前辈就好了—我想大家刚刚入学一定
非常忙吧，请好好享受大学的生活！等着我啊！

 

我也收到了中心寄来的报告书。说实话，我都没有感觉到回国已经过了8个月了。翻开报告书看，我觉得我们第八期学生真得很努力。也正是由于大家的支持才顺利度过了留学生
活。我非常感谢大家！今后我也会像当时那样继续努力下去！

在日本的同学们，大家还好吗？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張 天鴻的日记



最后6天

2015.09.29

虽然才9月，但是沈阳已经完全进入秋天了。今天的最低温度是3度，一天气温最高的下午
两点左右，也不能不穿长袖了。

10月5号我要坐着飞机，离开中国，去阔别了1年零3个月的日本。这次离开国土，再回来
最快也是明年的夏天了吧。期待和不安交织在心里。

这次去的是京都的日语学校。只在中间研修的时候去过一次的京都，对我而言还是陌生的
土地。

回首从日本回来后的一年多，我很想对我自己夸奖说，你真是很努力了呢。准备考试还有
别的种种，痛苦的事情也有很多，但是幸好我没放弃。

明天会怎样呢？光想这些那什么都开始不了。自己的未来，还是要用自己的手亲自去画，
别无他法。

我要珍惜这最后6天，一边也要做好出发的准备。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張 天鴻的日记



考试就此结束！

2016.03.10

好久不见了。顺利考上东京大学了！
因为是留学生，所以可以考好几所大学。另外名古屋大学和东京工业大学也录取了。本来
第一志愿是京都大学，可是很遗憾没考上。所以，我将会去东京大学(^ ^)

 

由于考试经历了种种辛苦，可正是因为很多人的帮助我才能顺利度过这一段。非常感谢你
们。特别感谢东北育才学校和东北育才外国语学校的前辈们。谢谢你们宝贵的建议和鼓
励。

也感谢中日交流中心的老师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发现在日本一年的留学经验是非常
珍贵的。感谢你们！第十期的同学们，也请珍惜剩下的留学生活！

在京都的生活没几天了。去大学以前我想先把各种事情整理一下。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張 天鴻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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