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

2014.09.03

第一次从家里出来，度过这样长的时间······前几天和很多新面孔结识了。新的家人也有。都很亲切。老师们也非常和善。火锅很美味！在日本寻找新的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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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了吗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志涵的日记



再一个

2014.09.03

中国的家人和朋友，你们好吗？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志涵的日记



再一个

2014.09.03

家族和中国的朋友，身体好吗？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志涵的日记



平安到达了～

2014.09.06

大家一定忘了「日记」了吧～记住！玩笑～今天我们向各自的学校出发了。离开时大家心情都不好吧，还有哭了的同学。······大家，安全到达了吗？安全是最重要的事。街道怎么
样？人多吗，还是安静漂亮？我现在在盛冈市的一条街道上停留着······不，生活着。第一次从电车的车站上下来时很吃惊。周围几乎没有三楼的建筑物，人和车都少，我也没法大声
说话。这边的妈妈在我不明白的时候，自己在我面前演示，教我方法。爸爸也很和善，在我到达后，详细告诉了我寄宿的情况。两位都是非常有趣的人，我日语即使不是很好，也笑
着慢慢地说了。然后住在这里的大家也友好地与我寒暄，说了很多学校的事。大家，真的谢谢！三十一名的朋友，大家努力！妈妈，爸爸，请在中国保重自己！

 

 

 

 

 

真厉害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志涵的日记



记流水账来啦~

2014.09.09

礼拜六：牛丼、酱汤、水果、生啥片

礼拜日：早：面包 中：泡面 晚：泡面

礼拜一：早：米饭、酱汤、鱼子、水果 中：便当 晚：炸猪排饭、酱汤、水果

今天：早：面包、黄油、水果、牛奶 中：便当

给和买的东西：两件长袖衬衣、两件短袖衬衣、一件T恤、一件黑长裤、一条皮带、一个领带、4个背心、4个肥皂、7个本、两个玻璃杯子、牙刷、牙膏、两个纪念品（一个马克
杯、一个不锈钢杯）、 食物饮料冰棍

另：存了九万块钱、办了在留卡、刷了鞋、洗了衣服、扫了房间、预习了功课、洗了澡、铺了床、收拾了屋子、见了老师、看了校长、转了周边、买了手办、爽的要死

先生真是太好了！特仔细，带我满哪都转了转，还带我在学校里来回见老师、看校舍，请我冰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爸爸妈妈真是太好了！告诉我好多日本的事情，有啥不会的事都直接演示给我，还告诉我怎么样最好~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断更真是ごめんなさい！

王志涵的日记



今天呆在家里······

2014.09.11

前天是中秋节，中秋快乐～「真晚」······自己也这样觉得·····、(脸皮真厚)最近，和宿舍的管理人聊了很多。兄弟姐妹，家里的状况，岩手有名的东西，附近的店，电视节目之类的，
什么话题都有。更亲近了的感觉。中秋也送了礼物。今后也请多多关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志涵的日记



今天剑术小组～记不住

2014.09.13

今天去了剑术小组。剑术小组的大家看到我，看起来都很高兴。大家练剑术时每次都全力以赴。面啦，笼手之类的不太明白,但觉得一定很辛苦。大家都非常努力的感觉。今天老师
教了很多。正座，准备，施礼，前移等，不用心根本记不住_(∶з〓∠__)(∶з〓∠_)努力～明天去养老院。ok就这样吧￣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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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一定要用中文写日记！

2014.09.14

因为我开始馋包子了！快馋死了！

今天上午我先去了学校，准备参加敬老院的お祭り，本来心里挺紧张的，前天岩崎先生告诉我12点来学校要参加舞蹈······于是我就啥都不会地来了······到了学校先生说倒是没关系~一
个女老师给我换上了衣服（画面太美不要看）

然后我见到了前辈们~我们的团体名字叫さんさ同好会，10来个人不算多，1年生比较少（倒没那么紧张了）。大家有的胸前挺着一个鼓，有的拿着笛子，顿时我感觉我这什么都不
会的一定完了······结果大家都特热情地跟我说话，问我的名字怎么写，聊老师，聊上届前辈，还跟我扯アニメ~有一个高三的男同学前辈原来还是剑道部的，跟我一样喜欢高达！简
直爽！结果虽然我们都互相有点听不懂，但是都一点不陌生的感觉（明明这是第一次跟日本学生正式接触啊喂······正式聊天······）他们告诉我这舞蹈我不会倒没问题（男同学前辈就不
会跳只是敲一个铜的玩意），主要是叫我参与一下，介绍一下他们学校的国际化什么的，必要的时候自我介绍和扭两下（结果就算这样我还是心里有点没底），反正我大概明白了。
于是大家穿着一个特不方便的衣服向老人院5分钟远征~

到老人院了~露天场地，老人院正门是舞台，老人们都坐在正门对面的椅子上，院子里还有各种卖吃的摆摊❤一大堆小朋友、大学生都来了，都上去表演了，有ソーラン節舞、空
竹、在胳膊上滚水晶球啥的。结果该我们上了，一共有三段舞，舞之间插入介绍词，我有点紧张，虽然自我介绍说得倒挺好，但是我却不知道该站哪合适，该喊的时候也没喊，大家
一起下台跳舞的时候我也是隔了一会才下去而且因为不知道怎么跳几乎就等于在那站桩······（因为之前我也没练习队列动作什么的，跟前辈们交流互相也有点听不懂）（那个不会跳
舞的前辈倒是也跟我差不多啦，但是至少他手里打着一个铜的那玩意Q_Q）但是前辈们跳的还是すばらしい～跳的时候还下了点小雨，跳完了以后我们赶紧进老人院吃饭去了，吃饭
的时候有点冷餐会的感觉，大家选自己喜欢的搁在一个纸盘里找地方吃去。过了一会岩崎先生给了我们每人几个券，可以去外面换吃的~几乎立刻就冲出去了！火腿肠爆米花饮料烧
そば有啥买啥，把券都花光了（留着也没用），一边在院子里吃东西一边看表演。刚才演节目的小朋友都过来和我们一块玩了，特别萌，跟我们逗~临到快结束的时候大家都聚到正
门，有人从2楼撒糖，大家一起抢，简直是太有意思了！我也是啥都不怕了，感觉特自然的就融入他们了。不错！

下午岩崎老师带我去市里看了秋祭，主要有特色的就是山車，跟葛沽宝辇花会意思差不多~

之后又去了神社，去神社的一路上全是小店，好多卖吃的！！！到了神社，院子里还有一大堆买吃的！还有个卖高达的！！！！院里还有一处圣水，感觉很玄的样子~

王志涵的日记



从院子里上了台阶就来到神社门口了。先生教了我好多，例如不要走最中间的台阶啊，拜神的时候“二礼二拍手一礼”啊，买一张算命纸条啊，水面浮硬币啊好多事。我还给他介绍
了天津的元宵节逛花会好多习俗。岩崎先生真是さいこう！从上午就一直关照我，下午还带我来看了日本传统习俗节日（我特爱传统文化，例如我喜欢相声和各种曲艺），真是しん
せつ啊！

晚上把我送到超市这一天就算完了，看这战利品！



岩崎先生，真是太谢谢您了！今后您还是我的担任先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前辈们，今天真是多谢你们了！中国的大伙你们好吗！多保重啦~

（传说中的高达模型摊）→



那些词，来一弹~那些能让日本同学认为你不高冷的词和语法现象（刚来编）或许男生向

2014.09.20

今天写了第一弹，是否会有第二弹？

欲知造化会元功，我也不知怎么办······（翻訳の先生、ごめんね・・・・・・）

开始了だぞ！

初级编（中日文交替，日文全部使用假名，以免汉字难读）

ＱＲコード　二维码 おうちょう　王朝 くんしゅ　君主 テレビきょく

电视台 しゅしん　出生地，从小生活的地方 こんど　下次，有空

づらい　难以（接尾，比にくい自然）ならば　这样的话（比起其他假定用语频率最高）

である　是（与です一样，陈述句不想使用敬体的时候由于不知道拿什么结尾会很尴尬，用だ效果不好，会由于担心自己说得对不对而底气不足）

えらい　非常，不错，干得好，了不起 きつい　紧崩崩

うるさい　讨厌，烦人（很随便的语气，不是动真格，最好在场面很乱时使用）

おそらく　恐怕 やばい　不妙，完蛋了 で　那么 なんで　为啥

なんだ　啥事 なんである　是啥（前面那个：问发生什么，这个：问什么意思）

じょうだん　胡说，耍我呢 ありえない 不可能，不应该啊

だまれ　别说，闭嘴（语气没有那么重，同样推荐在场面较乱时使用）

マジか　怎么可能，你说啥，真的 おれ　我（比ぼく较合适）

さ　那啥，嘛，呀（断定语气+交流意味）うそ　胡说，扯淡，错了

さすが　不愧是（逗比常用）ずるい　狡猾，占便宜（羡慕意）

めんどくさい　费事，烦人 めさす　打算干···

す （由です、ます进化而来，假正经，逗比常用）

だいじょうぶ 行了，没问题，ok，懂了（初心者万用语）なれる 习惯了（初心者用语）

いいんじゃ 挺好啊 さて 那么 でいうこと 是这样子的（解释中国的时候让你不出汗）

高级编（若想不高冷，必须掉节操）（不用我解释）

くそ　可恶，不行了，烦人 ぶた　猪 へんたい　变态 かんごくじん 韩国人

 

次回：那些词，来一弹~那些让你瞬间决定选择剑道部的词

次次回：那些词，来一弹~那些让你上数学课感觉到比别的课好上的词

次次次回：那些词，来一弹~那些跟日本老人和学生聊的中国成语词

次次次次回：那些词，来一弹~那些吃啥时用都没问题的词

次次次次次回：わかんない

でいうこと，不一定能坚持日更······还是周更······总之，古典课记了，数学课狂写了，化学课高大上了，现代课一头雾水了，生物课留出填空了，历史课书还没到了，社会课卷子还没
我的了，书道课竟然用上圆珠笔了，家庭课想出做鲑鱼派了，信息课又重头开始练打字了，体育课开始欢脱的打排球了，英语课有两门刚开始记笔记的了，柔道课开始对奇怪的准备
活动发愁了，剑道衣刚到了，和女同学晚上7点一起回家了。

王志涵的日记



其实班里学习气氛一般，上课有人说话，有人被暗中欺负，都觉得我各方面是小学六年级水平（太好了这样就不会尴尬了）。我最好的几个同学是慎太郎君，昂辉君，中村君。老师
都觉得他们是好学生，成绩不错，都挺安静，没在大团体里（班里男生甚多，玩的时候我和所有男生一起玩，平时跟他们最好，交流的最多。）慎太郎君会魔术，虽然被我看破了，
但是至少我手练不到这么协调。中村君喜欢高达！我们班里好几个人喜欢高达，一个人家里高达价值快10万日元了！昂辉君坐我后头，平时我一闲下来就跟他说话，昨天他说自己
像韩国人，今天又说自己像中国人了······逗比啊。他喜欢历史。也是，中国人到日本要多说说历史啊。

希望今天这片日记加个精，就像那个おすすめの記事

作为日本生活经验代表日记推荐给下一期生，就像在日中交流中心研修的时候学发表日记的时候看的那几篇集锦~（厚顔）

这礼拜日盛冈剑道大会。

摄像大叔，请你来我这玩啊！虽然文化祭体育祭秋祭啥的结束了，但是大叔您二位一定也拍了各种祭的视频了，现在一定需要日本平凡生活的视频吧。（もっと厚顔だ）（もういい
んんだよ）

最后：再见！



那些单词→可能是遥远的未来······

2014.09.24

现在突然想起日记的事情・・・・・・时间过得好快啊。“叮ー”的一声就过去了一周。我还在想“昨天刚刚写过前一篇日记,不用担心”呢。今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了。今天休
息。早上去了剑道部。周日的鼻塞结束了，大家都很累。今天练习到１１：３０。练习结束后，大家聊天。我居然在今天之前不知道自己喜欢烤肉和叉烧包(ﾟДﾟ≡ﾟДﾟ)。然后，大家
一起聊了七龙珠。还有，大家的手机里都有很多游戏。有一个游戏是“消灭方块杀掉怪物“很流行。(ﾟДﾟ≡ﾟДﾟ)大家都觉的我的手机里的游戏很酷。

上周周六有书法课。小学时学过一点中国书法，但作为中国人拿毛笔的姿势很部在行！（很不好意思Σ( ° △ °|||)︴）周一上了体育课。我们是自由活动。很昂輝同学他们一起打了羽

毛球。大家都好厉害。（但我也没输 ）

那么，再见了～

 

 

 

 

 

 

 

什么？“那些单词”更新？

啊～已经十一点半了・・・・・・（不要回避，你! ）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志涵的日记



那些词，来一弹~那些让你瞬间决定选择剑道部的词~

2014.09.25

说是让你选择剑道部，其实是因为，知道这些词以后去剑道部就不用怕听不懂啦，比去别的地方好是不是？~来剑道吧~剑道最高！

ファイトー　加油（fight！） どうぎ　剑道衣 はかま　剑道裤 よこむすび

横打结（系剑道衣绳的正确技法，要按平时你习惯系蝴蝶扣方向的反向系。）

たてむすび 竖打结（不吉利）　しない　竹刀

つる 刀弦（主导主体侧面的绳，持刀时其向上，排队正坐时弦要向着他人）

こて 护手　てぬぐい 头围巾　めん 护面　どう 护胸　ちゅうだん 中段（即かまえ）

せいれつ 整列（练习前完成后老师训话前，口令）

ちゃくさ 落座（整列后的正坐，口令）

おすわれ 半蹲行礼（交手前和交手后的中段持刀半蹲，预备收刀或持刀，口令）

せいざ　端坐默想（落座后的默想，口令） かまえ 架势（口令）　ごうれ 行礼

しょうめん 神座（不是真的神座，只是对一个方向行礼）　れい 鞠躬

おくりあし 步行（剑道步法）　しょうめんすぶり 正面挥刀　じょうげすぶり 上下挥刀

さゆうすぶり 左右挥刀　はやすぶり 快速挥刀　···ほん（ぽん） ···下/···分

ひらて 平手　やめ 停止　どうぐ 道具（剑道、柔道等等道）

 

想去剑道社了吗~

当然不一定了······

话说剑道社，今天我们剑道社社员会议，大伙评论前两天的比赛和平时的练习。结果时间却超出了预定。剑道老师跟我说：对不起把时间拖到这么晚，宿舍没问题吗？我说：我什么
时候都大丈夫的，而且我也已经是剑道部的人了，所以我更要为了社团一切大丈夫了！老师竟然十分感动，还给我鞠躬，叫我王さん！我差点懵了······所以我一定得坚持了啊！我也
不知道我是不是个只会说漂亮话的人啊······

那么，昨天地震了。

我平安！拜拜！

王志涵的日记



大杂记

2014.09.28

CASIO文学作品200篇推荐（来自日本同学）

《グッドバイ》　太宰治 《鼻》 芥川龙之介 《明暗》 夏目漱石

《桜の森の満開の下》　坂口安吾　《山椒大夫》 森鸥外 《破戒》 岛崎藤村

 

那些词，来一弹——第一弹补充

しまった 糟了　あいかわらず 跟往常一样（描述人）　あたりまい 当然

うまい 做···做得好　すなわち　那么（非口语）

 

日语古典文法动词活用（部分）（词尾变化）（※一段动词没有词干只有词尾）

四段动词：未然：あ段 连用：い段 终止：原型 连体：原型 已然：え段 命令：え段

上二段：          い段          い段         原型         原型+る　　原型+れ   い段+よ

下二段：          え段          え段         原型         原型+る　　原型+れ　 え段+よ

一段：             去末尾假名  去末尾假名 原型         原型          去尾+れ    去尾+よ

 

塞伯坦语拼读规则：

电影版新派赛星语：

G1版派别内部语：

网站推荐：

http://sk.my-gg.com/lp 进击的巨人：反击之翼online

http://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3tRBEVW0hiD_PUOZqB5n_wvKPHhW5r58 Markiplier’s best videos

http://v.qq.com/cover/4/42ccf73x27mdank/6VNQjJ1JK4S.html?ptag=sohu.cartoon 新世纪福音战士第一集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29697b91df3409ab20de3c27.html 怎么在win7下设置VPN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4l_iEUDBbig/ 黑色星期天原版第五小段法语演唱（高能注意，建议先百度一下是什么在决定看不看）（需要挂VPN@韩博阳）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5HVu3FA-L-k/ 蓝蓝路与金馆长的哈哈哈

http://www.scp-wiki-cn.org/ SCP基金会

王志涵的日记



http://www.enet.com.cn/article/2012/0822/A20120822153730.shtml C语言视频教程

http://tieba.baidu.com/f?ie=utf-8&kw=%E7%8E%8B%E5%BF%97%E6%B6%B5&fr=search 王志涵吧

http://www.u77.com/ U77

http://www.tfls.cn/index.aspx 天津外国语学校

 

鄙人的CASIO艺术

 

松茸

 

贯口《八扇屏》之莽撞人默写（图片不完整）



 

Zガンダム手办鉴赏



 

盛冈地区剑道大会

 

各科学习进度：http://user.qzone.qq.com/964413026/mood/62c67b3911ad2254c17d0700.  （实在是懒了······）

 

最后是主要重头戏是这两天我最重大的事

煮速冻饺子

用壶弄开水（锅慢）

水折锅里，开火，下佐料（日本人吃饺子都得就汤喝吗得把饺子汤下上佐料······）



下上饺子，煮三分钟，中间豁楞几次

折碗里的时候脑抽了，倒小碗里了······我的麒麟臂······

怎么回事这感觉······眼里好像有点湿······

 

幸福啊

保重大伙！





邮件到了吗？

2014.10.01

10月25日做学校的志愿者。听说不能随意出门。发了邮件到交流中心。如果到了请回信～

最近没有什么大事・・・・・吃惊地是体育课前换衣服时，大家都在教室换······！但是看不到短裤和大腿······换法很高超。(喂喂)

邮件也到了。大家都不想写定期报告吧······但一个月发生了很多事，不写就没意义了吧······

好。

再见～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志涵的日记



阿巴达？

2014.10.01

让把阿巴达做成自己的照片,怎么不能转换？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志涵的日记



事们

2014.10.06

这两天也是琐事为主啦。正常上课，正常剑道。剑道衣和冬季校服也换上啦。剪了个头，竟然要了我1000円！！！！然后礼拜日烤的冷冻披萨，方便面，看着BD版变形金刚4！挺
爽。

古典那个徒然草是什么破玩意！

感觉第一个月语言问题有点恶心的。虽然说前辈们一直说不要怕错误去交流，自己是不怕错误了，可是别人说的稍微快一点也就有点困难了，再要求人家放慢，兴头也就过去了。也
许别的中国同学没啥问题，毕竟他们比我大一年级，也有的考完了N2。实力相差，就算勇敢去交流也是效果一般般啊······搞不懂笑点是我最纠结的呵呵呵呵呵呵呵呵······所以这次来
日本和全国那么多城市的同学一交流，发现原来日语老师说的“不要和班里同学比，不要和天津本地比，要和全国比”也是挺对。天津这块考试的确压力比较小，个人水平的确是需
要超前才能与国内稍微好一点的同学平起平坐。和我一起来的同学每位同学都有底牌，他们有实力。所以奉劝明年天津来的同学，给自己压力，对，要多大有多大，只要不把你压死
就行。初三同学一定11月份考完N3，等到保送完以后你也得把N2的文章能稍微看懂一些就行。对，比如说保送完了去体育馆里打羽毛球，上英语外教课，你最好抱着一本N2阅读
啃。和你的日语老师说，我要超前，她会帮你的。和老师每天日语唠家常，找老师背各种课外单词，现在聊QQ的时候都要用日语聊。而且暑假的时候一定不要每天只玩电脑，每天
上午一起床先不要出被窝，先抱着日语书看到10点，然后再起床玩电脑。不用把N2知识弄得多么细，每天懂一两篇阅读就行，不用笔。不过来日本的面试倒是不难。前面说的都是
为你在日本说话稍微流利一点的准备。面试的这些老师以后都要一直关照你们一年，可能是在日本最好的交流对象，所以最好趁早熟络起来——这样想，面试就不会紧张了。在别人
说完话以后盯着老师，抢着让老师点你。这样就行了。

先生这个礼拜去印度尼西亚！那有嘛啊······

俺想吃果子馄饨豆腐脑！

上回四级地震了。班里同学坐在位上静静等待地震完结，却又个个像随时准备疯跑的豹子。冷静的头脑和非常人的意识。一般中国人一定第一时间冲，然后踩踏，然后才发现不过是
四级的小地震罢了。在这里，生存就得这样。突然想起来好像有个什么灾害留言板是吧······那是什么呢······

上生物课一个棒球冲进来把黑板上方的陶装饰品打掉了。

用字典破解Wifi，可以上网查一下EWSA。

上历史课的时候，讲到中国，历史老师一个劲的让我多多关照，让我有错误就指出。我觉得日本人民有着真正的世界眼光。

话说送个福利好了：

http://192.168.3.3/[迅雷迷www.xunleimi.com]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BD中英双字1280高清.rmvb?
fid=lZSmymzzHY65SBwZN2Yw8UW5OL9Vt*2PAAAAACS4IaEgoKmwXh5n6EJgXQWxFG-
d&mid=666&threshold=150&tid=56D74C18BD3FDEED0FF4B174DCD32805&srcid=119&verno=1

王志涵的日记



那些词，来一弹~那些让你上数学课感觉到比别的课好上的词

数学这玩意虽然在国内咱都没上好过是吧······但是到日本学数学等于比咱那里矮了一个年级去学哈哈哈哈！数字每个人都懂，这时候如果在会几个数学词汇，跟咱国内学的知识串联
起来，那可~

うそつき　谎（不成立） きそ 基础　すじみち 事理　ろんりてき 逻辑的

すなわち 那么  よって 根据···推断过程（∵）　とおって 通过（∵）

より　根据···条件（∵）（∵符号日本不使用，而且论证过程不必刻意强调∴）

ぶんすう　分数 ～ぶんの～ 几分之几　もどめ 求···　とかていする　设···为···（设量）

しめす 表示（含代数式结果作条件）　およそ 约等于　なりたつ 成立　じょう ···平方

から ∵∴　じょうけん 条件　みたす 满足　ようそ 要素（集合）

ぞくする 属于（集合）　~かける~ ~乘~　~わる~ ~除以~　ちゅうせん 中线

どうふん ~等分（加上せん即等分线）　すいちょく 垂直　ひとしい　相等（非运算）

イコール 等于（运算中，使用は也可以。日语算式读法与中文一样，只要把分别对应的日语词连接起来即可）

ごうどう 全等　グラフ 图像（函数）　ひ 比　ち 值　さんへいほうていり 勾股定理

さんかくひ 三角函数　にじかんす 二次函数　はんい 范围　しゅうごう 集合

 

设置这个栏目的意义不是让你在国内背的滚瓜烂熟，毕竟这些词在国内也是差不多都学过。这些词是为了预备给你在初到日本为生活等等忙碌的时候，可能懵了有些记不起来，或是
没有精力去自己在分辨那些是最常用的词汇或语法现象等等。所以：

 

 

我真是人民的好帮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话说是不是都想不到这玩意包括在福利这一块里······

还有每次我写日记都不打草稿！爽不~都是一次性写的！都归功于我这个小本本！



啊~~~~~~为什么啊!!

2014.10.07

写完信已经过去2天了······邮筒的位置和学校不是一个方向。每天7时从剑术队回来后，满脑子都是晚饭的事，信在书包里安静的等着······FFFFFFFFFF······（脑细胞，不要离开我······）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志涵的日记



简直是超长大断更→反省日志

2014.10.15

挺想用中文的······给翻译老师添这么多麻烦也是对不起！话说现在说中文的时候竟然是会蹦出日文！（赤裸裸的みせびらかす）

剑道全套装甲组装完毕！非常爽！

现在发现我这里学习压力确实没有别的同学那么大了。我们这里最辛苦的是SZ课程，而我只是A课程。听说我以前的前辈都是Z或以上的，听到我在A倒是说挺轻松的，要趁机多出
去玩玩。也是，每天晚上写写作业，上课认真听讲，考前复习，感觉比在国内轻松啊，给了我一种我是学霸的错觉，没忍住从国内买了几本辅导书连着冬天衣服一块寄了过来······
（みせびらかす）

台风那天大家顶着雨上学，教室里除了吐槽的就是补作业的噗哈哈哈哈······

本来想和昂辉君他们上礼拜一唱KTV去的结果因为电车没去成。最近真的发现自己越来越懒了，周末上午出去下午回到家就是午睡到3点，然后就不想出去了······说好的吃遍盛冈呢呵
呵呵呵呵呵······

最近真的是才思枯竭，突然发现我那个单词系列照我第一期的预告那样发的话就更新不下去了，于是打算要重新想想。嗯，可能是化学啊生物啊或是家庭课什么的。啊啊啊啊啊啊
······想不起来啊。发现我写的这些我自己的经历都太笼统了，我觉得像陈林峤那样的日记真的是非常好。我要努力向那方面发展。这次先放纵一次。

老师给我从网上买了一个暖炉，电动烧油的。还没试过······现在还是短袖是不是有点奇怪······

还没有去银行呢。

又扫除了。

话说此前豊川先生也是用メール传达了要有记者老师来制作留学纪录片的消息。如果有决定的话麻烦您尽快联系我哦！

现在在看的动漫列表：火影，龙珠改，东京食尸鬼，刀剑神域，新世纪福音战士，高达0079，某科学的超电磁炮。（我简直是补番王）

话说现在钱都用在买吃的上了······

这反省日志······只有一段在反省啊······感觉好像挺是士气低迷······

要有干劲！！！！やるぞ！俺はやる！

精神满满的高能10月：来吧！！！！

赋诗两首

染 白树

古人亿万帝五六

散仙无数几人灵

淘尽凡沙傲千古

霾伏今日墨还清

 

戎装

上将已死，宝剑无用

嗟其将才，罪其甲胄

精铁铠片，线头乱指

渣滓如雨，红绿蚀透

刚折主易，寒光尽敛

血渍侵染，难以削肉

王志涵的日记



 

今已弃之，混于凡铁

烈日霜结，寒冰反光

去者千万，返者一二

千年守侯，不问锋芒

问谁有心，赏其真章？



超长日记大挑战！

2014.10.24

什么呀我······之前的日记·····看到那样没精神的样子我也心情不好！(说起来这样的口气怎么样？好吗？怎么样？能告诉我吗？)（哎哎，一点儿不可爱呦······）
 其实写这日记前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大概看了Tokyo Ghoul的最终回吧～（不是有些迟吗······）

 好的
又一次换座位了～慎太郎就在前面！（性指向很正常呦）
听说有从泰国来的学生来寄宿～我们班是从曼谷最大学校来的男孩子。homestay是我们班学习最好的女孩子家￣({#emotions_dlg.catface}也)但最开始来班里时坐在我附近，马上
就关系很好了！一直用英语聊天,真是说地停不下来了！从爱好，部活到在线游戏什么都能说！听说日语学了1年左右（我有些可怜······）第二天也来了～体育。排球我最不擅长······说
到『我从没玩过』，大家都惊奇了。（我真可怜。）￣{#emotions_dlg.shock}还没来学校······啊～中国人在日本用英语和泰国人国际交流ww～

 我的话像女孩子吗？注意到了吗？（救命······）
 考试得了很高的分数。大家都很吃惊。由此我了解到了很多日本学校的状况。大家已经16岁，17岁了！日本的学校4月入学～我应该是三年级了！被称为天才！

岩崎老师从印度尼西亚回来了～拿了一个巧克力做纪念品。巧克力的味道和中国非常便宜的大致一样······最重要的是∶终于知道『······为什么教室里放了这么多的纪念品』······

今天有个日本某大学的中国人来到了中央～去校长的地方商谈了。从山西省长治市第二初中来日本的大学学习。日语很好！18岁，在日本本地的语言学校只学习了3个月！（我可以
撞墙了）但他说『15岁日语就能说地真么好，了不起！』嗯～

进行了避难训练。一直考虑一个问题∶如果以这样的速度逃跑，大家已经遇难了吧。（大家都不来真的呀······）

老师们的板书真漂亮······

前天剑术小组三年级的先辈来参观了。给了我礼物。瓶装柠檬果汁（看起来很贵！）和好像竹笋蘑菇的巧克力点心。果汁大家都拿到了,但点心最后只剩下3个～我们做了一个游戏∶
『竹笋竹笋～』（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在头上～快的胜，如果一起举起就输了！还是∶输了······

最后KTV！

咖喱～

上次便当盒儿忘在里面了·····妈妈特意送到了学校。下午买了礼物给妈妈时怎么也不要······好容易要了时说，『爸爸和妈妈各拿一个，剩下的你吃吧！送忘了的东西是我们的工作，不
要介意～』又还回来了！我有些东西在眼睛里······

王志涵的日记



一直一直说的『相声的内容』！相声的『学』的部分CASIO最高！用图解词典试着找了『快板』(中文)～

明天志愿者～

挑战大成功！:请读陈林峤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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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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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зゝ∠)__(:зゝ∠)__(:зゝ∠)_

2014.11.14

半个月没更······真作死······可能是看番看疯了······

下下狠手，一气直给吧！

10月25号去了志愿者，陆前高田的一块海啸吞了的地方（现在水早退了），坐大巴花了四小时(;´༎ຶД༎ຶ`)······那有个大爷筹建房子外加餐厅花园啥的，专门提供给各路志愿者来~（往后
大伙一看这灾后重建的那么好那多高兴）我就去了，我们学校连我一块才四个学生外加岩崎先生······是少点。20来个大爷大妈和一个有点鬊的长脸导游，来了都好多回了。那建房大
爷给我们派活倒没怎么加小心······也是来那么多回也熟了。看他那策划地方倒挺大，但是净没建完，还是土路阶段，（大爷也挺不容易的○|￣|_）我不怕脏，倒是感觉像回到姥姥家
了，想上地里撒通欢(>^ω^<)······我们上了一块地方，分成一堆人种花（其实是观赏的草）一堆人除草。我倒两边都掺和掺和。我倒挺能干，除草挖土啥的不用教，自己栽了3,4
棵，又跟人家一块栽了20来棵（忘了，我觉得挺多-_-!），跟我一块来的那两个二年级的基本上嘛都没干，就是挖土，捡捡零碎垃圾，不知道干嘛······我倒是收货挺大o(≧v≦)o~~，
正式干了点活感觉特好。一大爷还跟我一边干活一边传授人生♂哲学♂~我听里面好像什么女儿社长社员和啥小时候在地里也不干了嘛Σ( ° △ °|||)︴，反是真不懂······回来问岩崎先生他
跟我说他们日本人也有的净不懂╮(╯▽╰)╭······你当个乐算了（日本語通じない233333）。我服了······倒是发现把一个地方建的挺好看真的挺难的，真挺累，倒是大伙都开心，跟一帮孩
子似的~(≧▽≦)/~。真不错这回~后来还上岩崎先生家吃とんかつwowowo太棒了！他儿子上高一，听说岩崎先生之前那回心连心学生来的时候他还小学呢，一块爬岩手山什么的，
我俩倒挺有缘分。聊得挺嗨，eva龙珠啥的，还在他家看了集龙珠，而且他还是PS2正版碟党·····无语了，没听说过鬼泣跟战神Σ( ° △ °|||)︴，我来前他正玩数码暴龙格斗（虽然这个很
好玩我家也有可是他楞没听说过前面那两个神作······什么鬼啊······）。岩崎先生还请我吃年糕，送了我丸子串当早点。越加觉得岩崎先生大好人了······这回数学一定得考好啊！

一波流：（这里面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奇怪的）

王志涵的日记



日本真是随便什么地方都是美如画~

我不冷sadlkjashdlakjfuhsdfk，不就是没开暖炉asddashfk吗，我还能保hsdalsaff持头脑清醒呢，klasdjhf油TM什么时候来（请允悲(∩_∩)凸）

在学校头一回买おやつ：

 

11月六号剑道新人战，全岩手高中~算上稽古楞来了三天······我是裁判辅助员，结果连两天安排举旗（楽～O(∩_∩)O~~）中午还能领盒饭~结果通过这比赛我发现了剑道部里的几个
学霸······（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好惭愧）



我爸我妈寄包来啦！

俺の半黑暗料理：（话说快餐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是黑暗料理吧······）

一个礼拜考试（保健跟家庭砸了）：



为啥要发这图：

fuck······手机还没root好，特想传我聊天记录。这两天惹小伙伴生气了······回来再传吧（一直跟中心老师说没有烦恼啥的，其实是我不会说······）

话说这半个月不发日记可不是为了引记者先生下礼拜2来啊（我又在作对吧好像上次那回就是我这么一说给没信了······）

 

 

 

 

 

 

 

 

 

 

 

 

 

 

 

 

 

 

 

 

 

 

 

 

 



 

 

 

 

 

 

 

 

 

 

 

 

 

 

 

 

 

 

 

拜拜！



_(:зゝ∠)__(:зゝ∠)__(:зゝ∠)_

2014.11.14

半个月没更······真作死······可能是看番看疯了······

下下狠手，一气直给吧！

10月25号去了志愿者，陆前高田的一块海啸吞了的地方（现在水早退了），坐大巴花了四小时(;´༎ຶД༎ຶ`)······那有个大爷筹建房子外加餐厅花园啥的，专门提供给各路志愿者来~（往后
大伙一看这灾后重建的那么好那多高兴）我就去了，我们学校连我一块才四个学生外加岩崎先生······是少点。20来个大爷大妈和一个有点鬊的长脸导游，来了都好多回了。那建房大
爷给我们派活倒没怎么加小心······也是来那么多回也熟了。看他那策划地方倒挺大，但是净没建完，还是土路阶段，（大爷也挺不容易的○|￣|_）我不怕脏，倒是感觉像回到姥姥家
了，想上地里撒通欢(>^ω^<)······我们上了一块地方，分成一堆人种花（其实是观赏的草）一堆人除草。我倒两边都掺和掺和。我倒挺能干，除草挖土啥的不用教，自己栽了3,4
棵，又跟人家一块栽了20来棵（忘了，我觉得挺多-_-!），跟我一块来的那两个二年级的基本上嘛都没干，就是挖土，捡捡零碎垃圾，不知道干嘛······我倒是收货挺大o(≧v≦)o~~，
正式干了点活感觉特好。一大爷还跟我一边干活一边传授人生♂哲学♂~我听里面好像什么女儿社长社员和啥小时候在地里也不干了嘛Σ( ° △ °|||)︴，反是真不懂······回来问岩崎先生他
跟我说他们日本人也有的净不懂╮(╯▽╰)╭······你当个乐算了（日本語通じない233333）。我服了······倒是发现把一个地方建的挺好看真的挺难的，真挺累，倒是大伙都开心，跟一帮孩
子似的~(≧▽≦)/~。真不错这回~后来还上岩崎先生家吃とんかつwowowo太棒了！他儿子上高一，听说岩崎先生之前那回心连心学生来的时候他还小学呢，一块爬岩手山什么的，
我俩倒挺有缘分。聊得挺嗨，eva龙珠啥的，还在他家看了集龙珠，而且他还是PS2正版碟党·····无语了，没听说过鬼泣跟战神Σ( ° △ °|||)︴，我来前他正玩数码暴龙格斗（虽然这个很
好玩我家也有可是他楞没听说过前面那两个神作······什么鬼啊······）。岩崎先生还请我吃年糕，送了我丸子串当早点。越加觉得岩崎先生大好人了······这回数学一定得考好啊！

一波流：（这里面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奇怪的）

王志涵的日记



日本真是随便什么地方都是美如画~

我不冷sadlkjashdlakjfuhsdfk，不就是没开暖炉asddashfk吗，我还能保hsdalsaff持头脑清醒呢，klasdjhf油TM什么时候来（请允悲(∩_∩)凸）

在学校头一回买おや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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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拜！



超长断更补完计划01：秋田&poltergeist预告

2015.02.12

重大新闻：デート（误）被拉去拍プリ导致身败名裂！

（@全嘉乐 全文完成后编辑第四弹 全部无节操内容都是由本人带坏了全嘉乐同学，与全嘉乐同学无关（不要在意这是第几弹@qq语音））

（全文完成后编辑第五弹 我欠2000块钱）

几日不见雪又骤

暖和一阵严寒透

本也无意欺衣薄

只盼慢融把春候

3个月没写日记，一上来先要高能让您的设备进行防摔测验真是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3个月来，总共发生的大事是：过年，中间研修，考试，比赛，还有就是去秋田。（不看部活动表还有小memo想不起来）更新开始吧。今后每次更新会加入poltergeist板块，即杂
记部分。

第一期就秋田吧····记得比较清楚，下一期也不知道是要多远的将来(。⌒∇⌒)

本日记由全嘉乐同学特别赞助。但是，还是我写的。

为了澄清多方面被误认为date的事情，我要说：怎么地！就是这么潇洒！就是要跳进黄河洗不清！（大雾）@全嘉乐

进入不正经模式（前面那段话我是怎么这么沉重的打出来的啊喂！）

现在天天觉得时间超级快······就走一段路感觉一会就到了结果都是15分钟以上，看会手机在吃饭结果发觉过来半个小时，总觉得多少分钟能到车站然后眼睁睁看着车走了（cao）于
是我总是给自己定最宽松的计划（就是干完这事还有20多分钟余量，而那余量不知怎么的嗖就过去了，于是正好==）于是！起了个大早7：50出家门（新干线8:49）→1、钱包忘
带，回去拿以后到车站已经8:15。2、由于电车接花轮线，8:08到8:48之间没车。

怒草钱包

（等待之中取了10000块钱）（吃了个面包，接受了目光洗礼）（想起来忘带礼物）

9:50的新干线，11:25到达后（明明就是只有这几张图还不知道往什么地方插啊喂！）

王志涵的日记



亲爱的全嘉乐同学来了耶！

 

（全文完成后编辑第六弹 原照片表情惊恐，经作者同意已撤销hhhh）

（采访及全嘉乐同学的感受时，他讲到：在我的考虑中，希望用自己的力量王志涵同学感受到生命的可贵。）

先去买电影票吧！《青年变种忍者鳖真人版》，中国最近上映吗？（买票时已经在思考爆米花对策）

然后是工薪饭店（@全嘉乐 一直叫ていしょくていしょく到底啥玩意······定食······）购买了牛肉盖浇饭，炸鸡炸土豆饼，半生鸡蛋乌冬（超好吃！！！！！！）→@全嘉乐 不吃这
个，说从来没吃过（@全嘉乐，第一发全文完成后更正，qq语音告诉我，改成她不想吃。我想，是她太客气了。完了，写着煽情那段她给我发这条消息，在这里标注一下，文风回
不来了啊！详见末尾），所以在旁边看着我吃，过后自己买了个什么饼卷水果吃了（I'm 混蛋啊）

（@全嘉乐 俺的声音可是很雄浑的，因为来了日本一整天也不会说中文所以搞得都不会发音了。因此→超高速不中断低音和弦闲扯→持续高达5小时=一下午 CCLemon跟这个没关
系啦）

然后→①卡拉OK ②闲逛。看起来是怎么选都会选一的情况，结果互相一客气（不会唱歌）竟然选了第二个。选了第二个以后，整个一下午就再也没客气过了。

简直扯死我了！！！！！！！！哈哈哈哈哈

路上：我提包+相合伞（不准备辩解了 ）

1、アニメーション漫画动画加周边→进来先由于防寒服防盗磁贴没剪而警报一次，之后饼卷水果没吃完又出去吃了一次。

终于进去→@全嘉乐 先带我看galgame（@全嘉乐，第二发全文后更正，把galgame去了。我想，我直接按她当时说的——她有个同学喜欢，然后就带他转到了这一区，而一般纯
洁的孩子总想要表现自己的猥琐的，于是就带着王志涵同学来到了这一区——这样发好了。事实上，看到这些galgame，我觉得全嘉乐同学小巫见大巫了）（我是Lich king哦）、
cd( ^_^ )/~~ 之后，由于不会看漫画：买了盘正版东方红毛乡（误）（回家之后发现电脑配置超过了还玩不了），离去。（Banshee扭蛋）



路上在哪栋建筑根本一直认不清，总之不知道是进了同一个建筑没：

2、创意小店：啥都有！而且是布局非常紧，随便往哪转都有新世界！

（@全嘉乐 发现此处还有上面那处，来日准备的50000円不见了）途中：碰倒R2D2，被虫子吓，惊叹售货员发型（男士最新贞子发型你值得拥有）（只是@全嘉乐想让我惊叹然后
我就惊叹了然后数钱的时候被@全嘉乐误认在惊叹）入手：RGM79 吉姆——拼图！（超小）（回家的晚上拼了，发现真是一个错误的决定→1：00）（终于有地方上图了）

3、loft（文具店？）、百元店、电玩城。

电玩城啊

只有打枪赛车游戏还能玩一玩，没格斗游戏fuck。剩下的全都是推金币啥的。

但是：玩的真tm爽！算了算已经7、8个月没来电玩城了。一男一女打电玩，嗯，很爽啊。（我闯了一个记录，剩下的不怎么样）



结果，我们主攻的竟然是各种吊娃娃机（就是各种纪念品），吊手办简直坑得要死！！！！结果，掉了两个啪啪啪手表式mp3哟。（@全嘉乐 啪啪啪！）（@全嘉乐 全文完成后更
改第三弹 还是qq语音，她说不想毁了自己的形象，于是要让我说是我提出来的。我一想，是我提出来的啊。那你着啥急呢！）

煎熬：拍プリ只有女生。羞射至死。

4、冰激凌。（就为上图）

5、电影：看吧！

看完了。具体剧情我无法批判，因为它与原版漫画第一个boss剧情一模一样，这么多年的经典我还是不能随意。（初出下水道，打Shredder）动作，挺好。动画漫画游戏迷的话，
这个真人电影还原度真的满足。（从ps2开始游戏3部我全通） 

冰都吃光了

于是：该走了。

5:00了，从路上走回车站，雪飘得不大不小。还是相合伞。我提着包。一男一女，景色是多么的和谐。可惜，这和谐也要马上结束。车站大厅里，灌进冷冷的风。我们余下了一小
时，却彷徨着不知何去何从。不舍的离去的我们，坐在一张长椅上。

研究着买来的扭蛋和啪啪啪mp3的用法（后来发现了sd卡口），我突然发现：这一整天，是我来日本后最没有压力的一天了。平时跟日本人，我都会很压抑，玩不起来，而中间研
修，又有那么多的任务，不像这次是纯玩。这一天，我们俩吵吵闹闹，瞎扯吐槽，到底玩了什么倒是不太重要。这一天过后，今天上课我精神百倍。终于感觉到，在异国有一个自己
祖国的伙伴：①祖国是多么伟大②有个伙伴是多么的好。

可惜，太快。我开头提到的那个：这1小时余量，竟然也就这样

没了。

我调戏她，说：你怎么确定这不是date呢（突然发现，我有开拓修罗场的潜质！）



然后，她立马请了我两个甜甜圈，让我在路上吃。然后去买新干线票，我买了个儿童票。她借了我2000块，说万一不够了怎么办！（哎，你说写个文章，作者看着鼓掌之中渐渐成
形的暗示，真的有多爽啊！）（@全嘉乐 评论区那位，不要挣扎了！）

然后，我上车了。

（这时候晒个jb战利品啊！）

详细大哥大短信内容，太过秀恩爱，不便公开。（泥看，作为一个作者，我又愉♂悦了）

翻译者这篇日记的翻译兄，这应该是您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刻吧。我表示非常惭愧！真的有啥问题的话，日记晚发也没关系，翻译困难的地方请发到wangerye2007@126.com

日记写完。不知何时会有下一篇。

纸灯春酒不做声

散华漫天也难闻

执笔只把周公想

行囊探书更思亲

9点了，我吃饭去了啊！



除夕。

2015.02.19

想揍谁。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志涵的日记



泡

2015.04.16

东洋一梦覆一载

沽上复醒又几年

黄粱百日心宽解

唇边咸涩为哪般

                       还没回国·就

王志涵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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