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写日记

2014.09.03

今天很开心．(刚才的日记丢了。由于我的原因、、、so sad！)

到现在为止吃的饭都好好吃·

今天的去崎玉县进修，崎玉县很漂亮的感觉，马上要在崎玉生活，很期待

大家，今后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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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2014.09.04

最近的晚饭全部是自助餐，很高兴 昨天，从担当老师那儿听说，我去崎玉县那天是学校的文化节，要和寄宿家庭一起去看，高兴。 现在材料越来越多，必须好好整理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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崎玉，开始

2014.09.06

今天与心连心的大家分开，很难过，今后留学生活真的开始了。 Home stay的爸爸吗先生已经接受了五十多人的中国人。20年来一直作为志愿者接受留学生，真地很吃惊。 今天是
学校的文化节，想去看,但还是有很多事，只看了结束式。 班里只有女孩子，大家都很精神，今天没有好好说话的时间，很遗憾。能和大家交朋友就好了，带着能交朋友的期待，努
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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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

2014.09.08

今天的上午，一个人也不在家，只有我。因此，利用这个机会，把家周围，bus站到电车站的线路，自己走了一遍。家周围很复杂的感觉，迷了30分钟，最后找到了家。 并且，空
暇的时间，把房间也打扫了。 昨天，与妈妈一起买了学校用的鞋，很高兴，并且，昨天晚饭前，爸爸弹了piano，好棒!!! 象musician一样的感觉，据说从小学就开始练习，好厉害
明天去学校，现在就开始心里七上八下的，并且，当天好象没有课，是文化节的打扫卫生。 最后，希望明天从家到学校努力不迷路！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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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开始

2014.09.09

今天第一天上课，交了朋友乐！一起回家了！大家真的好和善，我有疑问时，大家都很详细地向我解释说明。 学校最近有文化节啦，体育节什么的,不过，我还什么都不知道，还有
一点是语言不通，还有一点是我最近才来，但活动已经准备了很多了。很遗憾，大家对体育节的结成式和文化节的结束式什么的，虽然真的很高兴，可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今天虽然有遗憾,不过，很成功。 并且，打算与另一名的学校的中国人的学生，周末去东京。笑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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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很happy

2014.09.14

今天与李文馨一起去了崎玉县的大宫。大概是离开中国以后，最快乐的一天。笑的太多，肚子都痛了，真把现在的烦恼都甩掉了，pressure也减轻了。 去学校三天，体验了各种各
样的事，与同学的关系虽然还不能和与中国的一样，我还是想和大家成为朋友，神呀，请帮助我。这一周，我做错了电车去到别的地方时，巴士坐过站走着回家时，一个人买学校用
的东西时，一点不懂法语啦国语课时，在体育课上下雨也得跑完2.4公里时，即使听不明白也要对对方微笑时，学校迟到一个小时时，现在回头想想，即使难过也不是完全不好的回
忆。 并且，现在更加能和日本的同学轻松地交流，以平和的心情度过每天，日本的电车啦巴士啦也习惯了用法。在日本，很想念中国的朋友，也想父母，重要的是不要忘记现在的
生活继续努力。中国的大家今后还会在一起，现在想交更多的日本朋友，参加日本的兴趣小组，通过日本的考试，笑着努力。 感到为难时，想念大家时，一定会和大家说的，请别
担心！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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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YO 真好！

2014.09.15

昨天，与妈妈和斯蒂芬(一样的homestay留学生)一起去了TOKYO。 东京，旅行和进修的时候已经很了解了,但还是有些吃惊。 去了东京都政府、アメ横、上野恩赐公园和秋叶原。
东京都政府，45层，能看到东京的全景。45层卖的纪念品真的很可爱。但价格太高，没买，很遗憾。然后把关于东京旅行，买东西的中文guide，全部带回去了，笑，以后想和朋友
一个一个地方去！ あめ横，食物很多，人很多，比rushhour电车站都拥挤。也有中国人的店，服务员说着中文，里面的客人也说着中文。很亲切的中国的感觉。但是，另一个店的
服务员外国人(不知道哪个国家)真的很可怕，用不进不行的声音对人叫喊着，我赶快走开了。 妈妈在中国店买了小笼包，带着我们去了附近的上野恩赐公园。没有时间，不能好好地
观赏,但真的是很漂亮的公园！公园很大，两侧有高高的樱木，里面有动物园，美术馆，动物园里还有熊猫！妈妈说春天时，这里的樱花很漂亮。那时，大家带着食物，在樱木优先
地坐着，度过一天！ 秋叶原也与预想不同，虽然卖家电，但是特别时尚的地方。假日时，车进不去，车道也有很多人。看到了可爱的coser 也想去一次东京的迪斯尼！想一起去的人
一定告诉我￣ 带我来东京的Homestay妈妈，谢谢！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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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

2014.09.21

又一周结束了，新的一周也会马上结束，但是，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每天都是新的体验。 上星期，终于体育节结束了，结果非常好。我们的粉色军团是第一哦(942分)第二
是801，以绝对分差获得了冠军！ 老实说，这个体育节，我参加的项目很少。只参加了舞蹈等全体人员参加的部分(其他的部分，在我来以前已经决定好了),但是，比赛的时候，还是
很强烈地被感动到，最后的接力，一个军团35人，花很长的时间全力赛跑，最后跑的人团长，团长在终点突破时，我的眼泪也马上涌出来了。觉的进入粉色军团真好。 并且，最近
吃得太多，加上体育节得关系，越发想运动￣ 这个周末，去了浦和，发现很好的图书馆，还买了秋天穿的暖和衣服，很充实哦。(妈妈好象要给我作裙子，好期待哦)． 最近崎玉的
早晚温差很大，我最近还老出鼻血，大家无论如何要当心天气的变化。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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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

2014.09.29

最近去了很多地方体验了很多东西。去了Stephan的学校的文化节，很我想像的文化节完全不一样，还是要自己亲身体验才会知道实情啊!!!。生活很充实，现在也已经从今天去哪
儿?去看什么？的心情转换为要多学习的心情。部学习就会觉的空虚啊。既然来了日本就要多体验各种事，同时也要多学习日本的知识。对完全不明白的国语、从零开始的法语、看
起来很简单的数学、好多片假名的世界史，都要分出时间来好好学习。在日本的一年时间不能像来旅游，现在适应了日本的生活，要开始对自己想做的事情、想学习的事情开始立计
划，一步步开始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歩雲的日记



10.1

2014.10.01

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啊（虽然没有假期）…… 今天意外地什么事也没有，早早地就回来了，所以就打算写篇日记（用中文写的太不好意思了） 最近。考试临近，突然发现班级同
学们都很努力啊，一不小心问了几个同学昨天晚上几点睡的啊，结果答案没有11点以前的，竟然还有1点的（那都不是昨天了…），大家都是在准备考试的内容，复习预习什么的，
惊呆了。我问她们那白天困不困啊，她们说困啊，但还能坚持的程度。想来，我要是一天只睡不到六个小时，白天该站不稳了吧（虽然现在睡得也不多）。大家白天看来确实很疲惫
的样子，原来是晚上学习学的啊。突然很敬佩日本的学生，中国的孩子要是没有作业，一般人都不会自主学的，日本的大家竟然学到那么晚，可能已经习惯了吧。但这也点燃了我学
习的热情啊。 还有就是，发现了个好地方………其实就是家便利店。但是离家很近，还可以自习呀。饿了还可以直接买点儿吃的吃。以后打算常去。 感觉最近埼玉县气温上升了，是
我感觉错乱了吗，但是前一阵确实很冷阿，最近好多了。听说中国的大家最近冻坏了，一下降了10多度，大家还好吗…… 今天还有就是我们班也换座了！也是抽签，比较幸运啊，自
觉周围同学不错啊，期待下个月的生活……^_^

王歩雲的日记



10.9

2014.10.09

现在每天都过得好开。毕竟是期中考试一周前了。最近很困。所以经常想早点睡觉白天就会很精神.......但是没办法啊。 写什么呢....... 现在，班上同学都在跳舞，是Michael Jackson
的舞!年级有舞蹈比赛。现在开始第19届体育节也有舞蹈。好喜欢!日日本也有跳高和长跑啊，都喜欢。笑 还有，妈妈给我做了裙子!^_^^_^^_^现在写日记的时候也穿着呢。 有一
天，做巴士回家时，看到一个奇怪的人。穿着很破的衣服，唱着很老的歌，对着乘客大声叫嚷。真的好可怕。别人都在看手机什么的尽量不去看那个人。但是我没有智能机就一直听
他讲话。是日语，虽然不能完全听懂，但，听了之后觉得很悲伤，那个人没有家，一直坐着巴士或电车，也不知道自己去哪儿，还说自己是队社会没有价值的人，说这些的时候感觉
像个正常人在开玩笑似的说自己的悲惨生活和队社会的不满。这件事在下了车以后也会想起来，不是因为可怕而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感觉。如果那个人不是穿的很破，而是在正式的
场合将这些话，或许有人愿意真人听吧。 对了，现在小李同学在东京寄宿，崎玉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好寂寞啊，笑。加油哦，小李小王同学。 然后，下个月崎玉有中文比赛！我的
班上也有两个人参加!好高兴。以学习中文维机会多了解中国吧。 现在的世界史正在讲中国的部分。老师问同学，听到中国首先是什么印象？有两个人说是王同学。让我压力倍增
啊。笑。但是，这也是留学的目的之一吧。通过我了解真实的中国！ 今天的日记有点无章无序的，想到什么写什么，对不起。(O_O)哇哦～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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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

2014.10.17

决定用中文写… 期中考试终于完了…… 要问我考得好不好，我只能说这次考试收获经验大于得到成绩…（太委婉了…） 但其实确实是这样，通过这次考试我更清楚了应该学什么考试
会怎么考。 日本的生物和国语和世界史，一句话，就是背，不能说这么考试考察的比较片面，因为它确实直观地看出来你有没有认真学。 所以说，与其说因为这些都是日语所以比
较难学，不如说一开始就没有用到像日本同学那么长的时间去学习这些科目。 考试题量挺大的还，很多科的时间都比较紧张，但总体来说挺轻松的，因为一天只考两科！下午还不
上学… 目前比较期待考试成绩(☆_☆) 最近突然觉得上下学异常happy，虽然时间长了点儿，可是习惯了之后这都不是事儿… 主要是在从和光市车站走到学校的路程当中时不时看到
同学，就一起走，可以说说话，比较开心，溜达溜达也比较惬意… 还有就是我最近在持续买水果…感谢心连心给的零用钱…今天买了柚子吃，stefen也吃了，目测他一定不认识这是
什么水果，stefen是奥地利人，在住家吃水果的或者吃菜的时候，很多食物他都没有见过，尤其是吃鱼的时候表情很搞笑…真是苦了他了…住在这个常吃鱼的国家…^_^ 最近心情大
好，是因为这快到冬天了却像初春般的天气吗？…要是能存点儿给心情郁闷的时候就好了… 对了，我的学校从今年开始有马拉松，男女都是10公里，我真的是中奖了，虽然是二月份
才跑，但是现在不锻炼锻炼到时候可真是……… 其实要是通过马拉松能让我瘦个几斤，我还是很愿意的！ 还有就是，昨天晚上，报了埼玉市的马拉松……志愿者！虽然这也是2月份
的事情（难道马拉松的季节是二月份？），比较期待啊。一直打算报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志愿者来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报名开始……^_^呵呵 明天有川越市的庙会，和住家一起
去，高兴，据说川越跟京都一样的(^o^)/估计人山人海。 忘记说了，前些日子看了花火大会！我觉得要美哭了…唯一遗憾的像素太低…请以后一起去日本上大学的朋友一定一起去！
最近看第九期心连心大家的群，觉得大家有的已经开始思乡了（身为一个早就思乡，现在已经快适应了…），也有人遇到不高兴的事，能在群里大家聊一聊，真心感觉不错。就像陈
桑说的那样，现在最能给我每天动力的不是国内的大家，而是心连心的大家…（多感人啊！），大家都在努力适应生活。我也一定加油。 以上 此篇日记，就像乱炖一样，也可以与
周记媲美了…读完真是辛苦大家了。(＾ｰ^)ノ

王歩雲的日记



10.7（2）

2014.10.17

今天一不小心写了两篇日记，主要原因是刚得到消息，家里的stefan下个月要换寄宿家庭了。 It's so sad！！so sad！！从某种角度来说，我觉得我挺幸运的，家里还有一个留学
生，虽然stefan不太会说日语，但却可以给人幽默的感觉，真心挺有意思的，而且是那种很有礼貌心地善良的感觉。多亏了这位，我没来几天就适应了住家^_^just want to thank
you！ 我也应该积极面对以后生活，遇到了stefan，我才对奥地利的文化和人有了一些印象（以前一点儿不知道啊，连维也纳是奥地利首都都不知道），还看见了stefan 的朋友，
一位会说4种语言的极其开朗的意大利人。欧洲的国家很多，文化相近而不同，住家常年接受各国留学生，我相信以后我还可以遇到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定是很高兴的事！ 也
希望stefan能马上适应新的住家，日语也能会说的越来越多，best wishes to you！因为同去当2月份的马拉松的志愿者，所以期待再见吧！

王歩雲的日记



10.19

2014.10.19

今天与爸爸一起乘自行车去了彩湖。天气非常好，天空很蓝云也很少。 湖的这边是崎玉县，那边是东京，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东京的skytree和新宿！ 湖周围是公园，车进不去。
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地方！ 景色漂亮是一方面，更重要地是大家都在那里进行体育活动。 棒球，垒球，高尔夫球，足球，网球，windsurfing，自行车，跑步等.......有各种各样运动的
地方，也有很多运动机器，有一种不在雪上，但像在滑雪的体育，有趣。 今天那里也举行了运动会^_^ 日本还是非常喜欢运动的国家，中国也有这么好的体育公园就好了。 比起景
色，做体育活动的人更是公园的景色^_^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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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声灯影…川越祭

2014.10.22

收到呼唤，特来写日记一篇。以便传为佳话… 川越祭，大体情况小李桑已经介绍过了，我就不多说（走马观花的我，没记住啥…除了吃的） 在逛川越祭的时候，看见了同班同学，
惊。世界真小.笑。 还有就是拉花车的人的鞋很特殊啊，像是袜子一般，但还有鞋底的那种日式传统袜子… 期中考试成绩已下，除了国语差点儿个位数比较惊人外，别的都是预料之
中。果然班级里有学霸…下个礼拜有全国模考，虽然不知道我参不参加，但还是很期待。刚写日记的时候打了好几个喷嚏，果然现在很冷啊。 最近感觉有些时间紧张，总觉得想做的
事没时间，得调整调整才行。但时间紧对我说不定有促进作用，加油吧。

王歩雲的日记



11.8

2014.11.08

今天有个泰国人来我家做一日寄宿，名字叫arina。这一天很快乐。一起去了崎玉的新中心，像上海一样的地方，非常喜欢。也吃了寿司，一人吃了7盘左右…arina和想地完全不同。
身高特别高，175左右。日语和英语都说地不是很好,但很快乐地说了很多。她在泰国时是漫画家！自己的漫画在泰国出版了！facebook有 5000人以上的粉丝！我有种见了名人的心
情，很高兴。现在，arina在崎玉大学一年留学，住在学校的宿舍。离我特别近。今后，上学时在lawson自学时，还能遇见。get(^_^)到现在只有二个月,但见到了奥地利的斯蒂芬，
意大利的马可，泰国的arina，视野开阔了很多。对各国的印象也多少有了一些，可能有些片面，但感到了各种各样的共通点和不同点，真地很好。在横田家做家庭寄宿真是～幸
运！以日本为契机^_^今后能与全世界的人不断地交流。————————————————————————今晚，与家人一起看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大会，印象最深的，是
中国选手闫涵和日本选手羽生在练习中碰撞了，二人都跌倒了怎么也站不起来的样子。滑冰是速度很快的运动，羽生在滑冰场流了血、阎涵状态也不好，弃权了一次。那么突然，
drenched我很吃惊。但是，二人最后都完成了比赛！很难受很痛跳跃常常失败,但倾注了感情的表演，也很令人感动。今后是这二人的粉丝了！——————————————呵
呵，明天必须学习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歩雲的日记



11.16

2014.11.16

大家，晚上好。好久没有日记，对不起。不是每天没有新的体验，而其实是在自由自在地生活着。QQ(Line似的东西)上看到大家多姿多彩的生活，大家也变化很大的感觉。体育部
的同学都瘦了长了肌肉了吧，我也由于每天上学增加了运动量，变健康了的同时，吃得过多胖了。现在的生活与中国最大的差异就是自由，得到了不是做坏事的机会，而是做自己一
直想做的事的机会。但是，这个对自制力降低的我来说是个挑战。到现在四分之一结束了。太快了！今后还有马拉松啦，大学的文化节，登山，草莓采摘，期末考试，中间进修，迪
斯尼，日语免费班，班级舞蹈发布会，新年后首次参拜……等等，let me die in the happy and busy life.(让我这个健康的小胖子在这忙碌而快乐的生活中死去吧…)马上中间进修
了，大家都努力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歩雲的日记



11.29

2014.11.29

已经两个多月了，马上三个月就要结束了。意外非常快的感觉。今天，打预防针回家时，发现家附近的店变了。对家附近的景色多少有些印象吧。最近，每天顺利地往返于学校，马
上期末考试就要来了。这次更新了自己所有科目的目标点，妈妈说如果达到了目标，给我买ice cake(￣∨￣)。天气不断变冷，但和天气没有精神可不行。还有，觉得自己的日元这
三个月进步了，但还是不够好。嗯，还有时间。大家怎么样，马上不觉得就要中间进修了？大概大家都变了很多认不出来了吧。(*_*)(·ω·no)哈哈哈￣大家加油。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歩雲的日记



12.9

2014.12.09

最近是期末考试。寄宿家的妈妈经常在我学习的时候给我端来暖暖的饮料，谢谢！然后，今天期末考试的一半成绩出来了、前次模拟考试的成绩也出来了。全班都觉的简单的保险、
社会信息等、对我来说很难。那么和善有趣的保健和社情的老师、真对不起。m(_ _)m但是 国语还不错!比前10天有了很大进步！47分、高兴!数学满分(英语比上次分数底)(*_*)。模
拟考试的结果、分数都比想像的低、但名次还算高。国语英语数学、年级第3^o^。学科名次都在全年级4名以内(国语是倒数的(ｰ ｰ;))。好了、明天也又成绩出来、反正期末考试已经
结束了!厚厚厚~~~时间快的令人恐怖、已经马上是2015年了。羊年啊羊!最近买了贺年卡、印有可爱的羊图案的、不知道写什么、但很期待。还有、最近妈妈给我买的小手工很有
趣、现在在做雪人。女子力UP!12月26开始意大利的Maruko在我家homestay12天。太好了，期待。最近的日语检定考试大家都加油了吧、辛苦了！现在开始大家快快乐乐地准备
迎接元旦吧☆*:.｡. o(≧▽≦)o .｡.:*☆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歩雲的日记



12.11

2014.12.11

今天在学校表演了舞蹈。八班取得学年第一！高兴！非常喜欢同学们!!（＊＾o＾＊）八班，真的很厉害，能分到八班真的好好！(⌒〓⌒)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歩雲的日记



12.16

2014.12.16

好久不见，晚上好、（＾＿＾）☆最近有什么事情吗?有很多啊、都不记得了。简单说说？可能是和大家的关系更好了，很高兴，不是别人向我打招呼，而是我更喜欢班上的同学和
俱乐部同学和前辈了。(有点难懂^ - ^)。。。。。。。今天雨很大☔ 、袜子都湿了。现在不想从被窝里出来的感觉，但是雨天反而心情很好，今天茶道部的点茶考试，顺利通过了
(是因为前辈很和善)非常大的进步，前辈跟我说了错了地方、很感动，真的。以后也要加油参加俱乐部活动！最近真的很想去看圣诞彩灯，也想去迪斯尼，也想看电影，谁和我一起
去吧(￣O￣;)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歩雲的日记



12.16

2014.12.16

隔了好久，晚上好，(^_^)最近是什么有？满满地有的出，已经不记。那么，如果简单地说？是不是大概楼梯大家和关系在变好，高兴，这被别人很好地声音吗踢ta，想办法到同学
啦吗俱乐部活动的大家啦吗先辈更喜欢自己的了。(稍微不是不易懂吗^-^)。。。。。。。今天雨特别下了??，袜子也沾湿，现在在有着，也不想从被褥中出的强的心情，雨的日反
过来心情特别好，今天茶道小组点茶的方式的搞试验，与努力想合格的(另外先辈因为和善)，大进步,不过，从先辈试验间不同的地方一句话得到，感动的真的。今后俱乐部活动努
力！想去也看最近真的灯饰啦吗想去看，daysLand啦吗想去，电影，谁一起行这样yo(￣O￣;)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歩雲的日记



12.16

2014.12.16

隔了好久，晚上好，(^_^)最近是什么有？满满地有的出，已经不记。那么，如果简单地说？是不是大概楼梯大家和关系在变好，高兴，这被别人很好地声音吗踢ta，想办法到同学
啦吗俱乐部活动的大家啦吗先辈更喜欢自己的了。(稍微不是不易懂吗^-^)。。。。。。。今天雨特别下了??，袜子也沾湿，现在在有着，也不想从被褥中出的强的心情，雨的日反
过来心情特别好，今天茶道小组点茶的方式的搞试验，与努力想合格的(另外先辈因为和善)，大进步,不过，从先辈试验间不同的地方一句话得到，感动的真的。今后俱乐部活动努
力！想去也看最近真的灯饰啦吗想去看，daysLand啦吗想去，电影，谁一起行这样yo(￣O￣;)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歩雲的日记



12.22

2014.12.22

今天本学期的结束。鼓掌。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歩雲的日记



12.23

2014.12.24

大家，还好吗('·_、‘)上次的日记只有一行在Web上。再写一次。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现在只写想起的。 最近从寄宿妈妈那里拿到了毛线，现在妈妈在教我用毛线编围巾。最开始
常搞错,但现在渐渐编快了。来日本之后女子力一直在提高的感觉。上次买了几张贺年片，最近在写。很好的体验，中国没有新年卡什么的。已经寒假了，时间过得太快了。问有什
么计划吗。还没有。但想充实地度过。学校最后一天，从一个朋友那儿得到了电话号码，什么时候一起去看电影。还没决定,但太高兴了，真的。不是一个班级,但常去食堂，一起吃
饭。有这样的朋友真是超幸运〓(@⌒—⌒@)。其实最近和班级座位附近的同学关系也很好(觉得座位近真是交朋友的好机会)。家到学校相当远,但离家很近有一个一起部活的同学，
开始真是无法相信。去学校时常能看见〓('o`;(最近总是很犹豫要不要搭话)。并且，最近想和7班的通过英语水平考试一级的同学学习，努力学习英语(同时，我现在一个学习日语的
重要方法其实是看电视机，有字幕就更好了)。 马上就26日了，一个意大利的孩子要来住一周，有些期待。 呵呵，其实现在在浦和的图书馆，在用无线LAN写日记。^o^ 大家，圣
诞快乐，happy new year。 对了，今天是天皇的生日。天皇，生日快乐，谢谢。〓(@⌒—⌒@)no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歩雲的日记



12.1

2015.01.01

呵呵~新年快乐！明年也一起努力吧！2014与很多本不认识的人成为朋友真的太好了。今天是2015年一月1日，早上与妈妈和马可一起早起去看日出，天空有点阴太阳一直不出来,
不过，光渐渐放出光芒初次体验到人生中的朝阳太棒了。今天去了枥木县的爸爸和妈妈的老家。非常开心，爷爷奶奶家很大，像别墅那样。最钦佩了的是日本的老人是很幽默的人，
退职后的生活主要从事自己的爱好，非常敬佩这样珍视自己生活的人。爸爸的母亲是学校的校长，她告诉我时间过的很快一定要珍惜时间，和绝对不能浪费钱，今后一定会记住谢
谢，妈妈的父母亲也很厉害，家的工艺品居然是奶奶的作品，很意外！特可爱！爷爷的爱好，是墙上挂的雕刻，爷爷奶奶还学习乐器、围棋学了几十年、和爷爷下过一次围棋一次，
惨败,不过很开心。亲戚家的哥哥们也都是好榜样，有研究流行性感冒、有在自卫队努力工作的，(都是很有趣的哥哥，大概幽默是家里的遗传吧)。今天被问了好多次将来想干什么从
事什么职业,不过，自己还不太清楚，马可已经明确要成为日语或意大利语的老师，并为此努力着，我觉得不清楚也没关系，现在对感兴趣的东西都多多体验也很重要、不给自己的
可能性加以限制也很重要。呵呵~ヾ(＠⌒ー⌒＠)ノ、，现在讲一下2015年的愿望，想成为能充满自信发言的人，要珍惜关照自己的人们和朋友，要成为整洁、帅的人，回国之前每
天要过的充实，并且，想瘦身(^◇^)。看我的日记的大家，今年谢谢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歩雲的日记



1.13

2015.01.13

很久没写日记不好意思。想写写自己的日常生活。持久跑大会就要到了，最近体育课就像是马拉松练习。2.5公里已经很累的我，10公里会怎么样，难以想象。上课能更明白些了，
总算有点日语进步的感觉了。第三学期开始了，想以新的心情面对，最近从家很早出门，到学校很早。在学校也没什么大事,但想努力一点儿。马上中间进修了，在期待着与诸位再
见中准备行李。大家精神抖擞地相见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歩雲的日记



1.16

2015.01.16

又结束了一周.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歩雲的日记



1·17

2015.01.17

今天星期六。昨天写了日记,但又只剩下最开始的一句了真是打击。但是昨天的没日记保存，就这样吧。今天睡了很多，昨天因为跑了所以有些累了吧，但有些睡多了所以感冒了。
但是意外地没有肌肉痛。今天觉得房间很脏所以稍微打扫了一下。进修的行李也就要好了。双休日的预定是百人一首，努力。今天妈妈去献血，吃惊地是妈妈已经献血208次了，太
厉害了，为了别人的健康，在自己还健康的时候做什么不也很好吗？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歩雲的日记



2015.1.30

2015.01.30

时间过得真快，又一周结束了。今后要在日记的标题上写上年号…为了几年过去后，别人看时能清楚地知道……真心地。。。首先关于中间进修的事、、、最初和大家见面时，觉得
大家稍微有些变化有些担心，然后渐渐习惯了。三十一个人，大家的留学生活不同，大家也没有公开各自的情况，我也不太了解大家的心情,但与朋友谈了后知道了很多。其实在酒
店时大家的夜生活不已经很充实了吗？我睡得很晚，早上起来很难受，但真的很快乐。与朋友聊天了，集体讨论了，最初气氛有些消极，觉得有些同学的生活可能有些辛苦，被房东
误解了，交朋友时的困难了，学校生活了，觉得大家都考虑了很多。我也是常常想很多的类型，所以与大家很有共鸣，但轻松的态度很重要，能来日本就很快乐，还有老师的个人面
谈，下半年大家都要加油，我觉得日本人很厉害的地方是与亲近的人也能保持距离，一定的距离感可以不妨碍对方个性的东西和介入自我选择，更能长期地与对方度过愉快的时光。
中国的人际关系好象多少有些攻击性，一般认为是朋友的话，就率直地说个人的意见，对对方的事随意地评论，无意识地交往等等，这样对自己和对方都没有负担，虽然有时有多管
闲事的感觉,但也有对方是为我我考虑呦的感觉—，所以好友的距离也很近。所以最初，在日本因为很小的地方被赞扬和对方太有礼貌时，反过来感到距离感。现在回顾一下，本来
可以不用那么在意的。在这里与日本的大家一起生活过一段的我已经明白了，最初的几个月对大家表示感谢。嘿，大概国际交流的目的就是国籍不同的人们在一起感受不同的文化的
同时也了解一样的简单的人性，大家都是想交朋友，成长，一天幸福地度过…不是吗？。。。。。最后，与大家分别的晚上很难过,但第二天去学校，想到我崎玉也有朋友，心情又变
好了。(其实我，有些不好意思。没太接触过辽宁省以外的人们.这次也有了南方的朋友很高兴！)。 最初时，想写十分左右的日记，现在花费了一小时。 玉同学，一周最少报告一次
做了什么呦！土特产给朋友了〓(;∨;no)模试的三科目考试结束了(￣∨￣)英语考试资料发下来了。跑五公里时间两次提高了(已经是极限了)。学校到车站15分能走到了！今天百人一
首和歌被选中了!!!☆*:．。. o（>○<）○o ．。.:*☆ 下周也有很多事。法语期末，数学期末，持久跑大会，英语二小时考试选部活新部长，、、、、和国真是努力学习的学校呀。大
家加油(累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歩雲的日记



2.6

2015.02.06

今天是持久跑大会，在彩湖进行的9.6公里。昨天一天大雪，想今天可能会路滑但是天气特别好，万里晴空。很意外并不紧张，享受，快乐。以前也一直憧憬日本高中的马拉松,不
过，自己跑还是觉得可怕。但是，现在心情舒畅，觉得是一个宝贵的经历。彩湖以前也去过，那时非常佩服道路上跑步的人，今天自己也加入了(^-^)。还有，今天看到了二年生的
留学生的先辈，听说了回国日、在回国前与大家一起跑非常好，我也加油。女子是480名左右，我是第126名，不知道时间,不过，大概53分左右。不是骄傲,不过，我真的觉得跑完
十公里马拉松的自己非常棒，很有成就感。也非常感谢今天的老师们！谢谢你们一直支援我！(^-^)。彩湖真的像它的名字一样棒*･゜ﾟ･*:.｡..｡.:*･'(*ﾟ▽ﾟ*)'･*:.｡. .｡.:*･゜ﾟ･*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歩雲的日记



2.15

2015.02.15

昨天是情人节。但是因为是双休日，所以星期五送了巧克力。我花了大概一天做的甜饼干还算能吃，这样就行了。这也多亏了寄宿妈妈的帮助，谢谢！我是女子班级，大家都很厉
害，班主任老师也买了大量的草莓饼干。我也大概拿到了三四十个，都吃了的话，就坏了。有些遗憾的是，茶道小组的一个朋友说想吃王同学的甜饼干,但当天没遇见没能送给他。
昨天，一个叫jeje的泰国女孩子住了一宿。非常快乐，一直在就好了，早上能一起去学校。jeje已经去了七家左右的寄宿家庭了，早上从横浜坐特快上学很辛苦。但是是很乐观的好
孩子。 最近，有些无法消失的可疑的肌肉痛，快些消失！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歩雲的日记



2.22

2015.02.22

某日早上，班主任老师说，王同学午休时请去学年老师那里。最初被这样说时，一直想是什么事，考虑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其实，马上要成为二年生时，我最初在中国时对学校说
想去理科的普通科，学校记住了。我很久以前就有一年在外语的精神准备，给了我去普通科去的机会，反而犹豫了。最后还是决定普通科。这样，我到现在构筑的人际关系就全部没
有了，去完全不了解我的班级很可怕。但是，有机会，想把握住。虽然不知道结果。 昨天和今天和李同学做了崎玉市市民马拉松比赛的志愿者。昨天一天，今天上午，很冷,但知道
了各种各样职员之外不了解的东西。也看了马拉松的开头很高兴，一万以上的人参加了，很厉害。 妈妈今天也发现了新的志愿者工程，在八日，去了，期待。 上星期，顺利结束了
篮球投篮测试，英语个人发表，美术期末提交，中文聚会，社会信息发表、、、谢谢。 下周有期末考试，努力。现在可能有些学习不足。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歩雲的日记



2015.3.3

2015.03.03

说了要给日记标题加上年号,但一直忘记，终于想起来了。啊，还有四个月结束，现在想象一下，想回去,但不想分别。马上要调换班级了，能遇见怎样的人呢。现在班级的同学，有
的成为了朋友，有的还没太说过话。但能遇见他们真好，班主任老师也一直很喜欢，感谢￣。昨天，去了迪斯尼，比想得玩得多，从儿时一直憧憬的迪斯尼(`∨'ψ)。回来时，正好有
电车，很幸运，再迟些的话，下一班电车令人吃惊地是零点之后。回去时，妈妈好像在等我，明天工作，我深夜返回时有人等我真是很感谢T^T。下面是考试的事，考试一般，换句
话说，顺利结束了。不能说拼命努力了,但这个学期的成绩可以这样结束了。结果大概要等入学考试休息后，模试的结果也出来，期待(T_T)。之前，和妈妈去了图书馆。借了三本
书，对消磨入学考试休息的时间很有用，对读书不足的我来说也很有效果。星期六，和妈妈种了香菇，大约三年后能采摘,那时正是我再去日本的时候，那时，想去拜访品尝。
^o^。知道自己现在的年龄是思想混乱期,但为了要不留遗憾地度过最后的四个月努力，以年轻人的心态多做事情。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歩雲的日记



2015.3.9

2015.03.09

星期日，和妈妈一起去参加残疾人志愿者活动。 小型的运动会那样、游戏为主。我从前开始憧憬游戏，第一次玩，开始比残疾人分数都低，游戏速度都很快，最初一直在拿不到，
但是和其他的职员练习，最后熟练了、但是投不直。残疾人也有身体残疾和智障什么的，这些人虽然可怜,不过，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觉得残疾人可怜的的话，不如是像普通
人一样地尊重他们。虽然是志愿者活动、但是自己也很享受。 对了，期末考试回来了几科，擅长的科目还不错,不过，国语很惨，27分、、m(_ _)m，世界史自我满足，虽然不到平
均,不过，是幸福的60分。星期二还有考试结果出来、模试的结果,不过，不要介意，不要介意。 现在，在写日记，其实在电车中，今天与Kana一起去浅草，几乎快迟到了,不过，很
期待(((o(*ﾟ▽ﾟ*)o)))、紧张感出来。下周，泰国的jeje要来，以后一直会很热闹吗～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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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20

2015.03.20

今天是部活的最后一天。为了庆祝球技大会足球冠军，班主任老师弹了吉他唱了歌。听了老师的歌声，到八班后的每天也浮现在了眼前。 第一天，和摄影记者还有妈妈一起到四楼
进入班级的瞬间，班级的孩子们骚动了。按照老师的指示，每个人进行了自我介绍。那时，老实说，超害怕，没记住一个人的名字。然后，每天，最开始是座位近的孩子和我搭话，
到现在与大家一起度过了六个月。其中，与大家一起努力达成什么目标时，偶然孤零零一个人时，老师问我很多事时，和大家聊天时，那时的心情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现在，班级
结束了，谢谢大家的关照，真的谢谢。能遇到大家真好。大家都很有个性，每个人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自己偶尔害羞，没很好地表达自己，也有没太说话的孩子，非常懊悔,但再
没有机会了。但是，看着大家也感到自己更像自己了，因此很感谢，八班的大家都非常好，今后也继续快乐下去吧，我到普通科也继续努力。也谢谢善良的老师。(有比谢谢能更能
传达心情的词就好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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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29

2015.03.29

大家好，好久不见。现在正是春假中。 很享受英语露营。刚刚感到适应了英语又回到日语的感觉。在东京湾与妈妈和jeje、小李一起植树，只种了一点很遗憾，但不仅仅是植树，还
对填海造地了解了很多、也听了歌、跳了舞很高兴。春假的化学课外活动也进行了，老师感觉很不错，隔了七个月的化学，像樱花一样地开放。对了，1日，去上野公园观赏樱花，
很享受。现在在考虑，最后的三四个月做什么样的兴趣爱好。有很多感兴趣的东西,不过，不可能全部一起做，能坚持下去的爱好最好。感觉春假很短，今后也会是这样的感觉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歩雲的日记



2015.4.4

2015.04.04

春假马上就要结束了。 最近，由于jiejie的影响，我也想做一下影集了。数了一下，轻轻松松就超过了一百张，竟多达两百张了。不太拍照的我，竟然有这么多的照片！可能是因为
我不仅仅想把自己的照片放进影集，偶然碰到感觉不错拍的照片，想留在记忆中的景色，物件，还有表达不同时期心情的照片，我都想放进影集的缘故吧。虽然做起来很难，还有可
能会破产，但是因为想把这一年的留学生活永远留在我的记忆当中，所以即使拍得不好也比没有强。我会加油的！ 今天听了学校吹奏乐团的定期演奏。只有我一个人拍了很多的照
片，真是有点不好意思。一般的演奏，POP的演奏，演唱，还有很难的舞蹈动作，大家都做得非常好。很久之前我看过千叶县某个知名的吹奏乐团演奏的录像带，看到自己的学校也
能做到这么棒，和国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最后三天，一天忙社团，剩下的两天我必须努力做课题。ヽ(´o｀；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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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4.30

2015.04.29

今天去了羊山赏芝樱，逛神社。神奇的是刚下电车正站在原地犹豫怎么走的时候，突然发现前面的人背影看上去觉得很熟悉，一看果然是小李！在这么远的地方居然能偶遇小李，超
级开心。 嗯，下面是正文。最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既有平静与也有挑战。体检结束了，现在正在做体能测试，被坐高的数值和一千米的时间打击到了。之后还要跑几次呀，好像
怎么也有四五次的样子。不过等完了之后我要打网球。反正就是提高体能中。然后，书法课要开始篆刻，还给我们发了自己的石头，觉得好有意思，我会好好珍惜的。对了，茶道部
也来了新成员！16个人！男生也有两个人啦！真好，虽然挺想前辈的，不过今后自己作为前辈更要加油。最近比较担心的是家庭科的发表。又要用日语，自己又不知道怎么想的选
了教育基本法，又不能直接读稿子，又是刚开始，太紧张啦…这么说，马上就是五月了，明年第10期生的选拔什么的差不多要开始了吧，为后辈们都能合格祈祷。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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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30

2015.05.30

各位，好久不见啦。期中考试结束了yo*·°°·*:．。..。.:*·'(*°〓°*)'·*:．。. .。.:*·°°·*好开心，而且现代日语的考试过了平均线耶---期待下周的郊游。去镰仓和江之岛。 时间过得好快
啊，前辈们也毕业了，我很快也要回中国了。也终于到了要寄行李的时候了。来日本后，觉得自己的社交圈大了一倍，可是一期一会，觉得很留恋，能有更多交流的机会就好了，也
想带日本的朋友去自己的学校。 最近，真的是到了夏天，每天都是高温!!地震也很多，我的情绪也很高涨—怎么说呢，环境身体一致性？自己创造的新词……(^◇^)顺便说一句，明
天去看电影！好开心啊———————如此说来，可爱的后辈们现在正在面试吧——加油啊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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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6.7

2015.06.07

哇哇哇哇……！今天是中国高考的日子哟！祝愿都取得好成绩。今天和寄宿家庭一起去吃了自助烤肉。这是我最近几个月的梦想呢，好好吃，减肥还是从明天再开始吧。因为是骑车
去的，骑了一个多小时，不过因为离湖边很近，所以心情大好～。现在是上半身沉重，下半身轻松呢。下个星期还要跑一公里，还有发表，课外活动也要进新的棚子了，哇噢～好恐
怖，我要加油。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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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

2015.06.21

上个星期，班里来了一位美国人。大家都挺想和他说话的，可结果基本都和我差不多，除了“早上好”之外就说不出什么了，感觉什么都还没说就结束对话了。我刚来的时候，大家
是不是对我也有这种感觉呢，果然自己不主动开口是不行的。不过，这一个星期挺开心的，美国人的笑容真棒呐。ーーー最近一直在打网球！因为体育课有实习生来了，长跑也暂停
了。不过下个星期开始，实习生走了之后，2班痛苦的长跑又要继续啦，不~是~吧~，已经三个星期没跑过了。ーーーー期中考试考完了，分数也相当不错，不过现在已经到了距离
期末考试只有两个星期的时期了。考试范围非常格外广呀，现在大脑已经转不动了。ーーー大家都还好吗？^_^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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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

2015.06.29

现在马上就是期末考试啦！不要介意…… 剩下最后的20天左右了呢。然后就是第十期生的开始了呢。 正因为是最后了，所以又要做回国的准备，在学校又要发言什么的，很多很
多，根本闲不下来。不过，再怎么说10个月都这么过来了，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Jeje上个星期回去了。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自己对自己马上也要回去了还不是很有实感。 今天
的日记好像没什么内容呢。那就和大家说说最近班上的生日礼物吧。六月里，包括我在内班上有五六个人过生日，我从朋友、寄宿家庭的爸爸妈妈那儿都收到了礼物，谢谢你们。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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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しぶりの日記だ

2016.09.15

ワワワワワアあ~日記を書くのは一年ぶりだ!

日記を書いてなかったのはIDを忘れたから。。。

言うのは恥ずかしい本当にごめんなさい

今日突然IDのカードを見つけて書こうと決めた。

十期生と十一期生の日記を見たら,いろんな思い出が頭の中で蘇る。整理しずに書く。二年前のこの時期ね,周りの何もかも斬新なことで色々ワクワクしてました。同時に,ずーと
張り切ってました。

ちょうどその時私のホームシックが強かったので,心理的複雑な感じだった。やっぱり周りに一秒でも早く溶け混もうとしたら,強がったりして理想にいかなかったら挫折してし
まうことってあるよね。あと考えたら,時間をかければ,何もなれていくのさ,周りの人達もやさしいから,心配しなくていいじゃないか

新環境に慣れるまでの過程は人それぞれだと思う,全く困難に会わなくてすむ人も当然いると思うが,困難にあっても直接にむきあえばいいんだ,何より楽しい時間を送るのは重要
だからな。一年って終わったら短く感じるものさ~

十一期生の日記を読んで皆元気よく頑張っているね,素敵ですわ~

今,私はもうすぐ日本に受験をしにいく,懐かしい日本に帰るのはめっちゃ期待(ホームシックまた発症するかもね),皆が順調に過ごすように~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王歩雲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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