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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日本已经两天。这次是第三次来日本，但还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

马上要和寄宿家庭见面，很期待。

今后要努力适应日本的生活。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盧曦子的日记



在日本生活。

2013.09.01

到寄宿家庭第二天了，从明天开始上学。刚到日本，连左右都不知道，也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但是今后还有11个月，相信我一定能融入到周围的人里。

下周有体育大会，期待着。但是上盐入老师说选手大致已经确定了，很遗憾,只能参加一年生的舞蹈。明天去学校，要见到新同学了，心里七上八下的。但是我会努力的！全体也
是，一起努力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盧曦子的日记



学校

2013.09.05

今天是来到日本的第四天。昨天第一次听了茶道课。一直正座着，脚好痛。今天第一节课也是茶道,不过能吃点心喝抹茶，非常高兴。

今天与同班同学一起回家。决定今后三个人一起去学校。相信一定会渐渐和大家成为朋友。

很快就是体育大会。最近一直在练习一年级的舞蹈。大致学会了。第一次使用缨球，很有趣。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盧曦子的日记



体育大会演习

2013.09.06

 今天体育大会演习。连比赛都举行了。我们班接力项目第一。真的很高兴，大家也很努力。最后一年生女子获得了冠军,但综合成绩三年级冠军。遗憾。

 昨天收到了同班同学的信。是日本人,但用中文写的信。也有读不懂的地方,但满怀交朋友的诚意写的信，真的感动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盧曦子的日记



体育大会

2013.09.09

昨天第一次参加日本高中的体育大会。早上到了学校，大家看起来都很兴奋。9点15分，大会开始了。同学们伴随着管弦乐曲，入场了。其中好像也有空城的OP。这个曲子，让我
想起了初中时代的文化节。

第六个程序是一年生的集体舞。大家都很高兴，笑着跳着。第一次这么跳集体舞，真的有不可思议的感觉。然后是接力赛，大家跑地很快，夺得了第一个。

下午是部活展示。每年的留学生都加入ESS。我今年也作为ESS的一员入场了。从2年8组的前辈那儿，得到了背面画有中国国旗的Ｔ恤。还有带着中国，日本国旗和凤凰高中校章还
有熊猫的毛巾。非常漂亮，很感动。虽然很遗憾，没得到毛巾。

中午，与大家一起吃了饭，也拍了照片。

今后，也要与大家好好相处。加油！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盧曦子的日记





一起学习。

2013.09.14

从今天开始三连休开始了。家人有工作，今天我写作业。但不是一个人，是与朋友一起写的。她叫美里。是隔壁班的学生,但家很近，一起去学校。并且，邀请她写作业，来了我们
家。

第一次带朋友来家里，她也很紧张。美里非常喜欢猫,但可能对猫过敏。很遗憾，我们家正好有三只猫。

下午一直写作业。数学作业，她不明白的地方我给她说明了，自己不明白的现代文和古典她也教了我，真的好。6点左右，送她回家，她谈了这样的问题。听说自己的朋友里有讨厌
日本的，为什么呢。我说了原因之后，她说还是想友好相处。我想这个正是自己在日本的理由。不只是日中友好的架桥，自己作为中国人，应该传递国内的信息，表明明确的立场，
避免误解，这也不是很重要吗？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盧曦子的日记



第一次做饭

2013.09.15

今天第一次在家做了中华料理。非常紧张，不知道能不能做好。但是，做好后非常香，不只是能吃，而是好吃。

明天与朋友去海上。期待着哟。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盧曦子的日记



祭祀￣

2013.09.23

今天南萨摩市有祭祀。每年的留学生都参加祭祀的舞蹈，今年如预想地，我也参加了。一起参加的还有一名同学。 当然，跳舞前和她一起去了小店。想买好吃的日本点心。但邮局
没开门，也没有喜欢的日本点心。在商店街吃了好久没吃的抹茶冰淇淋，真好吃。以吃抹茶冰淇淋为契机，我开始喜欢抹茶了。 然后，两人照了大头贴。在那里，偶然遇到了同
学。四人又拍了照片。然后，我们去了舞蹈老师的家。书店也在附近。第一次买了小说,但我想，应该大概读不了,但。。我会努力的。 到了老师家之后，老师让我穿了和服。不是第
一次，但还是很难。从4点半到6点一直在跳，脚痛，感到疲劳。但是今天参加了祭祀，与朋友一起去了各种店，真的很高兴。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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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稻子

2013.10.07

早上8点起来，吃饭之后，与家人一起去了河边的稻田。今天割稻子，收获到明年的4月前的米。(这么说来…明年的4月又要割稻子?!!) 收稻子的是机器,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把结好的稻
分成2份，每4个放在一起，再用竹弄干。真的好累。蹲下，再站立，重复好多次，腰特别痛，有点中暑的感觉。在妈妈的家吃了中饭。是很日本的房子。都是榻榻米，在茶道课上
学过，就很注意着「在榻榻米上走时，不要踩到边缘」。 下午，哥哥也来帮助了。 其实最高兴的事是坐了哥哥的摩托车。是第一次,不过，发现自己对摩托车很有兴趣，很帅，很凉
快。这样一来，和哥哥的关系也有点变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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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写什么标题好

2013.10.13

本周三进行了料理实习。这是第一次，所以对我来说，有着紧张啦期待啦等各种情绪。之前也发了很多资料,但星期二台风，学校休息，所以完全忘了这件事，没好好预习。什么也
不懂地就去了。大家也不是特别擅长,但都按照老师说的认真做。真的很认真，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地认真。 比如，洗米时，认真地把所有的水倒掉后放入5人份的水。糖有大匙啦小匙
啦规定地清清楚楚。老师也说「这不是家里做的饭菜」,…有些无法理解了。家庭不就是家人生活的地方吗？为什么特意说「不是家里做的饭菜」呢？ 从下周开始有期中考试。据说
连续四天。因为是第一次重要的考试，所以必须努力。但是考试前有三连休，真的很幸运，想好好复习。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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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试结束了￣

2013.10.21

终于，期中考试结束了。真的很累。与国内的考试完全不同，持续了四天。 第一天是现代文·日本史和数学A。第二天是英语交流和世界史。与日本史相比，世界史的部分在中国已
经学习过了,没太认真。还有，人名啦地名啦全都是片假名，很难背。与此相比，日本史在中国没有学习过，很难理解,但因为是汉字，大致能记住。「到底是中国人。」老师这么
说。今天日本史的成绩出来了。真比世界史多得了10分。第三天是古典·科学·地理。第四天是英语表现和数学I。古典一点不懂…('·_、‘) 古汉语能读…但问题还是答不上来… >_< 大
概大家都是这样想的，中国人，还是古汉语，不用学习日本的读法，就这样了… 科学，现在学习的是化学。已经学习过了，即使不复习也很轻松地回答了。只是元素的名称没全部记
住。果然自己还是理科哟￣最轻松的是数学。最初来时，数学老师已经说了。「每年来的留学生都很聪明，数学很好。」。即使那样，还必须努力。其他的事情，也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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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茶会

2013.10.29

昨天在鹿儿岛市内开了茶会。作为茶道小组的成员，与老师还有另一个学生一起去了鹿儿岛市内。9点半左右出发，10点半左右到了鹿儿岛市市民文化大厅。

稍微走一点儿，就可以看到远方蔚蓝的海。海岸线的对面是爆发的樱岛。山口的地方冒着白烟，真的喜欢这样的景色。这个感觉，这种海的蓝色。

进入市民大厅之后，到处可以看到穿着和服的女性。茶道小组的老师说茶会时大家都穿和服，今天能看到很多。真的如老师所说的那样，大部分的女性都穿着和服，只有两名男性也
穿着和服。和服不是第一次,但看到大家保护并传达自己的传统文化，真的很好。

大概20分后，终于进入了日式房间。多亏在茶道小组练习了很多次，基本没搞错。刚刚练习茶道，还有很多事不太明白，很有趣，充满着日本文化，一定要努力练习。日本点心有
四分。抹茶也是直接拿来的，不是厨师做的，有些遗憾,但因此正座的时间减少了，帮了我了。特别期待茶会,但这次不那么严格，是很轻松的茶会。还没看到正式的茶道，有些失望
了。最后，与大家参观了日式房间，拍了照片，就回来了。

能带我参加这次茶会，真的很感谢。今后也能体验各种各样的日本文化就好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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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节<一>

2013.11.05

１１月一日、人生初次体验的文化节开幕了。持续两天。

其中一天在体育馆有节目。开始是管弦乐队的演奏、预定时间是40分钟。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参加，吹圆号。演出很不错，有古典音乐也有流行歌曲。还有动漫主题曲。真的好
棒。

大概看了一遍节目单，和国内一样，多是舞蹈。没有很让人振奋的现代舞。但一个女生表演的舞蹈很棒。表现力很强，可以看出学了很长时间了。

节目中有一个魔术表演。已经过了相信魔术的年龄，但对表演魔术的人很佩服。需要不断磨练技术，要表演的好需要花费时间，也需要耐心，真的会很难。

当然，我的表演也需要一天。吃完饭，马上去了武道馆，换了衣服，开始紧张。原来可能觉得他们很无趣，但实际上很好。我没穿传统服装，而穿了中国的制服。很高兴大家说可
爱，他们都想去武汉了呢。

真的太好了。这才是我来这里的理由。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盧曦子的日记



文化节(二)

2013.11.10

第二天，是最期待的一天。每个班级都有展览或小卖店。操场上也有小卖店，很多人。没有人一起去，有点担心，但护士课的朋友小A邀请我一起去才去的。
 ９点半，和她一起去了体育馆看展览。牙签制作的凤凰非常非常美。大家都非常用心、认真地完成了这些工作。还有用气球做的人偶。真的对他们地想像力很佩服。

之后、我们去了操场，已经搭起了屋顶，准备很好。马上就开始卖东西了。有棉花糖、炸薯条、面包圈等好多食品地小摊位。棉花糖是很孩子气地小吃、但现在的我很喜欢。可能我
还有点孩子气吧．．．面包圈一包有三个、其中一个有豆馅儿。我和小A一起分了吃。然后、一边吃一边逛、找了其他好吃的东西。入口处有卖花苗的、我也想买。和我一起在这里
生活、一起加油相互照顾。但没有想要的、就没有买。

还有、1公斤橘子只要100日元、真的好便宜。还买了肉包子。款台旁边写着：“买肉包子，提高财运；买咖喱包，提高恋爱运;买比萨包，提高体重!”好搞笑。

最后，我们去武道馆看了各班的展览。我们班是纸板手工。隔壁班是折纸，做了巨大的纸鹤。我们受启发做了很多超小纸鹤，点缀我们的纸板手工作品。家庭部成员制作的服装也展
出了，很漂亮。还有家庭部，真的很吃惊。一定是瞄准要做世界第一的太太。(笑)

最后的最后，又买了点心。所以就没有吃午饭。不只是午饭，和朋友一起逛很高兴。一个人，无论做什么都感觉很寂寞，以后要一直多多交朋友。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盧曦子的日记



随记

2013.11.17

第三个月已经过了一半了,感觉很少在这上面写关于班里同学们的相处情况。进入第三个月,从自己这方面来说,大概已经能够稍微自然地跟同学们相处、说话了。前几个月,就没怎么跟
班上同学好好讲过话,有时候问问题,对方也会讲几句就跟别人说话去了。班上同学关系太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伙伴,中途插进去实在很难。自己的性格也不是自来熟的类型,刚开始的
时候真的非常辛苦。

我也曾经犹豫过,应该放下脸面厚颜无耻地缠着别人讲话,还是随着自己的性格,能够成为朋友的就成为朋友,不能的就不去管它。最真实的自己其实是不带任何目的去跟别人交流,无奈
迫于压力,或许我们需要以为日本朋友来帮助我们提高口语。于是当交流有了一定的目的,我就不敢自然地和别人交流了….虽然我也想尽快融入学校的生活,同学们的话题中去,但当所有
人都看着我的时候,我就会变得特别紧张,弄错最基本的文法,还会忘掉一些比较正确的表达方式。于是跟班里的同学讲话就变得很简单。

但其实我却交到一位关系还比较好的朋友,不过是隔壁班平时也不方便交流。家住的很近所以一起上下学。有时候一起放学了就会在她家门口聊聊天,我们找到了相似的地方,话题也是
各种各样。关于转学,人际关系,甚至中日关系,曾经的历史。对于她,我也并没有刻意地去做什么,但实际上就是自然而然地熟起来了。

虽然现在我已经好很多,已经慢慢的跟大家开始聊天,开一些小玩笑,卖卖萌什么的。但最初的时候确实是很艰难的。比起强迫自己跟大家好,或许对于我来说,一点一点融入大家,一点一
点展露自己最真实的样子,才更适合我一些吧。我相信从今以后跟8班的感情会越来越好,希望如此吧。

 

另外,趁着现在天气还没有那么冷,买了一株草莓。以及前不久同学的父亲送了我一个只需要水就可以生长的,种植在瓶子里的小番茄。虽然它们不会讲话,但这两个小生命将会同我一起
成长,我们可以互相照顾。它们同样可以给我留下不一样的记忆,期待着明年收获的日子~

盧曦子的日记



关于俱乐部活动生活

2013.11.24

下下周开始期末考试。本周所有俱乐部活动都要结束。新鲜感渐渐少了，开始了普通的生活。

下下周还有羽毛球比赛，有点事要和妈妈一起去鹿儿岛市内，还不知能不能参加。我的羽毛球虽然比一般人好点，但跟之也选手比起来，差很多。现在参加羽毛球队，本想只是运动

运动，可能还能减肥，没准还会长高。  运动起来，渐渐松弛下来。最初河羽毛球队的队员关系不错。前不久还参加了一场比赛。不是正式比赛，有点玩的感觉。和小学生的比
赛。虽说是小学生，但如果输了真得很没面子，又是第一次比赛，非常紧张。双打，和看护科的学生结对。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和大家的关系都很好了。

茶道也很好。来日本前非常项参加，参加了一下发现很多东西跟自己想的不一样。但队产道还是很感兴趣。刚来日本时，不知不觉喜欢上了抹茶。抹茶味道的东西大都加了白糖和奶
油，但原汁原味的抹茶也很好喝。大概茶道和食物由很大关联，所以每次上茶道课都很期待。茶道老师也很好，教给我很多东西，真的非常感激。 今天茶道部由来了一名新的部
员，和我一样是文理科的，也有一名同班同学。茶道的气氛也很好，可以安静的打茶。

ＥＳＳ、就是英文会话的俱乐部。说是英文会话也用日语的。而且对我来说英文和日文都是外语，一转换，经常混淆。但英语还是重要的交流工具，一定要好好学。充分利用今天拥

有的资源，让自己前进的方向一点点明朗起来，加油!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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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结束了～

2013.12.07

期末考试终于结束了。持续了一周，每天学习到很晚，感到非常疲劳。。之前与自己的班主任商量，制定了更高的目标，老师说必须学习了，开始认真地学习。其实这也就是期末考
试开始之前的事，也就是说，因为考试开始努力学习了。。 

 

特别累的结果是，考试顺利地进行了。可能在班级里不是那么好的排名,但与自己的期中考试相比较，已经进步很大了。不是为了上好的大学，但从自己努力得到相应的成果来看，
有追求自己梦想的勇气，自己也得到了很多。这也会成为自己的力量，不断前进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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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的一天

2013.12.09

昨天没睡懒觉，和平日一样的时间起来的。与妈妈出门了，很忙的一日，很累。

早上去了寺院。住持说了什么，完全不明白。然后，仔细看了金色的寺院，不由得想起了中国的寺院。佛教是印度经由中国传到日本的。但是中国的寺院确实不是金色的。自己的奶
奶也是佛教徒，看过她念经时的样子,完全不同。果然在日本佛教有了些变化。同样的在中国的佛教，被本国的文化同化了。

午饭是在市内的高级饭店吃的。西洋料理，真的很好吃。第一次正式吃西洋菜，可能不是真的西洋菜的味道,但关于礼仪练习了很多。家庭课正在学习，学到了很多。全都是奶奶,但
一个桌子的客人都很亲切，知道我是留学生之后，问了我很多，与奶奶们的交流看上去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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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难训练

2013.12.15

期末考试结束之后一周，考试结果大致还了。结果好多了。还是只要努力就能行。

考试结束后，马上就是寒假。本星期的星期五进行避难训练。在中国国内小学的时有进行过火灾的避难训练,不过，那以后再也没有过。嘿，那么本星期的火灾避难训练,大概对他们
来说，每年都有，即使不当真关于火灾发生时的知识已经很充足了,总之之后的紧急救助时救人的方法什么的相当好。人工呼吸啦AED的用法啦等等，学到了不少，很好。

下周开始班级比赛和寒暄竞赛等，有很多活动，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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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单口相声。。

2013.12.16

本星期开始有很多有趣的活动，很期待。今天有艺术欣赏会。今天是单口相声。没看过现场的单口相声,但中国也有类似的东西，所以大致能明白。单口相声还是很难懂的，说得非
常快，没能全部听懂。最初的两个大概明白,但最后的东西怎么也不明白。觉得最好的是第三个的切纸。作品非常精巧细致，语言和动作都很有趣，可爱的老人。

单口相声是让大家笑，让大家幸福的东西。表演者拼命逗大家笑，真的很难得。因此，我觉得我们也该幸福地度过。

 

今天的兴趣小组活动是会议。说是会议，说了今后的注意事项之后，大家开始闲聊。部长们认真地商量着,一年生已经热闹起来了，很快乐地开始玩。当然我也参加了，和大家聊
天，轻松地度过了。说起来，部活时是最接近自己性格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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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比赛

2013.12.23

星期三是班级比赛的第一天。我参加的是篮球。我们班里的队员技术还行,但据说对方非常强，有经验的人也有两个。所以结果不太好。但是大家尽力了，努力地跑动着，所以没有
遗憾了。

篮球比赛结束后，我没有项目了。整个一天都很悠闲，看了别的班的比赛，给大家加油。大家为了自己的班级努力着，非常好。之前在中国也有班级比赛，看了篮球和长绳的比赛，
想起从前的事情，心情复杂。

星期四是班级比赛的第二天，做了一天拉拉队。早上11点左右，有女子排球，和篮球比赛的4组又相遇了。我们班有两个有经验的人，真的很强。现在的排球部成员更强，好几次挡
住了对方的进攻，得分了。尽管如此，还是输了给对方。我觉得不是对方有多强，而是自己还要练习。

最好的是男子排球。一年生有很多有经验的人，很棒。但二年生也有有排球经验的人,多亏一年9班的A的发球，大量地得分了。三年的前辈没有太多有经验的人，得了第三名。但是
对他们来说是高中时代最后的比赛了，都带着笑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哪怕结果不是第一名，但自己能享受比赛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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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料理

2014.01.02

  这两天正好利用正月放假的时间做了两道中华料理。这两道料理都是春节的时候在武汉经常吃的。藕夹和汤圆。中国地比较大,所以北方的人没有吃过藕夹也是很正常的。不过汤圆

应该是全中国都有在吃的吧。详细做法我就不多说了,直接上图。

这个就是藕夹啦。在两片藕里面加上肉,外面裹一层面粉下锅炸。应该是有什么寓意的吧不过自己不太清楚。反正以前在家每年都吃,而且是自己家里人做的巨好吃!!!于是今年就想着
自己做了。

这是汤圆。我包的是黑芝麻馅的,但是很不小心的破了几个皮...于是馅都漏出来了.....当然还有其它很多馅,不过根据材料的限制以及制作方法简易程度,还是选择了黑芝麻这种比较简单
又传统的馅了。外面包裹的糯米粉做的皮。本来应该是很好吃的,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怎么把它包成圆的...而且皮的味道吃起来怪怪的= =  汤圆是有一定意义的吧。可能是为
了接下来的一年也能全家团团圆圆,开心快乐所以才有的吧。

盧曦子的日记



穿和服了

2014.01.03

今天穿了和服。不是第一次,但梳了头发，化了妆是第一次。还没见到这个家庭时就知道新年时要穿和服。因此新年来到时，只是冷静地等着穿和服的时候。

和服很漂亮。但不是少女那样的感觉，而是深红的庄重的颜色。穿着一点儿不笑时完全是女王的感觉。但是我还没有那样的气质，充其量是小女王。

穿着和服，去参拜了神社。穿和服的人不太多，我在人群里非常突出。拍了各种各样的照片之后，回来了。今天没拿钱包，没买章鱼烧和棉花糖。当然，也没说让妈妈买。最想要的
是苹果糖也没有，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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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ch contest

2014.01.12

昨天在鹿儿岛市参加了speech contest。最初非常在意,但昨天白天在去参加的途中，妈妈说「不要在意，反正最后都是选不上的。」，看来不能轻松地通过，而且自己也准备不
足，就不那么在意了。觉得反正前面的留学生们也基本没能通过，完成预选就很好了。到达集合的地方后，有很多人，也有认识的留学生。

马上就要正式演讲了，有些紧张。即使说不在意，我还是想通过预选的。但是，和去年通过了预选的两人一组，都参加过几次了。我想这次这两个人也能正式通过选拔吧。

终于预选开始了，我紧张地听不清前面的人的讲演，心跳加快。我是第二个，所以马上就是我了。由于紧张，嗓子发紧，话也说不清楚了。刚背下的原稿不那么详细，一边看一边
说。我想再有一点准备时间就好了。勉强地完成了，勉强地记住了。并不是一定要通过预选,但想知道自己的日语能力，参加了这个speech contest。如果更努力可能会更好,但改原
稿时知道了很多之前不知道的日语知识，这样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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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儿

2014.01.30

 从上星期六开始进入了入学考试休息，而且是六连休。终于代替寒假补习的休息来了。从大上周的星期六到上周的星期二也是入学考试休息,但在家好好地写作业了。但今天，星期
一去了市内。本来准备一个人去的,但问了朋友准备一起去。 

 早上9点10分的巴士，花了一小时左右，到达了胁田。去了opasia。在书店买书，在苹果专卖店看了手机的情形，被回答说没问题，放心去买东西了。因为与朋友一起，所以买东西
的心情高涨，花了5000日元。。但是是与朋友一起去的，而且买了一样的东西，真的很快乐。

 晚上她因为有去看牙医的预定，很早就回来了。整个一天也很着急,但能与朋友一起玩，聊了很多，很快乐。

 

最近没有写日记的心情啊—）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盧曦子的日记



茶会

2014.02.19

隔了好久的日记,但今后想努力多写日记。

今天是考试前，考试复习应该很重要,但有难得的机会参加了茶会。我非常喜欢抹茶，但总是没有茶会，好不容易来到日本，不想失去这样的机会，所以参加了。而没太进行考试复
习。。。

早上10点到了老师家，换上了和服。对和服已经很习惯了，老师也没穿那么紧，所以一点儿不难受。但茶会时必须正座，那个很难受。膝盖也痛，脚筋也痛,努力忍耐着。抹茶前有
中饭，正好没有自己讨厌的，全部吃了。饭菜也很好吃。抹茶有浓茶和淡茶。大概不喜欢抹茶的人会受不了，但浓茶虽苦,如果慢慢品味的话，也有甜味。中文中有所谓”苦尽甘
来”这个词语，痛苦之后会变得甘甜这样的意思，我觉得很合适。

现在的我也是这样想的，成长很痛苦,但我相信之后一定会幸福的。期待着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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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式

2014.03.02

一周的练习后，终于迎来了毕业式。练习过2,3次,不过，对我来说，是日本的首次毕业式。总算迎来了真正的仪式，非常男的一见的场景。三年级的女同学有的穿着和服，某些父母
也穿了漂亮的和服。其他的老师们是也穿着西服和正式的衣服，特别壮观的场面。

现在的高中的毕业式和从前在中国初中的毕业式比相当不同。2年前的初中毕业式只是三年级学生能参加，还是暑假中。各班表演一个节目，包含大家三年的回忆，有的制作了动
画。都是同学年的人，大部分都认识。日本的毕业式全校参加，非常正式。国歌之后，送别词，答谢词，毕业歌，校歌。从早上9点25分到12点左右，一直坐着，非常累。最后，渐
渐哭的人多了。自己还好,不过，很明白那样的心情。不用说毕业生，（护理科专课的先辈）要与三年，五年相处的学校离开，与关照自己的老师分离，与一直在一起的同学分离，
开始一个人的新生活。与在校生也与关照自己的先辈不能再见，不论是亲近的人，还是普通的朋友，今后的再见就难了。

那个心情，让我想起了自己的事。一年前，我与家人，好友分离，开始了新的生活。五个月后，我也会像三年级一样，从这个凤凰高中”毕业”。想到这个，变得悲哀起来。人世间
有各种各样的”再见””别离”，我们能做的只有向前走。五个月后，我”也会毕业”,不过我，会坦率地面对，尽量维系和朋友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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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大会

2014.03.08

本周末有鹿儿岛县高中新人羽毛球大会。星期六是双打，星期日是单打。我作为羽毛球队的成员，参加了今天的双打比赛。

虽然进入了羽毛球队，但自己的实力不是那么强。真正开始认真学习打羽毛球是来日本参加部活之后，之前只是玩。所以现在的实力虽然有一点儿提高,但还需要练习。也就是说，
今天的比赛全输了。最初有些紧张什么的,但最后的比赛是以23比25输的。真的很可惜。比赛到了最后的赛点，非常紧张。

虽然输了，但通过今天的大会了解了各种各样的作战。然后自己与入学时相比实力确实提高了。通过大会，也能积累经验。我觉得虽然是一点点地，但实力能提高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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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疯狂

2014.03.25

昨天家附近建新房子，骨架已搭好，有庆祝上梁的活动。叫上梁。下午5点左右去了。刚来日本时听妈妈说过，但没看过。据说这次去的新房子爸爸也一起建了，我回来之前还有一
所新建的房子。

第一次参加上梁这个仪式，第一次看到日本人的大疯狂。认识的也好不认识的也好，大家都来祝贺房主。房主在屋顶扔年糕，钱，糖给大家。不仅孩子，还有精神的老人，都在捡落
在地上的东西。最初只想录下来,但也有落在自己周围的，不捡觉得可惜。就开始捡了。也捡了一个用纸包着的硬币。第一次看见日本人的大疯狂，很吃惊。但是，大家异常兴奋也
没遗忘周围的垃圾。回去时，地上没留一张纸。这正是有差距的地方呀。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盧曦子的日记


	11441
	11453
	11482
	11486
	11506
	11547
	11552
	11617
	11693
	11732
	11782
	11818
	11855
	11872
	11897
	11923
	11969
	11976
	11996
	12000
	12024
	12057
	12059
	12104
	12153
	12204
	12236
	12251
	122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