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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东京噢～～～。和朋友也说到，大家都没有“现在在日本”的感觉。。。可能，是因为现在每天都有很多和朋友们用中文聊天的时间。期待以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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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开始

2013.09.01

明天学校开学，昨天荒平老师说我要和荷兰来的女孩子一起在全校同学面前做自我介绍。然后在教职员室在班级也要做，一共三次

今天早上和妈妈一起确认了去学校的路。首先是自行车，然后徒步到车站，乘近铁电车，徒步到JR车站，JR电车，换乘，电车，徒步去学校。。。 好难啊，明天一个人能行
吗。。。第一次去学校，不要迟到!!!!!!!!!!!!

中饭（特好吃!!!!!）后，整理了自己的行李。在家做这做那已经这个时间了

 

傍晚五点半左右到了妈妈家。

妈妈的朋友长柄先生（特意从大阪来的！）黑田家和西村家也来了。

黑田家的爸爸拿来了气球。装饰了墙壁。大家举行了欢迎会。

不断做煎菜饼，章鱼烧和炒面，特别———————好吃!!!!!!!!

欢迎会持续了三小时以上。

因为有幼儿园的还有一年级的四年级的孩子,大家都很轻松快乐。

妈妈和叔叔阿姨们非常亲切和善。大家聊了很多。

之后与孩子们一起玩jenga，折纸。非常快乐!!

日本的孩子都很和善啊。四年级的女孩子打开风扇，说「如果冷的话告诉我」。对了，关西方言。听起来很柔和。与标准话稍微不同，但能明白。

从傍晚开始到现在，大概问了妈妈数百次以上「xxx是什么」的感觉。。。但妈妈每次都耐心地说明了。真的很善良～

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晚饭时非常热烈。那个气氛好像与客人住了几十年邻居的感觉。

很遗憾我没有照片。在黑田先生的照相机里！ 说洗了照片给我。

在妈妈家homestay，真好，一直觉得很幸福。谢谢！

 

傍晚大家的笑容，将我今后的人生与大家联系起来，留下难忘的记忆，这一年，我一定要好好珍惜！

 

最后，对日中交流中心照顾我们的老师表示感谢。给我们找homestay和学校，指导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今后，我会努力的！

 

同期生的大家，一起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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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写标题行吗？

2013.09.02

今天在大家面前的问候都很顺利！

大家都说日语说得这么好太吃惊了，高兴!!(o>ω<o)

班里的大家都很善良——一直和我搭话！

今天开学式后，一直在练习短剧。

我与班级的大家一起参加最后的舞蹈（很简单的）。

练习非常非常快乐哟！

啊，拿到班级的衣服了！但是已经放在洗衣机了，没法拍照片，以后上传！

「代替这个」，照了领取衣服的照片哟！

班里有个妈妈是中国人，爸爸是日本人的孩子哟。小学五年级时在大连留学。能说中文！而且，本来乘坐巴士在奈良站换电车,但一直送我到了新大宫站附近！然后还走了20分。这
么善良，真的谢谢！

 

今天是雨(讨厌大雨)，但真的很快乐！

 

已经十点就要睡了，今天就到这里，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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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节!!!!!!!!!!!!!!!!!

2013.09.05

昨天下午的雨太厉害了！

但今天没有下。

文化节开幕式上，校长说只有我们这个地区没有发出警报。

太幸运了

今天是非公开日、二年级各班的ｇ剧表演和有志之士的表演。

在礼堂好~~~~~~热闹(明天一定会更~~~~热闹) ！！）、有认识的人上舞台大家就会大声呼喊那个人的名字。

白雪公主和皮诺奇什么的，太好玩了！也有不明白意思的地方，但和大家笑了个开怀。

我们班的剧目是怪兽电力公司，非常成功

我也参加了表演！扮演父亲，班上的一个男生演妈妈。。。

台词只有“晚安”这一句，但很开心。已经是文化节前夕，大家也都排练了好多遍了，还能让我参加真的好感谢。本来是要在剧目最后和大家一起跳一个简单的舞的，但到最后还是
把我加到了剧目中。真的把我看作了班上的一员。

其实，前天觉得已经适应了京都-奈良的生活的感觉。 还不到一周。已经和班上的同学很开心的聊天，和寄宿家庭的妈妈聊2个多小时。(昨天噢，聊了好~多好多)每天都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噢！！！）

日本真的和中国好不同。只是一次文化节，就看到了很多。

大家都没有怨言（男生平静地穿裙子、连衣裙。为了搞笑、每个班的女角有1、2个男生反串。也有4个男生反串的班级噢)、没有争执、分成小组、每个人都有自己应该负责的工作。
不论再小的事情都认真去做。也有犯懒的时候、但没人不认真对待自己的道具、台词。。

明天是公开日、一年级负责表演、三年级负责食物、二年级观看 （耶~！）。

 

每天都听关西方言、自己也不知不觉的讲了出来 关西方言语速快、有时候没听懂。但大家都很耐心、会详细说明给我。非常感谢。 ！

 

今晚和寄宿家的妈妈一起去了超市。聊了学校的事情、问了很多“这是什么?”问题。很开心。星期天要一起看“半泽直树”。哈哈哈~~~

还有、妈妈做的饭菜好好吃 ！！！每天4点半就起床太辛苦了。真的好感谢！

 

今天就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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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节的感想

2013.09.07

 

文化节的第二天，舞蹈部和乐队的发表。

无法形容的精彩。

舞蹈部的女孩子们笑着全力跳舞时，乐队三年级的前辈们引退之前，感动地落泪了。

 

到现在为止的努力，在发表中都能看到。不需要我们怎么努力怎么辛苦这样的话，其实也没有说。但全部能看到。

 

引用北野谷老师的话∶部活就是青春。

 

自己一个人享受着，自己一个人成长了，这不是部活。大家一起团结努力，达成目标，不拖大家的后腿，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从中感到的乐趣，紧张感，还有各种各样的心情,这
全都是青春。

所以，我感动的不是这个发表多么完美。而是大家认真，拼命使这个发表完美的心情和为此的努力。舞蹈部和乐队的大家，让我看到了这样的（在深圳看不见）心情。真的，衷心，
感动了。

 

这是我开始了解的日本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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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理部!!第一次部活!!

2013.09.13

二日在全校学生和老师面前自我介绍时，说想进料理部。

料理部已经人满了，还是让我进了。真的谢谢！

 

今天终于有部活了。做了韩国薄饼!!

用最简单的做法做的。。本来应该加入鱿鱼和辣白菜的,今天只加了韭菜和芝麻==

大家洗并切了蔬菜，和了鸡蛋和面粉，用平底锅煎了，最后放了酱油和大家一起吃了

不能说特别好吃，但确实特别快乐。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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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连休！

2013.09.16

 

第一天(星期六)

下午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女孩子来学习中文了。

对中文有兴趣，今后每周六都会来。

最开始教了她自行车啦棉花糖啦等的中文。

我觉得还是从「拼音」开始学习好。

所以、教了「拼音」中的「声母」。

到底是孩子，头脑灵活。很顺利哟～

谈了一些日本版的「封神演义」，比我知道的还详细。。。

真的很快乐！

下周复习。。。。。

 

第二天(星期日)

台风，寄宿妈妈的校友会中止了。

约了明年去看樱花！

代替这个，去大阪芦屋的2个朋友家进行了拜访。

妈妈和那两个爷爷有几十年的友情了。

在初中和高中相识，现在关系也很好。

真的好令人羡慕啊，觉得真好。

与和和善的爷爷，奶奶聊天，吃点心，度过了快乐的时间。
觉得友情是一生的宝物。

想与现在遇见的这些善良的人们，一直友好相处。

与妈妈的香港朋友一起吃了中饭

能用广东语聊天，很快乐！

今天见到了很多的人，交流了很多！

 

第三天(星期一)

早上去了邻居孩子的钢琴发布会。

2小时左右，大家都很努力！

張倩如的日记



中饭是意大利料理。比萨饼和意大利面，特别好吃!!!!!!好吃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下午去了邻居家。玩，吃点心(总是在吃。。。)，悠闲地又度过了快乐的一天。



 

觉得这三日间很普通。

普通地教日本人中文，去普通的日本人家，普通地聊天，普通地与邻居去吃饭，过着普通的生活。

但还是觉得感动。

今后也要用心地，注意生活中的小事，这样普通地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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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中秋

2013.09.24

19日，是中国的中秋。

之前母亲从中国寄了月饼。

19日的晚上与寄宿妈妈一起在庭院里一边赏月，吃月饼，一边喝茶。月亮非常美丽，风也很凉快，心情真的很舒畅！

并且，还邀请了邻居夫妇。拿了梨来。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天。

那个奶奶在中国教了两年日语。与丈夫一起去了中国很多地方。

讲了汉字啦，关于中国和日本的事情，还有自己在中国的体验。

「中国的景色好美丽啊。」

「好不容易来日本，日本的好事，坏事都仔细地观察后，再回去。」

「政府和个人，绝对不同。」

那个夜晚的院子，月光皎洁，蟋蟀声声。

第一次与家人分离的中秋，过得非常有意义。

遇到这些善良的人们，真好。

 

22日，妈妈带我和遇同学去了神户的唐人街。

唐人街有中秋节。

与遇同学好久不见，吃了四川菜(但一点不辣。。。)，走在中国式的街道上，真的很快乐！妈妈，谢谢!!^^

 

張倩如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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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大会预先演习和团体练习

2013.09.26

 

明天是运动会！！！

（我参加800米接力和夺木棒！）

今天下午一直在操场和全校同学一起练习集体表演线项目，入场部分。

大部分时间都晒着大太阳，但今天风很大很凉快不觉得热。（で但还是晒黑了ＴＴ）

 

先是比赛项目说明。三年级示范。

和中国完全不一样，有夺木棒、台风、借物赛跑什么的。中国有的５０、１００、２００、８００、１５００米竞赛，
跳高这些大家很兴奋的项目也有，中国的没有日本的有趣。ヽ(`Д´)ﾉ

中国的运动会不是全体参加。一个班是一个小团体。选手比赛时，自己胜了自己的班就会得分。不像日本是全校学生分
为红白两组大家一起参加一个项目。带着团队精神参加比赛比只要自己跑的好就行要好。更能够努力也更有乐趣。

 

练习入场时，踏步前进，男女生轮流喊“一二!”

大家都非常卖力喊，虽然不是真正的表演，但带着“绝对要获胜!”的感觉！

感觉日本的运动会和中国的运动会很不同。

 

集体项目练习全体2年级一起。女生舞蹈，男生多人体操

舞蹈本身比较简单，但只是前不久在班上练习过，女生的人数又多，还要变换几次队形，能顺利完成真的不简单。但吃
惊的是，只一次大家就完成的非常标准了！！！

变换队形时，大家一边跑，一边忍不住大喊“啊~~~~~”，满面笑容。

第一次裸脚在满是沙子的操场上跑，很开心。

大家座成一个圆型，表演火花，要沙子上躺下来。

结果，大家的背上、屁股上、脚上都变成黄色。(*´∀｀*)

是在深圳看不到的光景。大家大喊“好脏啊~~~”，老师命令多次的话应该没问题。。。反正在中国肯定不会有这样集
体表演项目的。ヽ(´Д`；)ﾉ

 

男生的多人体操也非常厉害！无以言比的精彩！

只有自己亲眼看了才知道“哇噻”的惊叹感觉。很感动！牢牢得记住了这个感动！

張倩如的日记



 

みんなで一起努力完成什么的时候的感觉太棒了。

不只是自己一个人努力，一千个人也仿佛一个人似的同心协力。

不论多么细小的事情，认真的全力以赴不出错。团体利益至上。这就是我看到的日本。

可能这对日本人来说不算什么，不过是每年都做的一件事。

但在一个中国人看来，非常感动，从内心觉得佩服。

 

由于我的日语能力有限，单从我讲的看可能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感动。

但，我还是希望用自己的语言告诉大家我亲眼看到的日本的高中生的样子和我自己的感想。

 

明天的运动会，非常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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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闲逛八坂神社和月读神社

2013.10.11

本来是七日的投稿,但一直没有登载出来，再投一次试试。

 

昨天去了八坂神社，今天骑自行车去了家附近的月读神社。

坐电车和巴士去京都市，走在京都的街上，人很多,但很快乐。买了抹茶的点心准备明天送给荷兰来的留学生。

張倩如的日记



 

比起宏伟的八坂神社，我更喜欢寂静的月读神社。因为在山里，所以长满了树木，光线很好，真的感觉有神仙一样。

今天下午，一个人在小小的月读神社转了一个小时，拍了很多照片。

说实话，真的没做什么,但我觉得看看美丽的东西就够了。

看到素不相识的人在绘马上写的美丽的祈祷，觉得自己也变得虔敬了。

 



很充实有意义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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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见～～

2013.11.09

大家，好久不见～～～

最近，去奈良公园，期中考试，录留学生录像，很忙，有些累了。。。 但每天还是很快乐～

大家怎么样～？

 

昨天在料理部学习了奶油焗饭的做法！

很简单,但特别好吃！

所以今晚做了这个和寄宿妈妈一起吃～

说是我做的，但妈妈帮助了我很多！

好吃～

奶酪和小腊肠的味道。。。不知道怎么形容才好,但就是好吃～

还做了中华料理「柿子炒蛋」！

就是炒了西红柿和鸡蛋！

与中国的味道不同。。。

我觉得盐不足不那么好吃,但主人妈妈说很清淡好吃，很高兴!!!!

張倩如的日记



主人妈妈也制作了鳕鱼子意大利面！

但吃得太饱了没有吃。

明天带去做中饭～～

上次吃过，好吃～

 

最好吃的是—————牛排!!!!!!!!!!!!!!!!!

用平底锅煎一下牛肉，放上调味汁！

剩下的星期一作盒饭～～

幸福～～～～～～～～～～～～

 

要胖了

 

13日，偶像Mayday相册的日本版本发售！

期待!!!!!!!!!!

 

今天就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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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返回家圣诞节！

2013.12.13

好久不见～～～已经一个月没写日记了。。

十号终于期末考试结束。

出了古文和现代文和家庭科以外，都得了相当好的分数，放心了。。。

以后是大扫除和结业式，20日开始放寒假!!

寒假期间过圣诞节，还是第一次。

其实，大约三周前，下课回家后，从门口到客厅，摆满了圣诞节的装饰。

很有圣诞节的气氛。真的很吃惊！

而且，装饰品全是寄宿家妈妈亲手制作的！

張倩如的日记



太漂亮了，简直无法相信！佩服！

 

11月13日，有国际理解活动。

我向大家介绍了深圳的学校。

大家看到运动场的照片，听到有晚自习时，都很吃惊。(笑)



确实日本的学校的体育节，大致都是借别处的田径赛场和运动场举行。

日本的学习比起在中国的学习也轻松很多。

日本的朋友经常问我。“在中国要学那么长时间？”。“太辛苦了吧。日本这样不行啊。”什么的。

“教育体系的不同而已”我总是回答着,不过，其实，自己也经常在想。为什么这么不同呢。

 

终于迎来了寒假。15日和寄宿家的妈妈，野田老师，周千荷同学，还有遇君一起去看神户的圣诞彩灯，很期待！虽然一定会很冷。。。

 

此次就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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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新年！

2013.12.30

20日 第二学期结束，进入寒假！

日本的冬天很冷————

啊，20日，毕业式结束，从学校离开时，下了初雪!!!!

寒假的惊喜！非常兴奋！

没太看过雪，听说这边雪少，只下一点，都很漂亮，感动。

走在路上时也笑了

 

妈妈带我去了luminarie和灯会。

特别漂亮！中国的新年时，街上也点很多灯。但没有这么多，这么漂亮。。

 

15日神户 ruminarie

东日本大震灾之后建成的。包含着大家美好的愿望。

人很多，慢慢地走着。这是第一次，很快乐！

21日 京都金阁寺

張倩如的日记



一年前的暑假，读了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

那时想一定要去金阁寺。

终于能去了!!!

那天下雨。（狐狸嫁人了～）

金阁寺映入眼里的瞬间，太阳出来了。

太阳光射在金阁寺上，亮闪闪地，激动地要流泪了！特别感动！觉得真好啊。

二月，下雪时，想再去一次。

 

22日大阪城 灯饰



22日 真的累了。。

快傍晚时去的，已经排了长长的队列。。。

与妈妈和遇3人，在冷风中吃着白天从妈妈朋友那儿得到的盒饭排着队。。。真冷———！但是有盒饭真的帮了大忙了！

票是一张2000日元。(贵)！

但还是漂亮地令人感动。

大阪城有10分种3D的立体映像，真的很厉害！拍了录像

人太多，走了很长时间(主人妈妈的计算，大约二万步。。。)，脚快要累折了。。。

因为冬至，泡了柚子浴。心情舒畅～～～～

 

23日 菜花之里



世界文化遗产富士山～(照片角度奇怪，不好意思。。)

菜花之里是很宽广的公园，也有很多货摊

和妈妈一直转来转去，看了很多。

灯饰很漂亮啊。

虽然是节日,但人很少。幸运

 

25日 圣诞节!!　大阪universal



世界最大的圣诞树!!!

点灯的瞬间，也放了烟火！

特别漂亮！

游园地的圣诞节!!!!!!

「蜘蛛人」，特别有趣～～～～

无法忘怀的圣诞节～～

谢谢大家～

 

明天是除夕。

终于到了日本的新年。

明天早上5点起来，和主人妈妈去富士山！

在那里迎接新年！

一年没见的富士山，更漂亮了吧。下雪吗。冷吗。倒计时。很多很多，特别期待!!!!

 

有些早,但祝诸位新年快乐！美好的一年！

 



，此次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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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写了的忘年会，在富士山迎接的新年

2014.01.02

2013年12月28日，从中午在家里开了忘年会～

又做了奶汁焗菜～中间进修的时候也想做这个，但必须做中华料理。。。虽然不擅长中华料理,但和小组的大家一起努力了！

寄宿妈妈也做了很多准备！

寿司!!

張倩如的日记



24日是千的生日，所以也准备了蛋糕

附近的寄宿妈妈的孙女的朋友也来了～

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聊天。

特别快乐！

下午去附近的神社散步(吃得太多。。。)

夜晚是火锅～寒冷的年末，很暖和～！

谢谢大家！奈，谢谢～

 

31日，早上5点起来，与寄宿妈妈一起去了富士山～

下午3点25分，看了富士山2013年最后的落日。



太阳最后的光消失在富士山的对面。

2013年，就这样结束了。凝视着美丽的富士山，什么都说不出来。

2013年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年。是改变我人生的一年。现在的我的生活，是2013年自己努力的结果。因此，今后要更努力。

2014年1月1日，5点起来，去看了富士山的元旦的日出。

在零下8度一直等着日出。

日出的时候拍摄了录像,但没有照片。

看了几次录像，但第一次看2014年的太阳的心情再也回不来了。

看了最初的光，感动地眼泪流了出来。

2014年从这里开始。



 

富士山的照片（河口湖，从西湖等看的富士山）



抱着孩子的富士山

看了很多，感动了很多。

出生之后最特别的新年。

奈，真的谢谢。很快乐！辛苦了！

 

最后,是新年的问候～

大家，新年快乐！☆::*Happy-New-Year*::☆

大家，承蒙关照。特别是交流中心的老师！

学习到很多，一直在努力。非常快乐！谢谢。

今年，也请请多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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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理实习预演！

2014.01.04

最近，和中间进修的料理实习小组的大家商量，做了可乐鸡翅。

今天早上和寄宿妈妈去买东西，在上午练习了！

可乐太多了！

做完了！

有些咸，我和寄宿妈妈都这样想。

但妈妈说好吃！很高兴!!

这样料理实习时能行吧！

特别期待！

大家努力!!＼(*⌒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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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理日」

2014.01.11

好久不见的三连休！(虽然有寒假。。。)

昨天料理部做了松糕！因为好吃带回了菜谱。

早上起来，又在家试着做了松糕！

 

最近对料理很热衷，虽然水平不行，做时很着急,但很快乐！

妈妈说如果累了，就是没有习惯〓(´Д‘;)no

被赞扬说好吃(//∇//)

其实有些硬。。)

 

中饭，做了猪肉和洋白菜的饺子！

一边聊天一边和妈妈在暖和的向阳处包了50个饺子。很快乐！悠闲的星期六。。。

但这次真地累了。。。(;´д`)

今晚尝了5个～(〓V^) 

 

点心时间！

張倩如的日记



一边读关于进修的通知一边吃。。。

还有半月就能见到许久不见的大家!!!!!

期待!!!!!

 

夜晚想做中华风的牛肉炒青椒。

希望能好吃！

 

第3学期开始一周了。

与班里的大家，关系很好！每天快乐地度过着！

从3月2日到5日，去北海道修学旅行。雪的世界，滑雪，特别期待!!!!!

 

然后还有约半年，要返回中国。

每天要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度过充实的生活。想留下更多美好的记忆返回中国。

大家，也一起努力!!＼(*⌒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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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进修

2014.02.06

中间进修开始的2周前,突然感冒,每天都好冷,上学的路好痛苦,几乎失去了力量。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和朋友的关系也很不错，大家都夸我关西话讲的好,和寄宿家的妈妈关西也很
好,每天不知道要做什么,不知道要朝什么方向努力。虽然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还是打不起精神。

 

在会议室大家分组坐下,看了看周围的同学,一瞬间以为好像还在东京的感觉。大家认真的听PPT记笔记说要在接下来的日子中努力,令人怀念的风景。但是,到讨论时内容不同了。大家
分别发表成果，谈论生活的发现和烦恼,我才知道不仅自己。在这里的30个人我们大家都是如此努力过来。不需要“请继续努力”的话,只是看到每个人,听到大家的努力,感受就有了重
新努力的动力。心里像5个月前一样充满了要努力、要前进的心情。具体讲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总之从大家那里得到了前进的动力。

好久不见深圳的大家、好高兴。晚上是聊天会。一边吃一边聊者5个月的故事、还有在深圳上学的事。笑爆了(笑)。大家都说”笑了半年的份”。(笑)基本都是深圳的话啊。的确、比
起在日本的辛苦的话还是像聊深圳的事啊。虽然没有怎么说出口、但我们四个人都是那样怀念过去。

通过研修明白的事情很多。还要写作文、这里只把最有体会的感想和大家分享。不走到外面就不知道自己拥有的时多么宝贵。当然、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这里”最好、“这里”
的人对自己来说是如此重要的朋友、这些、走到外面才真正懂得。友情是一生的珍宝。

 

研修太快乐了。心情最不好的时候见到大家太好了。又有了加油的勇气!还有半年、努力！！大家也互相鼓励加油！

 

把研修的日程安排的那么好、与我们谈心的老师们、5天时间给老师们添麻烦了！研修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好的鼓励。非常感谢！期待在东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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饯别会

2014.02.08

昨天下午是三年级的饯别会。

首先是学生自愿出演的三重奏的歌。弹着吉他，钢琴，像乐队一样。大家的表演都很精彩！无论是毕业悲伤的歌还是鼓励的歌，我们都摇着双手，一齐喝彩，气氛非常热烈，像文化
节的终曲!!!!

然后是舞蹈部的发表。到底是在全国大会取得了第二名的舞蹈部。看到大家带着笑容，竭尽全力表演的样子，真的感动了。眼睛离不开跳着舞光彩照人的大家。嘴里说着帅—，很
好，厉害。觉得可以作为舞蹈小组去上台表演，出演电视节目。

然后是教员剧。从1953年前，在每年的饯别会上，必定有教员剧。老师们，好象有练习到晚上9点的时候。是「新/之后的桃太郎」这个剧。我们班的现代文老师足立老师是脚本作
者之一。老师也是一条生，二十几年前自己三年级时，饯别会上对「之后的桃太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创作了「新、之后的桃太郎」。

看剧时，看到认识的老师出场，大家都拼命地喊着老师的名字。「Takeshi———」，家事老师西胁是「胁——」，像misawa的日本史老师「misawa」，拼命叫着，特别热烈。老
师们也在舞台上摇着手打招呼特别有趣!!忘词时直接说「下面是什么？」，表演很认真,但这个更有趣！脚本也特别有趣，老师们都表演地很好，笑得不行了！非常快乐！

六十年里，百忙之中老师们都在饯别会上出演教员剧。校长老师和教导主任都有出演的时候。在还很寒冷的二月里，以这样的形式温暖守护着即将踏上人生新旅途的三年级生。像足
立老师一样，教员剧也会深刻地留在心里，二十年，一生也不会忘记。

中国应该没有这样的教员剧，这样的第一次看到。

之后有学生会制作的录像啦，来自老师的留言啦，各种各样的东西。

真的很快乐!!!!!!很好的体验！

 

傍晚雪下得很厉害。早起雪在院子里堆积了很高!!!!高兴地「呀呀」地叫着。好象东京更厉害(笑)(;´д`)

 

3月2日，去北海道修学旅行!!!!很早以前开始想去小樽!!!!!调查了很多，想去的地方都写在了调查问卷上！能与关系好的朋友一起住宿，特别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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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终于结束了！

2014.02.27

从18日开始的学年末考察终于结束了!!也有假日,但不得不学习根本就没有休息(〓´Д`〓)〓

明天是毕业式预先演习和纪念品授予会，后天是毕业式。大后天考试北海道修学旅行!!!也能滑雪，也能去一直想去的小樽，札幌拉面也很好吃，特别期待!!!!!

庭园的粉红色的梅花开了。第一次看到梅。特别漂亮～还有些冷,但马上春天真的就会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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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海道返回了！

2014.03.07

从４天３晚的修学旅行回来了！！！以前就想去北海道、而且这次是和同学一起去、实现梦想的感觉。(笑)

★小樽

提到小樽一定少不了海鲜！！自由活动、就和朋友去吃了海鲜盖饭。太好吃了！！绝妙～

七曾彩虹的奶油冰激淋、一边吃一边逛街！难以言喻、太好吃了。(笑)

張倩如的日记



我喜欢的电影拍摄的地方是下雪时的小樽、向往着这个城市、想亲自来看看。集体行动、不能慢慢走、看到的与想像的不同、但雪中的小樽还是令人感动。离开小樽时决定一定再
来。

 

★富良野

在富良野没有观光。两天都是滑雪。

第一次、又是期待又是担心。第一天上午是基本训练、在缓坡上稍微滑一下、联系如何停下来。第一次滑、浑身痛。手腕,脚,膝盖都痛。但是慢慢熟练起来。下午就坐上缆车从高处
花了下来。很有成就感！太高兴了！从高处看到的富良野好美！被云层遮住的富士山也隐约可见。天、地、满眼都是雪的世界、无语。滑雪场的雪好柔软、以致于雪球都做不了。

（有点看不清、最右边是我。Wara）

初级组成员～



晚上不同班级搞活动。大家一起玩游戏、好开心。

游戏结束后、朋友Miki说她一个人不好意思、让我陪她去卫生间、和她一起去了。回来时，房间变黑很吃惊。想快点回到座位上，忽然三角爆竹纷纷响起,一位自己进错了房间吓了
一跳。但是,身后的人开始叫到“Seityan Seityan”回头一看,大家开始产生日快乐的歌,朋友Machiko和Gera拿着插着生日蜡烛的蛋糕向我走来。原来~什么去卫生间都是骗我的。吹
灭了蜡烛,在大家的掌声中说了好几次谢谢。那时,在黑暗的房间里每个人都那么耀眼。在那么寒冷的北海道的夜里,房间热气腾腾都出汗了。那样的气氛,不能不说谢谢。

灯亮了，班主任梶村老师进来，说大家安静,让张同学讲一句。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惊喜,头脑一片混乱,就从上卫生间到最后非常感动，谢谢之类的话。后来想还有别的应该说的话吧,但
是怎么说才好呢,则么说才能把我的感动和感谢的心情传达出来呢。

晚上去大家的房间说了谢谢。

白天和Ayaka聊天时,说Seityan还有5个月就要回去了。希望我呆到毕业。虽然知道5个月很快就会过去,但还是笑着说早呢早呢。但她认真的说我说真的呢,希望你呆下去。这次,我社
么也说不出来了。

 

★札幌

说到札幌就是拉面！！

四个人一起去吃拉面。和普通的味增面就是不同。汤汁香浓,拉面筋道。店主说北海道的水好随意可以做出好吃汤来。



然后逛街。

握着雪,聊天。(笑)



 

修学旅行结束了。真的好开心转眼就过去了。完全不想离开北海道。”北海道是大海道"四天里大家都这么说。(笑)还清楚记得早上6点在学校集合的样子,转眼修学旅行已经结束了。
如果大学时握又能来日本留学,一定要再去北海道。一起滑雪,一起去冲绳,4个人约好了。

和大家聊了好多好多,笑了好多，排了好多照片，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了。谁知道还有生日会的惊喜。和大家的关系更亲近了,更有班级的感觉了。珍惜现在,珍惜今天身边的人和快乐的
事情,留下心中的记忆。最美好的回忆。北海道,我的白色的梦

大家,谢谢,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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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10天ლ(╹◡╹ლ)

2014.07.06

大家，好久不—见。

才注意到还有10日就要去东京了。一年过得真是太快了—

上星期五最后的考试结束了。下午大约8个朋友一起去了卡拉OK。中途，几个人唱着「谢谢」的歌，拿着卡拉OK店的甜品一边唱着一边进了房间。盘子上用巧克力写着「倩，谢
谢」。与在北海道班级联欢时一样，惊喜ﾟ(ﾟ´Д｀ﾟ)。特别感动，只能说「大家，谢谢，谢谢…」。大家，都这么善良，这么想着我，真地想一直在一条高中与大家一起毕业，想与大
家一起毕业(>_<)

但相遇离别都是缘。好好记得遇见的大家的善良，感谢，分别时，再期待着再见就好了。

总是说最后最后,但现在真是到了最后了。与大家一起努力，最后的10天，留下更多快乐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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