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好快

2014.09.03

时间真的好快。3日后，大家都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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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快

2014.09.03

真的时间快。3日后，全体自己的新的生活开始。一起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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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心情

2014.09.07

今天已经是来到家庭的第二天，总体来说还不错（虽说现在还没看见爸爸）爸妈的年龄有点在意料之外，已经快70了/不过一起住这里的哥哥特别好，比较年轻，也挺聊得来。下午
和哥哥逛街去买itouch还有一些上学的必需品。明天是开学的第一天，我会在全校师生面前做自我介绍，我去的班级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同桌会怎么样呢？上课能不能听懂呢？之类
的有许多的疑问。。。希望明天到学校之后会给我点惊喜吧！（p.s.担当老师很帅！）

陳思宇的日记



幸福的现状

2014.09.12

来日本，已经一周左右了。不断努力地习惯着新生活。学校的大家和家里的大家，都非常和善，和大家说话都很快乐。其实，今天早上，肚子很痛。和妈妈一起去看了医生。现在已
经不要紧了。这一周，吃拉面啦,BBQ啦,各种各样的好吃东西，可能会变胖呀。今天到这里结束吧，中国的大家，和我一样在日本的大家，现在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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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y的日本人

2014.09.12

今天与老师讲话时，老师说日本人非常shy。我们学校，有本叫一步向前的书，记录着学生每天的生活。老师说，某个学生在书中说，想和陈同学说话,其实大家也想知道我的事。知
道这个，我很吃惊。下周，一定积极地和大家说话！大家，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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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

2014.09.24

一直有问题。。。日记不能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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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可以使用这个网络了！

2014.09.24

从上周周三开始，一直有问题，没写日记，对不起！这一周，发生了很多事情。周六上午考试，数学和英语只错了一个，但国语很惨‼古文完全不懂，现代文也好难。。。怎么办
呢。周日，自己散步，上错了电车，去了下一站。但是，因祸得福。秋田的海美极了

最近开始对棒球感兴趣！还是喜欢小球的运动。秋分那天和家里人一起参加了啤酒节，往返花了5个小时，但吃了很多东西，很有趣，海看了葡萄节。大家一起踩葡萄很有趣！最
后，我向对我的班主任和家里人说谢谢。真的给你们添麻烦了，非常感谢！本周开始每天都要写日记！（用日语写，所以语法啊，单词错误,请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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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吃惊

2014.09.24

不会只有我用日语写日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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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014.09.24

为什么上传头像会自动变成横屏的。。。

陳思宇的日记



果然啊

2014.09.24

虽说和大部分同学差不多都说上话了，但是果然还是有一些比较腼腆的同学不敢靠近我。。。外班的同学其实也很有积极的找我说话的，很开心！虽说如此还是有些同学即使和他说
挺多他还是保持“高冷”。。。现在找到的好方法就是运动的时候和他们说话是最好的机会，大家都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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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渐冷啊

2014.11.04

我也是好久没来写日记了，主要原因是这东西总是抽风，不知道什么时候好使。。。大概的总结一下，最近貌似和同学的关系渐渐的亲密了起来，部活动也已经步入正轨。接下来有
考试们。。。大家一起加油吧！

陳思宇的日记



考试结束～

2014.11.09

考试的季节终于要结束了，下次是12月份的期末考试！结果很好,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安。这一年把日本学校学习的理科知识全部学了，回国的话，马上就是高中三年级了，还是有很
多事要做。在这里自己学习国内的知识稍微有些难，也没有教科书。。。而且，自己学习了数2，没有数3的教科书，怎么办呢～嘿，学习的话就到这里吧！在学校与大家一起吃了
饭。虽然不懂他们的话，但努力弄明白！从11月13日开始东京进修！被东京大学选上，特别的行程！一个班级根据成绩选择5人,共计25人！有怎样的东西呢～期待！但是很遗憾的
是,行程不太有富余的时间，不知道能不能见到东京周围的朋友们。说起射箭小组，上星期四专用的手套(叫kake？kage？)和箭到了！自己决定的箭的颜色和羽毛,真漂亮！如果学会
的话，一定特帅！(笑)到现在一直练习着基本的动作,但马上就要进入下一步了！已经过去两个月了，在这的情况不断变好。大家怎么样呢？最后时，天气变冷了，大家注意不要感
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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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的事

2014.11.20

现在，在这个酒田东高中已经上了2个多月。下次的东京进修我有个问题。 「我做了什么」与「我想做什么」。首先是我做了什么？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答案虽然不是很理想。这个
心连心项目的前辈也说了很多。印象最深的是“3个月过去后差不多日语也少了，也能交上朋友了」”。但是现在，我的日语基本没有什么进步，在班上也有不说话的人。还有，学
校的理科的知识都学过了，每天自己学习的时间越来越少。这样的状态不要说东京大学，日本的大学也不需要吧。还有一个是我想要什么？台湾的作家龙应台说过一句话“学习不是
为了取得好的成绩，而是为了将来自己有更多选择”。这个选择可以是自己想要的东西，工作、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不是为了生活说这样的话。这次去东京之后、自己现在的状态
与东大生有很大差距。以后不仅要利用在日本的时间、将来也一直要努力缩短这样的差距，努力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ーー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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憧憬

2014.12.01

刚刚看到，被郑桐的录像深深感动了。帮助朋友，拼命努力，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之前陈林峤的录像也非常精彩！在我们的QQ群也听说了，还有别的朋友也拍摄了录像，我也想
拍～可以的话，请来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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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的空暇

2014.12.09

今天班主任给我心连心日历，自己的照片在日历中，真的很感谢！而且这也是提醒我“看，要写日记啊!”。

上周，寄宿家的爸爸妈妈去东京，那4天我去爸爸的朋友家。那个朋友非常和善，很开心！

最近北方好冷！北方的同学小心不要感冒！这里山形县大概有2、3度、北海道已经零下了吧。。。雪已经很厚了不能骑车（Ｔ－Ｔ）。只能走路。

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还行的感觉。数学1和A是1年级第1名。朋友看到结果后有 这样的对话。

A君「数学成绩优秀者、陈思宇。。。」

B君「什么！又是他。。。」

A君「是啊。。。谁快来超越他啊！」

我「非常遗憾、不太可能！（大笑）」（开玩笑）

然后、接下来的古文成绩发下来、我３７分、刚及格（３５以下不及格）

我「喂！听啊听啊！我的古文及格了！」

A君「真的?！太厉害了你！」

我「嘻嘻，有汉语古文嘛～」

B君「不好吧？这样的话，陈君岂不是会更厉害了!」

A君「陳君家有超过２班的C（其中考试全科平均９０．２、我只有６２）！」

我「这有点难吧。。。不过我会努力！」

B君「（笑）陈君是天才具对没问题！」

之后的物理课、老师讲shiso(跷跷板)。

老师「大家知道跷跷板哈。但是刚才在办公室查了一下,才知道有4个说法！这个Shiso日语(不是外来语)怎么说？」

A「GittanBattan和Gikkonbakkon我知道」

B「应该是Gittanbakkon。。。」

C「嗯？不是Gikkonbakkon吗？」

先生「这四个都正确，我想知道哪个最多，查一查！第１个，认为Gittankakkon最多的人举手！。。。」

最后结果是「Gittanbakkon」最多、但10个人不知道shiso以外的说法！日语好难啊！！！

天气很冷了，体育也在体育馆，大家跳绳都很棒，我只知道普通的跳法。。。但是,老师说「羽毛球打得好！」很高兴！

还有英语会话部，马山就是圣诞节了，现在正在一点点准备，今天做了海报。我和2个朋友做了西班牙的圣诞节的海报。调查前意味欧洲庆祝圣诞节的方式都一样。但不是啊！很多
不同，让我吃惊。

弓道部的联系也渐渐好了。可能3学期结束前，我应该会射箭！我想快点会，正在努力!

今天就到这里。以后如果可以一周写4次以上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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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2014.12.10

刚才，听朋友们说，明天是来日本100天？已经过了大约三分之一了。不知不觉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真是不可思议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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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很多～

2014.12.12

期末考试全部结束了，就要进入第三学期了！第三学期的考试内容稍微有些变化～

首先，体育全都是自己选择的课，我,选了羽毛球。不仅是非常喜欢羽毛球，还因为其他三个，篮球，足球，乒乓球，全都不会。。。但是真地很高兴。上次，被老师赞扬了，今天3
个人邀请我一起练习！最感到吃惊的，其中有我特别想做朋友的人在！以前，那个人没太和我说话，觉得他性格有些冷淡，其实他稍微有些紧张，而且我也不是那么开朗的人，结果
没太讲话。今后还是，我更积极地和大家说话比较好!

稍微有些遗憾的是跳绳。不是普通的一回旋，而是二回旋,交叉啦，然后是二回旋，三回旋等非常难的动作。糟糕的是，大家都在初中练习过很多次，而我不一样，不会。2个小时课
的结果是会3次连续2回旋了(朋友们都能做20次。。。)

以前，最不擅长的是古典，现在学古汉语。因为明白意思所以怎么也比日语的古文！此次的新目标是古典成为1年级的上位者！（一般20人左右）

并且，英语「超级看看」课也开始了。1年级只有8个人，是只有爱尔兰老师的英语高级课程。另外7人的名字常出现在上位者名单里，大家的实力也很强！今后，不认真对待的话，
可能会输！

另一方面，世界史和地理课也进行着，中国的部分全部结束了，之后考试的范围不包含中国的知识(T-T)，全是片假名的世界史和地理真的很可怕！

对了，一直期待的进研考试的结果终于出现了！数学是满分，特高兴！在山形县里数学和英语是第一位！全国是第380位！国语还是有点儿不行呀。。。

今天写到这里吧，最近一直下雨，哪怕一天也好，希望天气放晴!!大家也当心健康！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陳思宇的日记



12.14

2014.12.14

每次写日记时，首先的问题是题目。。。觉得特别麻烦，所以干脆决定用日期做题目。

昨天，下了很多雪，现在道路还积着雪（不如说是冰），想去堆雪人,但风这样大的天气，懒得出门。结果放弃了。如果下次有时间，一定要堆一个(？-？0～)

吃中饭前，忽然有人说「快换衣服，do君想向村里的人介绍一下思宇」。马上换了衣服，问「可以说些什么？」，回答说「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走了3分钟左右，进了一个看起来很旧的建筑物。

「请等一下」

「好的！明白」

等候期间，考虑自我介绍的内容。虽然那么说，还是对其中做什么很有兴趣。

门玻璃是透明的，能看到其中的情况。约30人，全部是上年纪的人。感觉很庄严的气氛。

「必须使用敬语」

「那当然！」

一如预料，但是，有些紧张感，我最难不擅长的部分就是敬语。。。。

「好的。可以了」

进入了房间。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我身上，更加紧张了。

「来这边」，do说。

但预料之外，do先说了一下我的状况。真的帮了大忙。do特意在我之前说，起到了「确认」我模糊不清的地方的作用，结果顺利地结束了。而且，提到了关于我想去的学校的话。

do∶「从前，问思宇想去哪个大学，他的回答是东京大学。我吃了一惊，确认了一下。是东京的大学？还是东京大学？那个区别很大！(笑)但思宇的回答没有变化，东京大学，真是
好想法。如果是真的，思宇的大学入学式我也要去！因为我没有去过东京大学。(笑)」

高高兴兴地回来了，ka做了意大利面。到底是作为营养师的ka，特别好吃。

说起来，今天换衣服时，以前的裤子不合身了。大了。那，是我瘦了的证据！特别高兴！

那么，是又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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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劣的天气

2014.12.18

本星期往返学校非常辛苦。星期一电车停了1小时左右，结果爸爸用车送我去了酒田站。星期三，爸爸去东京，并风太太，电车等了2小时半左右，还是动不了，停在途中。我从酒
田花了40分左右走到了学校。去学校花了大概4小时。。。而上课时间大概只有5小时。老师今天说「乘电车上学的还是在自己家里学习吧」。路都冻冰了非常滑。妈妈说今后还有
更坏的天气。真的吗。。。都不能去学校了吗？。。

老师说的那个「鳕鱼浓汤」没有吃过。但总是吃煮芋头了，杂煮（使用萝卜做的汤）。说起汤，非常喜欢妈妈做的什锦玉米汤(笑)。

现在稍微感到为难的是,中间进修时，想送庄内的土特产给老师和朋友们。但是不知道拿什么好。。爸爸推荐的la France这种梨很好,但不好拿吧。。。

看到了刘同学的录像。大家都在做中文老师吗？。。书法和摄影都很厉害！我就是普通的水平。

圣诞节快到了，当天有部活，到6点半。意义是说「立刻回家！」

嘿，好不。反正圣诞节是西方的节日，(自我安慰)。新年时，再和朋友们一起去哪里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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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

2014.12.19

难得的好天气！尽管这样说，但还是看不见太阳。。。只是，风不太大，道路的冰大体都融化了，也能骑自行车了。但，我忘了自行车的钥匙。。。

今天是今年最后的英语会话部的活动，所以举行了圣诞晚会！做游戏,吃点心，喝饮料，非常有趣！

一个游戏是用吸管吸纸，传给后面的人，最后用所有的纸，组合成一个正确的单词。遗憾的是，组单词时稍微花了些时间，输了。

还有一个是用围巾蒙上眼睛，由队伍的其他人指导，取东西。一点儿也看不见，也没有走的胆量。。。但是，在朋友们的协力下我还是取到了那个东西！

大家还唱了「12 days of christmas」这首歌，拍了照片，互相道了新年和圣诞节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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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没如果

2014.12.21

“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时软弱。倘若哪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著。不受情绪挑拨，你会怎么做？”

12.21

上面的是林俊杰的新歌 可惜没如果。听了之后十分的有感触，人生的确没如果。

看了前几届学长的日记，感触十分的深刻，仿佛看见他们刚来日本时和我们现在一样的兴奋，而又夹杂着思乡，迷茫。看见他们中间研修时与朋友相聚的快乐。看见他们每天都那么
的努力，看见他们即将面对离别的惆怅和不舍。看见他们从内心说出的感触，对我们的期待，真的是十分的感动。看见他们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成功，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奋斗的目
标。既然没有如果，何不珍惜现在，不留任何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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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2014.12.23

多亏天皇，今天睡了懒觉(笑)。可是，天皇的生日休息，真的感到吃惊。

今天如所预料的那样，下了很大的雪。不用去学校很轻松,但明天不要紧吗？有些担心。

大家已经进入寒假了？我们学校，是从26日到1月7日，所以还有三天学校。

昨天学校的期末典礼结束了。但是今后的三日是冬季修行。。。有古典和数学的考试，古典的古汉语考试必须要准备。

圣诞节？在学校进行兴趣小组活动，没有其他的聚会。只有女生的聚会，没有男生。因为兴趣小组活动要到很晚。。。

今天从妈妈那里收到了圣诞节的礼物！是冬天用的围巾！真的很高兴。

自己做了中饭。用牛肉，蛋，蘑菇和朝鲜辣白菜做了炒饭饭。原料有些怪,但特别好吃。今后想自己做饭菜。嘿，可以说是中间进修的准备，也可以说自己想学习。如果能做，也想
做给中国的家人和朋友～

马上要到来的中间进修的日子也是时间快速飞逝的标识。无论如何珍惜时间，度过充实的每天吧！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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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ry Christmas Eve

2014.12.24

大家写贺年片了吗？其实我本来不想写,但大家都写了，我也稍微写了一下。但是真地不轻松！明天不邮出去元旦的时候就到不了了。今天拼命努力写了一些。

今天是12.24，圣诞夜。晚饭吃了火鸡～（其实火鸡是感恩节该吃的东西吧？）嘿，因为好吃，哪个节日都不重要了。

但是，最近有很多事，没太参加射箭小组的练习。设定了进入第3学期后绝对不缺席的目标！

今天参加了校内难关大学的研讨会，数学的老师出了特别难的问题，并且说「这是非常难的问题,可能无法完美地解答。因此，可以看参考书，可以与朋友们商量，可以问陈同学」

然后，大家都笑了。我也笑了。我和数学老师的关系好，总是开玩笑。

但这么说我也很惭愧。。。嘿，自己必须努力了！

那么，就到这里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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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

2014.12.28

写了1500字左右的日记，但拷贝和粘贴无法使用，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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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快乐！

2015.01.01

终于2015了！第一次在外国迎新年。昨天上午与哥哥和二人的妹妹一起买了东西。买了柯南的新漫画！太好了！最期待的是赤井秀一的回归！18号电影的录像也在广播中！今年4月
第19号放映，想与朋友们一起看～

晚上和家人一起做了乔麦面！第一次做，动作不熟练。但是能吃(笑)。并且，磨芜菁做了果汁。

从7点15分开始看了红白歌会。今年的主持吉高非常可爱～

喜欢的歌手有西野kana,EXILE atusi,MayJ和福山雅治！拍了很多照片。

结束之后又吃了一次乔麦面。与中国吃饺子这个习惯是一样的。

想买福袋,但朋友们好像都在拼命做作业。结果3日只能与家里的大家一起去。。。想与朋友们玩～

就这样吧。中间进修马上就要到了，期待着见到大家！

最后，新年快乐！去年承蒙关照，真的谢谢！今年希望和大家度过快乐的2015！请多关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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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15.01.04

度过了充实的三天～今天有空，写了日记！

二日时，爸爸作为证人（不知道正确的叫法～），和结婚的夫妇进行了聚会。很微妙的事～日本结婚时需要证人。中国没有。嘿，大家都很幸福。也带来了孩子，有关智龙迷城这个
游戏聊了很多。夫妇们也很热情地和我说话。

建议我「稍微喝些日本酒吗？」,但我没太大兴趣，「还没到18岁」，拒绝了。（不想不能喝，是不想喝）

去之前，取寿司时，去了jasco这个百货店。当然是福袋。但是，酒田的百货店不是很大，没找到想要的东西。

回家，和爸爸说了。

「没有吗？那么，明天去三川的jasco？」。

「可以吗？爸爸有时间吗？」

「有，爸爸也想买睡衣。」

「真的吗？太好了！」

这样，三日与爸爸一起去了三川。真的是很大的百货商店。可是，人很拥挤。。。想吃饭,都没有坐的地方。最后4人的桌子与二个不认识的人一起吃了。感到很吃惊，那二人是中国
人！并且，其中一人与我一样是沈阳人！

1小时的自由时间，首先买了山形县的土特产，中间进修的时候与大家一起品尝～（大家也买了各地有名的土特产！）

很犹豫，最后买了converse这个店的福袋。买的是10000日元的内容不明的彩袋，某种程度有些冒险。

回家之后，因为马上去了妈妈家，没有开福袋的时间。

妈妈家这儿有「拜鬼」这个活动。人穿草做的衣服，戴上鬼面具，吓唬孩子。我已经是高中生了所以一点儿没有感觉。但是，小学的孩子真的害怕，也有哭了的孩子。「鬼」离开
后，地板上都是草。据说「这草是今年幸福的象征！」。

回家之后马上打开福袋，很幸运，都是喜欢的衣服！但这样衣服稍微多了些。。。嘿，这是「日本特有的福袋」所以，要体验一下！(笑)

这样，快乐地度过了这个新年。大家怎样？遗憾的是朋友们都在做课题，没有玩的时间。

真是期待着什么时候与朋友们一起玩～。

（就要我也必须做课题）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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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2015.01.10

7日是第三学期的第一天。尽管如此，开学式在8日举行。7日只有检查作业了。尽可能做了作业,但还有没有完成的东西，国语和世界史的作业非常难。

8日首先是新学期的大扫除。并且，开学典礼开始了．最初唱了校歌。我只知道第一段落的歌词。。。背过一次,但寒假之后一点儿不记得了。然后，是校长的讲演。主要是给三年生
的话。「有数的几天里有三个事情很重要。第1，注意自己的健康状态，不要感冒。第2个好好复习这3年学习的内容。最后，相信（想象的）自己。」然后，班级做了支持三年级学
生的海报。正中写了「己」的汉字。这是班级讨论决定的。「越」这个字也有很多人选,但最后以一人之差输了。在「己」的周围，大家也各写了一句话。我写了「believe
yourselves」。（在班级只有两个人写了英语）。那个之后，是可怕的作业考试。生物和古典和世界史都是不及格的分数。。。嗯，已经结束了(笑)。

明天姐姐教我蛋糕的做法。想做水果蛋糕，草莓啦，菠萝啦。

12日是成人节，所以这个周末又三连休！

中间进修的倒计时也在不断变短～自己转飞机是第一次。没问题=吗=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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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2015.01.12

像上次日记写的那样，做了水果蛋糕。比想象得简单。

原料如图

然后，用搅拌机搅拌(非常辛苦的工作，用手是不可能的。。。)

然后放入微波炉中，烤了50分左右。

陳思宇的日记



然后把蛋糕切两半，在蛋糕表面遍涂兰莓果酱。

最后涂鲜奶油，放草莓，就全结束了。第一次做东西，非常满足！

姐姐也帮了我,但主要是我自己的。被家里的大家赞扬了，非常高兴！可以的话，回国之后，也想为大家做～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1.16

2015.01.16

课题考试的结果都出来了。与预想的一样，世界史不及格。片假名真的不会。。。别的科目还可以。

班主任老师流行性感冒，现在来学校，但戴口罩。希望快点儿治好！

明天是1.17日，三年生统一考试的日子。其实三年级学生里，一个人也不认识。但是酒田东校的前辈，所以希望他们有好的成绩。

比起三年级，我更需要担心。。。下周一是进研模试，希望取得比上次更好的成绩！我也必须努力！

考试结束后，非常期待的中间进修就来了。想见到大家！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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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进修

2015.01.25

一转眼五天过去了，虚幻的梦一样。五天可以不长，也不短。但是，真的象箭的快。今天是分开的日子，巴士中，大家唱了送别的歌。当时的真的心情是，希望巴士就这样一直开下
去，不想分开！到达大阪站时，是真的要分开了，看到他们流泪的脸，自己也不能忍住，掉下了眼泪。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那一瞬如此激烈的感觉，自己控制不住。今年的七
月，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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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2015.01.29

最近好累。。。２４号通宵、那之后一周都非常困い。不过可能也不是那天的原因。

中间进修太棒了。不过，已经过去了。这次中间进修为契机，又重新确认了自己最初的目标和希望。再见面是七月了，为了能笑着见大家，现在要努力！

昨天换座位。和上次不同，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说过，蔬菜的名字，根据老师的座次表决定(老师的座次表按照说过，蔬菜的名字排列，和我们选的想对成)很有趣的方法！新座位shi
第一排。有是老师会问到，所以上课一定要认真。～

俱乐部活动不断进步。如果学会了现在的动作，应该会用箭了！但是，对肌肉的要求好严格了～我用的弓是有伸缩性的，还很重。练习2个小时已经很痛。不过，疼痛正式自己练习
的证据。很有干劲！！！

今天是音乐发表会。上周去了大阪，没能参加原来的班的练习。结果自己唱了。居然被大家表扬了。很高兴！全校发表会上唱的可能性很高，还要再练习练习。大家的发表也都非常
好。男生的舞蹈。女生的钢琴联奏和弦乐。

国语课上辩论，我ーーー管理时间。。。话题太难了”是否应该废除死刑，是还是非”“是否从法律上认可安乐死，是还是非”等，我只能明白60%左右。

大阪带来的礼物给了大家。大家都说”好吃”，我也很高兴。

那么，今天在这里公布,我本周将努力回复身体，一次为目标努力！

最后，我的朋友，老师有好几个人都不舒服，大家要注意身体！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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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1

2015.02.01

接受王步云同学的意见，我也在日记的题目上写上年号！

上星期四的音乐发表，意外地被选上了，参加1年级学生的联合发布会。发表像预想中的那样厉害。就这样下去我的压力也很大！想换一首难些的歌～

大家，看星期五的柯南了吗？鲁邦三世VS柯南。但寄宿家庭的妈妈看「伟大的日本人」这个节目，我没看到。遗憾。。。

体育课课程又变化了。现在是乒乓球。

大家说我「中国人乒乓球应该很厉害吧」。

「哦。。我连发球都很笨的」

「不不，肯定与羽毛球一样水平！」

「我也想这样。。。但我只羽毛球还可以」

「但是，看起来陈同学应该可以」

「我还是知道自己笨的」

「我也是」

我们二人哄然大笑。

真的打时意外地很快乐。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水平(不行)，反倒非常地有趣。人数多，休息的时间也多(笑)。

「陈同学！来日本之后，日语进步了吗？」

「应该听力进步了很大」

「那么，都记住了什么？」

「唉？突然说这个。。嗯！年轻人的语言」

「真的。。。好好学习普通的日语！」

「喂，说起来，也记了很多关于游戏的单词」

「这不好吧？这个东西」

仔细想一下，大概进步的只有听力啦，年轻人的语言啦。可是，在日常会话中，1级的是文法啦单词啦都不会使用的！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大家，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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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15.02.05

伪装成要写一些很深奥的东西所以就用中文了！（笑）

昨天和前天举行了课题研究。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全员用英语发表，我所在的组别课题是【怎样可以提高农业的竞争力】。我们组的思考方向比较特立独行，是【农业情报化】，
通俗地讲，就是提高使用在农业的技术，改善品种，进而使产品变得更加优秀。

其他的组大多都在说几个问题，从事农业的人们高龄化（年轻人越来越少），对农业没有兴趣，不了解农业。其中，不乏几个我觉得非常好的论点。

有一个组提议，说为了引起年轻人对农业的兴趣，政府可以给小学1，2年级的学生分发一颗种子。这个种子需要几年才能开花结果。等到了他们小学毕业之前，种子就会结果，他
们就会得到果实。在这个过程，他们可以充分的了解丰收的乐趣，同时也会学到持之以恒的精神。在有了这个的基础，大家可能会有更多对农业的兴趣。

另一个组说，大家不是很了解农业的魅力。所以他们建议，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农业，拍几个关于农业的电影，有趣的纪录片，甚至可以做成漫画，动漫。他们相信这样会引起大家
对农业的兴趣。

但是，我学到的不只是他们很不错的意见，更多的是他们的思维。课题研究这个活动，本身的意义也就是为了让年轻的我们更多的关心现在国家的问题。毕竟，这些问题，早晚会落
到我们的手中。从小开始培养学生对国家的关注，让学生们自己通过查资料，学习而获得一些可用的意见，这或许才是最好的地方。我不敢断言，但是仅从自己身边，我感觉大家不
会去过多的思考国家大事。当然，我们会关注。但是，我们可能也没有时间去几个人坐在一起深入的探讨对策。说大一点，这可能就是中式教育有缺陷的部分。

会不会被查水表呢。。。（开玩笑）

陳思宇的日记



2.8

2015.02.08

上次日记说了一些过分的事。

当然公安没来(笑)

星期五，到学校后，发现学校用的运动鞋丢了！现在也在找,但还没找到。。。穿拖鞋度过了一天。尽管如此，还是参加了体育。因为乒乓球不太需要跑。

昨天，在学校参加了全国统一高1模试。自信满々地写了志愿,但结果很惨。

回家途中去了超市，没忍住，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下周的休息很多，星期二下午有学校活动，星期三也休息。但是，建国纪念日的休息只有一日！中国是7天！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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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2015.02.11

昨天，在电车中，看着外边的天气。强风中，雪啦，小冰啦搀杂在一起，撞击着电车窗。

偶然回头看了一下，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色。看到了安静的天气。

只是风向不同,但以此为契机，考虑了一下。

这不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样的道理吗？更深地说，这和人的性格也有关系。

在充满马粪的房间里，有乐观的孩子也有悲观的孩子。乐观的孩子在其中享受着在寻找什么。反过来，悲观的孩子什么都不做沉默着。

问乐观的孩子，「你在做什么呢？」，回答说「这么多的马粪，可能有马。」

当然，这是故事。但从中能明白什么呢。以不同的态度，从不同的方面来看，人们肯定会得到不同的结论。这正是人们有不同的个性，不同性格的理由。因此，解决问题时，时常变
换角度，也许会找到解决的办法。

完全像写议论文(笑)。最近的天气不好，电车常看情况等待，停开是已经常有的事。上学很辛苦！

明天是艺术发布会，选的歌也有日语的歌词，努力记住了地。会一切顺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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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2015.02.22

好久没写日记了。

2.19 春节 和寄宿家庭妈妈商量后一起包了饺子，虽说不是中国传统的煮饺或蒸饺而是日本的特色焼き餃子（其实不就是煎饺子么），但是此举也已然成为最有过年气氛的行动了。

回家的路上恰巧看见夕阳西下。平时有部活动到6点半，所以是无法看见的景色。细心观察，还是很漂亮的。

摄像大叔取完素材了。在此次拍摄中发现了一个可以叫做【亲友】的朋友。感觉不错。

陳思宇的日记



2.24开始为期4天的考试。好吧我去复习了（T-T）

考完试会不会出去玩呢！期待



坏了。。。

2015.02.27

恶心的考试终于结束了！

上次的GTEC和进研模试的分数也发表了。（不好意思，就不说了T-T）

和朋友谈了关于4月的新班级，特别难过，和文科的人绝对不是一个班级，和理科的人也可能不一个班级。好不容易与和大家关系好了，又有去完全不知道的班级的可能性，已经！
不想分开了。。。

考试紧接着就有部活。。。太累了。特别努力的现代文和古典会怎么样呢。

两方面都有部活，今天因为是星期五，所以去了英语会话部。还是给3年级学生写一句话，9月来的，没见到3年级的前辈，写了类似自我介绍的东西。

下一班电车是1小时后，所以有没关系的心情，尽情和外国人老师说了话。

突然看表，「坏了！已经这个时间了！」，和老师说「see you sunday」，很快回去了。

可是。。。由于暴风雪的影响，不能骑自行车，结果没赶上。

今天是寄宿家妹妹的生日。开了party，很快乐。自己突然发现胖了5kg。。。

啊，算了。刚才看了中间进修的录像。怀念，有趣，果然是最幸福的一周～

那么，期待再见，大家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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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2015.03.08

昨天电脑出故障了。一直连不上网。经过各种途径（百度，百度，百度）自己修好了

今天天气很好，骑自行车出门了，没去很远的地方，逛了半个小时超市，买了点饼干和酸奶，回来之后慢跑了1500m左右，冲了个澡。

心情非常舒畅啊，这才是我想要的周末

一会会和家庭妈妈学怎么做甜甜圈。。。不要叫我女子力大神

运动的实质就是之后吃东西的时候不愧疚（笑）

今年的7月5号有日语1级的考试，报名时间是3月30号到4月30号。想参加的别错过了！

想想我1级的血泪史啊。希望这次能过吧。

马上就分班了，呆在1组的时间所剩无几，虽说关系没有那么的好，但是怎么说也是一起学习了半年的同学们，分离还是会不舍。尤其是几个比较要好的文科生，之后就不会再一个
班级了。

在笔记上写了这个感受，然后担当老师说「新しい友たちができるぞ！」想想也是，他说的没错。

2年级的生活有会是什么样呢。

终于等到了我喜欢的化学课，化学老师也非常的幽默。文科也减少到了1科，大绝赞！

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和预想的一样，世界史考试挂科了。很努力学了的现代文和古典也没达到我预期的成绩。学年更是有一个英语考了满分的学神。英语满分什么的。。。

即使期末考试之后也没放假，现在是0学期（什么鬼）。老师还教导我们说没有0学期的话成绩会下降什么的。

0学期的部活动照常，但是英语部没有部活动。和外教约定了‘特殊训练’。和外教关系很好啊。他帮我找一些比较有难度的文章，然后和我一起解读。很高兴，希望英语能力up。

国内的同学们要会考了吧，现在幸灾乐祸的我明年也得考。（从没及格过的政治啊）

下周日班级分别会。大家一起吃饭。期待吃完饭之后能和几个关系不错的人去玩一玩。

4.18号柯南第19个电影上映，被学长邀请一起去了。非常要好的学长们啊。他们5月份之后因为应试需要停止部活动。在这之前一定要好好玩玩！

顺便期待一下新的班级，会不会交到亲友呢！而且，2年级就意味着---我也是先辈了！（得意忘形中）

那么就到这里吧，只剩下4个月左右了，大家一起加油吧

陳思宇的日记



3,11

2015.03.11

自由不是做所有自己想做的事、是拒绝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电脑又出故障,多亏了韩大神，终于好了。←谢谢韩君！

从10号开始酒田高中因为迎接新高1的入学考试，我们在家自习。嘿，很好啊？是3连休！

昨天从化学老师那儿得到的问题集。隔了半年很凄惨。完全对化学死心了。

16日提交的作文还没写。。。怎样办。。。

最近的天气一直很好，但昨天忽然下暴风雪。风很强，也停电了。以为今天晴,不过，烤面包的期间，下了雪。现在又晴了。转换太快了。

星期五有古典的敬语考试。那个姑且不论，现代语的敬语表现都完全不能把握。嘿，只好努力了。

数日后就是春假。自己在酒田「冒险」一下吗？

21日去仙台！期待着！

那么，开始学习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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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惊

2015.03.13

2015.3.13

这个网络也不安全了吗

瞬知道了。。。

嘿，不要紧。

上次的期末考试，数学差了瞬一分!!!并且，物理和英表也差了！

尽管如此，他说「东大是不成了」。

那我不更不行了吗!！

，「那么，你想去哪个大学呢？」

「东北公益文化大学」

「什么？」完全没听过的大学。。。

「不知道吗！日本的大学，就是东大，京大，东北公益文化大学！」

「也就是说，日本大学的第3名？」，意思不明！

「是的！问问周围的人，大家都知道。」

「那个，在哪里？」

「很近，从这里可以看见。」

意思差不多明白了。

「说起来，明天是白色情人节？做巧克力吗？」

「做」

「有喜欢的人？」

「不是，我有姐姐，只是玩！思宇呢？」

「还不知道。。。上次从女孩子那儿收到了,必须要还的」

「那必须要还。但可以不做，可以买。但如果有喜欢的人，还是买好。如果只是感谢的心情，可以买。」

「啊，那买吧。」←←没有喜欢的人～

也没有时间，买了抹茶巧克力。

明天有学习支持考试，一定不输给瞬！

课题研究的发布会也在进行，但与我不太有关系。

好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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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2015.03.17

上周末很忙。

星期六上午，在学校参加了study support考试。只有数学，英语，国语,但国语特别难。而且，从下午开始进行了课题研究的英语发布会。我觉得很厉害。大家一定以完美的发表作
为目标，拼命练习了。背下长长的英文真是很辛苦！1班的学生也进行了精彩的发表，鼓掌～

星期日参加了1班的「最后的班会」。约定的时间是2点，但是，时间最近的电车是1点55分，完全赶不上。没有办法,做了之前的10点40分的电车（太早了吧！）

然后，在约定的地方附近转来转去，买东西，去书店，在游戏中心玩。消磨了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终于到了两点。

吃惊的是，这次的餐厅是煎菜饼和东京煎饼的自助餐。真有这样的自助餐呀。嘿，真快乐。

然后，4人一起去了卡拉OK。猜拳决定顺序，我竟然最后！

4个人都喜欢初音miku，大家都唱了初音miku的歌。我也唱了「胧月」这首初音miku的歌。太高了，降key唱了。。。

不管怎么说，知道的日语歌太少了。而且大部分是女人歌，所以也唱了中文和英文歌。评分都是90以上很高兴。

说起来，最近想自己去一次卡拉OK。没看错儿，是自己。如果自己去，可以随便地唱。破音也没问题，很怪的歌也行。希望春假时，再去一次。

昨天和外国人老师进行了特别训练，话题是中国的空气质量。

提到Panasonic公司将发补助金给在中国工作的日本人职员。理由是大气污染。已经这么严重的状态了吗？

现在，在中国，关于环境问题的「两会」也在召开。找到好的解决办法就好了!

明天有古文考试。。

期待着春假。这个周末预定去仙台！行程已经决定了。最期待游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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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2015.03.26

日记，好久没写了。

最近有很多活动。

18日，在学校进行了学部研究。一人选择4个志愿，从第四志愿到第一志愿的顺序听了前辈的话。1个研究花费了15分。

最后的第一志愿选了建筑。前辈全部是女孩子，很吃惊。前辈们从研究的大学入学到那个大学的特征详细地进行了说明。很遗憾，建筑还是需要美术的力量。我的美术？和政治一样
的水平吧。。。

虽说是研究，但大家的问题很少，所以前辈们开始介绍2年级的生活。

「2年级很快乐，班级变了一次认识人很多。很热闹多好呀！」

「是呀，修学旅行，台湾特别快乐，有很多活动。」

「可一转眼就过去了，好好地体会2年级的快乐吧～2年级结束的话就3年级了，考生。」

「。。。是」我们期待地回答。

。。。可是文化节，修学旅行，我都不能参加。（非常遗憾）

21日，与姐姐的丈夫（以后叫哥哥）一起去了仙台。他是仙台人，所以这次带我玩。做了3小时半左右车，终于到达了仙台。时间是12点该吃中饭了。仙台有名的东西，还是牛舌！

听从哥哥的推荐，到了一家看上去很小的店。但人很多，「是很受欢迎的店！」。等了半个时辰左右，终于进去了。

到底是排了这么多人的店，牛舌特别好吃！忘记拍照片了，嘿。

然后与仙台的邹同学玩了。吃冰淇淋，唱歌，买东西，很快乐。

学校突然有考试，22日的计划不能进行了，我和哥哥去了仙台的名胜，松岛！乘坐游览船，很好的景色。清澈碧蓝的水，有树林的小岛，自由飞翔的海猫，与非常好的天气互相结
合，真是完美的旅行！

然后去了仙台的受灾地。与从前的照片相比较，感到了灾害的可怕。祝愿马上能够重建。

23日，学校毕业式，然后是老师的离职式。第一次知道，日本的老师不是学校的，而是县内的。因此工作的地方会有变化。

有趣的地理老师也离职了。多方承蒙关照，谢谢。

昨天去了部活。春假的每天都有部活动吗？没太练习，与大家闲聊了。。。

嘿，不是很好吗。

与朋友一起学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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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015.04.06

终于迎来了盼望已久的新班级！

班主任老师没换，很好啊！

上次录像（虽然我不想让你们记起录像的事情）中拍到的好友kachan，竟然和我一个班！超级高兴啊！

另外，对满是陌生名字的名单，我该用怎样的方式来迎接新学期呢？

总之努力吧，大家的新班级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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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忙了

2015.04.16

大家新学期过得怎么样啊？从高一变成高二，第一次成为“前辈“，感觉很不错吧。高二变为高三，学习和生活都还顺利吗？（貌似有点像老师啊）

最近真得超级忙！各种各样的事情掺在一起，打乱了正常的节奏。（不要细问！）

首先，新生入学，社团面向新生举行体验说明会。因为我是九月份来的，那时候没有社团体验活动，所以这次我也作为新生在管弦乐队和书法部体验了一下。

在管弦乐队，我体验了各种乐器。虽然很难，但是非常开心。

吹长号时，用力的位置不同，发出的声音也不同。比如说，往中间吹的话，会发出fa的声音，往下吹的话，会发出do的声音。我第一次知道了哪怕是相同的位置，用力方向不同，
声音的高低也是不同的。

单簧管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可是要吹出声也很难。一开始不管怎么用力，也只能发出fufu的声音。在听过同学的指导之后，总算吹出微弱的声音来了！我高兴极了。继续练习下去，
终于吹出了美丽的声音。放手指的地方比较容易发出声音，最后，我可以吹奏出简短的乐曲了。

铁琴是最简单的。她的声音非常明快。前辈说，夏天演奏的话可以让人感到很清凉。虽然她属于打击乐器，但是跟钢琴类似，对于拥有绝对音感的人来说很容易。朋友用铁琴演奏了
我唱的“十年”这首歌。真得很棒。

今天我去了书法部。果然用软笔写字太难了！根本把握不好力度。。。在前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最后终于把“光”这个字算是写好了（自己觉得）（笑）

考试也接踵而至了。刚刚结束的课题考试，4月30日的体育考试，5月份的期中考试，7月份的期末考试和进研模拟考试，还有日语能力1级考试，回国后马上要参加的TOEFL考试。
唉，有干劲没实力啊。。。每天背各种单词，写作业，参加社团活动。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

但是，最担心的是体育考试。五分钟之内跑完1500米。对我来说太难了。。。可是，又不能不跑，就练习吧！我真得担心下周连续四天的体育课!!!

这个周末也安排得满满的。周六和朋友去看电影“柯南”。因为酒田没有电影院（天哪），所以只好乘巴士去附近的三川佳世客。周日去看樱花~我打算拍很多照片。。

明天是英语社团，会来很多新生吧。开个大派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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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的黄金周

2015.05.06

请原谅我现在太忙所以懒得用日语写日记了。。（这么颓废不太好啊）

本以为可以放松一下的黄金周也是预定满满

首先是部活动只有1天休息。。。每天上午都去部活动训练啊！

之前和游泳部的同学定了去游泳馆，但是好像时间正好错过去了，没见着他们

自己游了1500m，不算多也不算少，因为游泳部的同学们一天2万米（加油吧）

自己去了趟KTV，果然1个人去唱2个小时是极限了，嗓子很累，但是感觉蛮好的

没有别人在的话自己想怎么唱就怎么唱了。下次在和朋友们去吧

昨天下午和前辈去看电影了！可是和上次不同，这次是骑车去的。。。

对于跑1500m都累的我，骑20公里的车看起来很不可能。

但是自行车还是和跑步不同的，比想象中轻松地骑完了。

然而以此为借口吃了很多（笑）

电影是速度与激情7。第一次运用2个外语来看电影（英语音声日语字幕）果然还是有看不懂的地方，还差得远着呢啊。

忽然想起来，上次来这里看柯南的第十九个剧场版也忘了说了。

这是我的一个愿望~来日本赶柯南剧场版的首映

所以4.18号那天我和英语部的朋友来看了《业火的向日葵》

非常精彩，忍不住想剧透（哈哈，不要打我）

很感谢部活动的朋友们啊，英语部和弓道部的同级生，前辈包括后辈都很照顾我

这次地区大会之后，3年生因为要准备考试，就会结束部活动了。

很复杂的感情，希望他们成功的进入自己想去的大学，又希望能和他们多相处一些时间，尤其是弓道部的前辈们都非常的照顾我，和我的关系也非常好，很喜欢前辈们！

所以他们走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有点冷清。当然还有同级生和后辈们，仍然要加强训练啊。

在没有前辈的部活动里，我们就是最高年生了，得给后辈做出榜样啊。

然而到了5月份，就意味着我在日本的时间也不长了，就剩2个月了。前几天和前辈聊天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希望见到中国的亲戚朋友，而又不想要和日本的朋友们分开。

可是天下哪有不散的宴席

剩下2个月，希望每天都可以充实地度过！

担当老师要我们写出2年级的愿望。我写的是描绘最美的回忆，尽力不留遗憾。

希望我可以做到，也祝愿大家也可以做到

剩下2个月了，大家一起加油吧！

陳思宇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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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11

大家的生活都过得超现充啊

昨天和前天是地区综合体育大赛，作为弓箭部的一员我也去给弓箭部的选手们加油了。

成绩不能说不好，不过老师们好像还不是十分满意。

个人赛中男子2名，女子1名获得参加县级比赛的资格，团体赛中女子团体以地区第1的成绩获得参加县级比赛的资格。

话说回来，酒田光陵高中的男子选手太强啦。在团体赛中，取得了共100支64中这样一个让人吃惊的出色成绩。

总之，获得冠军的同学，恭喜恭喜！县级大赛请加油啊！

而地区综合体育大赛结束了，也就是说到了要和没得到冠军的前辈们说再见的时间了吧

欢送会的时候，有首歌无论如何都想唱给先辈们听 (笑)

酒田节也就要到了，不过，和期中考试的时间完全一样!!!有谁不复习的吗想一起去看！（大概只我吧笑）

正在为送给国内的朋友们和家人的礼物苦恼 (太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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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的大学入学考试

2015.06.08

前辈们加油！我支持你们！

好久没写日记，其实我写过一次,不过，网络有问题，所以失败了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呢。

为了期中考试，特别是文科，做了很多功课！结果也非常满意！连在中国及格不了的政治也得了63分，过了平均线！

社团活动也进步很大！！总算进入靶子前，射中了第4号！前辈们也很高兴！指导我的前辈们和同班同学们，谢谢你们!!!

今天去邮局寄行李了，两个大箱子，一共21KG，费用是8千日元！太贵了。。。

想买给朋友和家人礼物,不过不知道送什么才好。不过，大体上决定了。

就要回国了，只有一个多月了呢。

遗憾的是不能参加文化节，最后的学校活动是7月进研。。。这次的目标是全县第一名!!!

想见中国的朋友们,不过也不想与日本的朋友们分开。话虽这么说，我们也控制不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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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篇

2015.06.08

话虽这么说，我们也控制不了时间，我们能做到的是充实地过好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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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计时‘前言

2015.07.07

好久不见了～要是现在还不写日记，之后就马上要回国了，所以我定下目标：最后一个星期，无论如何每天都要写日记。

这个星期的周末真的过得很充实。星期六去参加课外活动，之后本来想和前辈去打保龄球，可惜球场正在举办保龄球比赛，所以没地方了。

没办法，就去前辈家玩儿吧。。。前辈家的院子里立着一棵松树，散发着高雅的气息。从门口进去，就是前辈学习的地方。有一张沙发，累了的时候可以稍作休息；圆桌的正上方挂
着温暖的黄色电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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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篇

2015.07.07

我回来啦

、刚才因为网络出了问题，写不了了。下面继续写上一篇

挂着温暖的黄色电灯。大概是因为成为应考生了，蒙着布的钢琴上摆着学习用品。桌子上堆着小山似的参考书和习题集，那些书的侧边都有些脏，证明都被认真看过。不愧是文科第
一的优秀前辈。

其他前辈也在桌子边上闲聊的时候，门铃响了，阿姨回来了。

可能因为只有我是生面孔，阿姨就问“这位就是陈同学吗？”。似乎前辈也在家里说过不少我的事儿呢。

“是的，初次见面，我是小陈。”我答道。好客的阿姨拿出朋友给的德国巧克力和零食招待大家。

“巧克力虽然好吃，不过有点儿甜，所以喝点儿茶。”是不是很体贴又亲切？

后来先辈提议说“我们打篮球吧”，大家也都兴致勃勃地附和“好呀好呀！”。不太擅长篮球的我，也只能顺着大家。

到了公园，已经有人在打了。没办法，大家就在公园又开始聊起小学时代的回忆。尚未失去孩子般天真的童心的我们，又开始玩儿起滑梯来了。不知不觉就到了约好的时间了。

“小陈可是主角，迟到了就糟啦”，前辈们和我迅速赶到了Kappa寿司店。是的，在这里将有一场送别会。

虽然迟到了5分钟左右，不过大家也都还在路上。Ⅵ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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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篇2

2015.07.07

正写着写着突然又写不了了，大概是网络有什么问题。只好这么一段一段写了，见谅啊。

我们30来个人预约了6张台，堂堂正正进入了店中。

和大家用抹茶干杯之后，前辈提议说“这是最后一次了，要多和大家聊聊，10分钟换一次座位怎么样？”，按前辈提议的做了。还拍了不少搞怪的照片（笑）。

然后决定去放烟花。天色渐渐暗下来，正是放烟花最好的时间！极其开心！最后，我吹灭了用来点烟花的蜡烛，在那样一种氛围中，觉得想要说点什么，就来了一场即兴的演讲。反
正，大概就是向大家表达了一下感谢之情。

开心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错过了末班车的我，只好让寄宿家庭的妈妈来接，麻烦妈妈了真对不起！

星期天搭8点的飞机去了东京参加日语能力检定1级的考试。东京也有前辈在，还给我带路。真的是超级体贴亲切的前辈。和前辈说了好多话，一起吃饭，找到一家不错的饭店吃了
鳗鱼和泰国菜，好吃极了！

考试的感觉一般。不知道能不能合格。。。

回去的时候出了点小意外。因为要换乘好几次，行动非常迅速的我错上了前一班的新干线。幸好在下一站下车，我该搭的那班新干线也经停这站，总算顺利地回到家了。寄宿家庭
11点半来车站接的我，真的太谢谢了！到家已经12点多了，所以第二天早上休息。上午11点去的学校。

这是一个忙碌的周末，但是很开心。马上就要回中国了，只剩下寥寥数日，各位也请努力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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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计时7

2015.07.08

按照约定，我来了！

今天正好是最后一周了。

昨天有音乐课，下课后，竟然从音乐老师哪里收到了礼物！太感动了！

早上也从班主任那里收到了东京大学的赤本（历年考试的真题集）！这么厚。。。（虽然一点不想看 笑）可是，想到优秀的前辈们，在困难面前低头可不行！我也必须努力—

英语口语社团的同学们送给我的柯南的小说还有100页没看完。只剩一周了。。我争取读完！

期末考试的成绩（一部分）出来了，因为是最后的考试，所以我十分努力。

成绩很不错。其中最高兴的是现代日语考了52分！到现在为止最好的分数！（笑）老师表扬了我，朋友们也说：“太厉害了！”。

明天下午办理银行卡的解约手续。大家都做完了吗？

现在，每天在学校都重复着这样的对话。

“陈同学什么时候回国？”

“下周三，好快啊”

“啊！这么快！”

“是啊。。。”。。。

“我们会想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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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计时5

2015.07.10

这周也结束了啊。。。好快

今天英语部举办了我的送别会，同级生和前辈为我写了一些话，感动。

一年级生也在line上写了感谢的话，很感动，觉得自己没做什么可是大家都很细心的察觉到了点点滴滴。加入英语部真好！

今天上完了最后一堂现代文的课，下周一周二都没有。课文是《山月记》，我为大家读了中间的一段古诗（笑），居然有不认识的字。。还好事先查了。

好久没用汉语写日记了，感觉都不知道说啥好。。。

明天就是进研模式了，目标是全县第一，加油！

考完试之后应该会和朋友们去玩保龄球。上次想和前辈一起去的，可是不巧有大会，没有场地。这次要是顺利能玩上就好了！我其实不会玩。。。但是大家好像都在玩，我也想玩一
次，哈哈。

把学校的介绍宣传册送给了爱尔兰的外教，他很开心，看了英语的介绍以及插图，他说他也想来一次，欢迎啊！

不知不觉间我只剩2天上学的机会了，还是有很多事没干，最近会很忙吧。

抱着一期一会的理念和大家相处，但却希望不是只能一会，而是某种意义上的【数会】。这就是我心中的一期一会。

最近也说了几次临别的感言，果然，我只能说出感谢。确实，除了感谢还是感谢。遇见这么好的大家是我的缘分，真的希望可以再会。

那就先到这里。期待明天！

陳思宇的日记



倒计时4

2015.07.11

星期六啦！。。但是，要去学校。

今天是进研模拟考的日子。也是县级大赛的日子，游泳部、弓箭部、足球部的选手们都去参赛了。为你们加油！

人虽然稍微少了一点儿，不过考试正常进行。

对自己估分的结果挺满意。现代文和刚来的时候相比，分数有了很大的提高。可就算如此，还是完全看不懂小说。我很不擅长推测作者的用意。

考完试后，和好朋友一起去打保龄球了！第一次打保龄球！

进场之后，先要换成专用的鞋子，然后根据自己的力气选择最合适的球，我选了12磅的。我觉得越重反而就越容易控制好方向！kachan以前打过，而我和川岛同学都是第一次，所
以一开始分数相差甚远。等到第二轮的时候，打得稍微好一点了，分数的差距也缩小了！虽然有点儿难，不过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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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感想

2015.08.27

昨天听心连心项目的朋友说网上已经有我们的回国研修视频了，我马上就登录到这里来看了视频，顺便也看了很多报告。”回国后的也写了很多日记哦”看到这么一条消息，就觉得
这下我也非写点什么不可了，于是决定写下这篇久违的日记。

转眼回国已经一个半月了。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和日本的朋友还有心连心的朋友一同度过的快乐时光。就像张同学所说，那种“现在我是来中国留学的，还要回日本”的心情变得相
当强烈。在送别会上老师们和同学们珍贵的赠言，我一直记得，相信某时、某地一定会再见。之前瞒着我的秘密视频，我也观赏了好几遍。在这里我想对留学期间遇到的老师、朋友
再次说声谢谢，我想把我感激的心情传达给你们。各位，等着我！

要说最近嘛，也没什么新鲜事，每天都埋头在TOEFL里，向着100什么的目标努力。日语能力测试N1级顺利合格（虽然分数勉勉强强 笑）。

不知道是该说变了，还是该说又回到当初了，觉得对现在的生活有点不适应。每天骑车上学的习惯变成了坐车来回，没有课外活动了运动量也变少了。以前去哪儿都想坐车的我，自
己都没想到自己会变成这样。去了日本，过了1年，果然很多都变了。

10期生也差不多到日本了吧。9期生的我们成功完成了留学生活，衷心祝愿10期生也能有个美好的留学生活。接下来的一年，要开心高兴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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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见

2016.01.13

好久不见了！今天收到了中心的报告书，真是一件极好的礼物！

一看到那报告书，就想起来发生过好多事情，又怀念又快乐呢。

进入高三开始，学习更加紧张了。不过因为跟朋友们一起所以倒没那么累。和日本的老师还有朋友、住宿家庭的联系也没断过。

最近参加了沈阳市外语演讲比赛，取得了第二名。第一名是李彩维同学（太强大了）。

真想老师们还有在日本以及在中国各地的朋友们啊！这最后的一年是为了前途的战斗，然后我们再在日本相见吧！

最后，虽然已经很迟了，祝各位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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