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篇日记～

2014.09.03

第一次写日记有点紧张。。>_<

九届生李文馨，大家，请多关照！

现在住在东京的「Orien」(青奥中心)。第一次住在日式房间很开心～大家都很亲切可爱、所以期待以后的每一天～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文馨的日记



蕨高文化节

2014.09.09

晚了，对不起。我是文馨～

星期日，去了文化节～

真的有女仆咖啡厅，很吃惊。男生前辈们女仆的身姿非常可爱，感动～//^V^//

见到了班里的大家，都是很亲切的人。与漫研的大家也见面了。让他们画了黑子。透明的瞳孔，特别漂亮～

对戏剧小组也很有兴趣,但文化节好像没有宣传。问了一下，那个戏剧小组只有一个前辈。。。了不起。今后请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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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记，嗯

2014.09.21

我决定以后每天写一点日记然后找到网时一起发上去了，这样就不用浪费上网时间打字了。天哪我怎么这么聪明呢。

好了那今天就多写点吧这几天的细碎的感想都写写，嗯。

 

9.18

到现在我也算上了一星期的学了，好吧里面还有2天半的球技大会和2个半天的KUSUNOKI日语课程。蕨高的确是个好学校，老师同学都很亲切可爱，走廊里放满了各大学情报和数
学问题集，需要可自取，相当方便，虽然我从来没看见过人停下来看= =

 

球技大会我是篮球，替补第二节出场，输了，嗯。我可能连球都没碰到过。姑娘们看我高让我盯对方2号（超高），但是盯是怎么个盯法完全不知道。。我面对她就看不到球，背对
她就看不到她啊没打过篮球怎么破。。

 

班里的姑娘们都很友好，去体育馆食堂都会有人问我知不知道在哪怎么走，然后等我。午休的时候也很开心的招呼我玩【人狼】（大概就是天黑请闭眼一样的游戏）（配乐气氛略阴
森，晚上想起来略害怕。不过人狼的设定本身就略吓人，白天看起来像人晚上就去杀人什么的。。而且还商量着杀谁。。。）

 

隔壁班有个德国交换生姑娘SVENJA，比我来的稍早一点点，星期四跟我一起去浦和的KUSUNOKI日语课（大概就是志愿者老师和外国同学一对一辅导，想学什么都可以问，比如准
备面试或者演讲，或者想过N1N2之类的，教我的大佐古老师很温柔，常给我带些点心什么的0v0）

 

实际上CULTURE SHOCK无处不在，比如我震惊于大部分男生女生体育课前直接在班里换衣服，而SVENJA震惊于他们班有的男生换衣服时会出去换而不是直接在班里换= =德国小
哥们貌似都是直接在教室换的；再比如HOST FAMILY的道子阿姨说因为粥没有味道，所以吃的时候要往里加酱油。。

 

部活现在已经大致决定是漫画研究部和演剧部了。漫研稍微热闹一些，去掉马上隐退的三年生前辈，还剩下十六七个人，现在要准备下次要出的隔月刊，主题是塔罗牌，怎么办我从
来没捣鼓过塔罗牌啊啊。。

演剧部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很厉害，加上我只有3个人。哦加上顾问老师就是4个人。另外两人都是二年生。比听说的多一个人真是太好了呢=v=不过9月的大会也会参加，部长自己写
的剧本，部长自己一个人演= =台本有6、7页，他一个人从少年到中年到老年，台本也没拿，连说带打带被打有声有色，这个真的很厉害，完全被演技压倒了。。基础练习就是发音
练习，对着墙A A A A A  或者A—————或者绕口令。。老师说12月的大会搞不好可以3个人一起演，我非常怀疑我日语都说不顺溜要怎么上台。。也许可以尝试路人A仆人B。
我会加油的。

 

9.19

数学暑假作业检测，我，48分。

谁说中国留学生数学好来着

 

对了昨天球技大会最后发综合班级排名奖的时候冠军班级负责演讲的三年生前辈告白了

“趁着这个机会，我想传达一下自己的心情。我喜欢你。如果可以，请回应我。”

但他没说对方名字。。这样谁会知道你说的是谁啊前辈！！！

所以没人理他

然后前辈走近自己的班级，向里面张望（大家都坐在体育馆地上）

然后什么都没发生，然后就校长讲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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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超在意那之后的故事的

 

哦今天世界史课上讲了春秋战国，最近一直在学中国史，有些史实学得比在中国都细，而且还要填地图诶，哪是黄河哪是渭水镐京在哪洛邑在哪战国七雄都在哪。。齐国比我想象的
小多了。。不过没事，咱小，但咱照样有钱=v= 老师还教了一首中国朝代歌，从殷到清，连南北朝都分别唱出来了，用的是红豆大红豆芋头的那个调，我试了一下用汉语貌似也能
唱。有兴趣的可以试试ovo

下面放词

殷周东周春秋战国秦前汉新后汉

魏蜀吴西晋东晋宋齐梁陈隋

五胡十六国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

隋唐五代十国北宋金南宋元明清~

 

9.20

刚跟爸妈打了电话，这边放着的单词录音就到了“思乡病”

 

昨天天气突然的就冷了，蚊子突然的就少了。我开始十分庆幸上次因为看不懂牌子所以忍住没买花露水。不过牙膏也快用完了又得买。。

上周看到剪一次头发要1900日元果断决定要留头发，但这两天想想头发长了用的洗发水也多啊，还要买头绳，貌似也很费钱。。怎么办我现在超后悔把发的那两瓶资生堂弄丢，中
间研修能再发两瓶么。。5折优惠卡也行。。



又是一周周记

2014.09.30

9.24

明天没有KUSUNOKI，所以又要早起上学。。不过明天有地理课~超期待~

 

刚才下了雨，好像还小小的地震了一下。天气凉了，秋天来了啊。基外的姑娘小伙们，你们好吗？你们那边也到秋天了么？对了运动会开了没有，我很好奇女子跳高今年的新姿势，
嗯。

 

今天和SVENJA去茶道部参观，本来以为都是安静的姑娘，结果大家比想象中的活泼多了，其中还有外语科的前辈，有学中文和德语的，都特热情地跟我们搭话。中文科前辈的“你
好”超级标准~

另外小点心很好吃给好评~茶没我想象的苦，不过真是绿啊。。还很浓，带沫。果然和中国不一样啊。进行仪式的前辈动作很优雅，而且我很崇拜她竟然能记住这么多步骤。。连走
路方法都要专门练习，怎么跪下也有讲究，不明觉厉啊。进行仪式前前辈好心提醒说，撑不住的话，不用硬是正座，可以撇开腿跪，但我和SVENJA都觉着正座会比较礼貌，所以就
一直正座着。结果就是结束时我已经感受不到自己的腿了OTZ。。小步云加油吧，等着你变成优雅贤淑的大姐姐。

 

9.25

今天漫研开三年生前辈隐退仪式，摆了一屋好吃的，然后我就不慎吃多了。。

进行了社长交接、回赠原稿和前辈们的感言。漫研成员整体略欢脱，前辈们也是，上去讲话也不忘幽一个默，虽然有的前辈从头到尾都在幽默就是了。。然后大家就笑，前辈也笑，
大部分前辈笑着笑着就哭出来了，哭着说两句又忍不住破涕为笑。都在感谢，感谢家一样的漫研，感谢前辈后辈，感谢人生。

 

9.29

抱歉隔了几天，不过既然是一起发上去的那也没差吧，嗯。（不要这么容易地自我原谅啊喂

这几天过的太嗨了，周五休业式（嗨在哪里），周六周天跟演剧部的两个前辈去了埼玉县南部高中演剧祭。

演剧祭感想是：你们水平怎么都那么高啊！！！你们为什么都有这么多部员啊！！你们为什么有那么多预算来买大道具啊！！（纯粹的嫉妒）

总共十出剧，十个学校。除了三个现成剧本改编，其他的应该都是自创。别的学校里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天最后的一场，剧名是【自業自得】。那个学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很强
的，比如只有一个部员（好吧，7月另一个前辈来之前我们部长也是这个情况）；比如顾问老师有两位，比部员还多；比如CAST表上除了那位自己演独角戏的小哥之外其他所有人名
字后面都写着’THANKS’’SPECIAL THANKS’（都是外援）；再比如说小哥自己在宣传页上写着“是独角戏，请大家用温暖的目光观赏”。。。小哥的剧完全走了搞笑路线，
讲的是一个在文化祭前，因为作业被好哥们改了名字而出手不慎打中老师于是被禁足在家的小哥在家无所事事胡思乱想的故事。其他的请自行想象，太搞笑了我难以描述。。

我们学校在第二天第二个出场，部长独角戏，前辈音响，照明是外援，我坐在音响控制旁边，什么都不用干还紧张得发抖，部长竟然能自己一个人对着那么大一个会场演35分钟。
我们大概是唯一一个没大道具的部，部长就靠换衣服和演技，一人演了“汪亮”的童年、中年和老年时期。。一个人跟人卖鸡蛋、吵架、被打倒地、被摁住、追着人说教。。天啊我
开始崇拜部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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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不是周记！

2014.10.05

今天一天都在下雨，刚才又有点下大的迹象。鹿儿岛的同志们你们还好吗，没事明天就轮到关东了！！学校让明天关注HOMEPAGE，搞不好就不用上学了>V<~

一整天都待在家里，下午稍微和HOSTfamily的妈妈和姐姐去了趟超市买了些菜。两个人都很温柔的啊=w=很开心

因为下下周考试所以接下来一周都没有部活。。我现在国语课还是一句也听不懂，只能把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原样抄下来，前途多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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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校

2014.10.07

今天第一次从东京往埼玉上学，差点迟到

实际上我一点都没有搞错路线或者迷路的！我只不过在进站口发现自己没有带钱包而已，更麻烦的是我的SUICA（类似IC卡)在钱包里。。

于是我又从车站百米冲刺到家，又狂奔回去，搭了一辆比原先晚10分钟的车

然后我一边在涉谷、赤羽车站飞奔，一边在心里吐槽东京人传说中的步速去哪了你们怎么都这么悠闲不怕上班迟到么。庆幸的是在赤羽有个上班族小哥看着也挺急，一溜小跑上了站
台，我一路顺着他开出的革命路线，总算是在8：05下了这边的车后奇迹般地穿过人墙人山人海到达另一个站台，飞上火车。于是快乐地避免了一场杯具，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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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果然还是周记

2014.10.11

非常抱歉，看来我的智商和耐力不足以每天拼出一篇来。。

实际上从上周开始体育课就开始为下个月的强步大会做准备，每节课连续跑40分钟。我上周因为旁听校内英语演讲比赛和KUSUNOKI日语讲座而错过了体育课，但是该来的还是要
来，于是本周三周四我就快乐地体验了人生究极的痛苦。

同学们，四十分钟啊，跑个八百像我这种体育渣渣也用不了4分半啊，四十分钟是要跑多少啊。周三我直接没跑下来，从25分钟左右开始断续地走一段跑一段。周四早晨开始腿就一
直酸（具体参照练了1节课立定跳的感受）在这种情况下我竟然跑满了40分钟没停诶！！我自己都想崇拜自己了！虽然名次跟第一天一样，还是倒数第三。。我跑了7圈，最快的姑
娘超了我5圈。。其余姑娘大部分都是超了我一圈的。我猛然明白为什么这里的姑娘们都那么瘦了。

于是周五早晨我就不仅上下楼梯打颤，坐不下去站不起来，连走平地都腿酸了。

不过老师说强步大会留学生是不参加，只当工作人员的。所以我有幸不用体验那14公里了=v=

另外下周是期中考试，我已经是完全放弃国语的状态了。古文是什么啊好吃么，百人一首里面能多加点辣椒油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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桨声灯影（大误）里的川越祭

2014.10.22

想当年徐志摩先生和俞平伯先生一起去了趟秦淮河，回来一人写了一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一时传为佳话。上周六（10.18）我也是愉悦地跟小王步云还有她的HOST MOTHER和
小伙伴STEPHEN逛了一圈川越祭。在此借此为题，随意写点感想，顺便召唤云酱也来一篇，我就圆满了，嗯

10.18

川越祭，看名字貌似散发出一种很厉害的气息，实际上也是很厉害的。花车、舞蹈、老街、人，一个都不少，而且到了晚上还点灯笼唷~

实际上这次去主要一路就是在吃。基本都是庆典必备经典食品：巧克力香蕉、烤乌贼、豆子、鲷鱼烧、苹果糖（云酱吃了两口就光荣地掉在了地上）、烤蟹腿、章鱼小丸子。尤其是
一个猜拳巧克力香蕉店的小哥炒鸡帅哦，猜拳也很厉害=v=

另外还到了川越的标志性建筑时之钟（对不起，随意一翻不要介意），对了还吃了紫薯冰激凌，实际上这一路我们就没停过嘴，一直在吃。。

花车游行用同学们的用语来说的话就是牙白，太牙白了。各种豪华啊有没有，21辆，每一个都不一样，最上面有大大的人偶，整体装饰得很华丽，上面有人吹笛子啊跳舞啊打鼓啊
什么的，下面是人在拉。。到了晚上上面还亮起灯笼来很有氛围~

10.19

和SVENIA去了浦和的公民馆参加文化祭。我们是外国人合唱（小さな世界＆上を向いて歩こう）的项目。此外还有FREE MARKET（FOR BOOKS)和超便宜的摊子。真超便宜的，
我拿100日元买到了一件很薄的小风衣诶。因为公民馆的老师都知道我们是来合唱的公民馆的学生，所以很多东西又给便宜了不少，有便宜的东西就直接送给我们了=v=风衣也是，
本来要200的，老师一看是我，就直接要了100.。结果就因为太便宜了所以买多了。。

10.21

今天现代文&汉文的卷子也发下来了，期中考试也算是成绩都出了。我也是各种拉低留学生平均智商。。你们数学是怎么考出的快满分，我就77啊。。

另外今天跟HOST FAMILY的姐姐学了简单的编制，连我这么手拙的人都能开窍姐姐真是太厉害了。。下一步的目标是在过年前打出条围巾来寄回去给表妹当生日礼物，嗯。加油！

李文馨的日记



哇塞我两周没写日记了

2014.11.03

10.25

今天是学校公开日，中学生和家长会来参观。明明是星期六却要去学校啊。。（倒）

上午有两个小时的毕业生讲演会。我就记得很困这一件事了，不过讲演的毕业生先生对中国的发展给予了很大肯定，还说同学们也要有紧张感啊。嘛，互相竞争着发展是最好了呢
（笑

10.26

和云酱去了上野公园。坐的山手线是东京站100周年纪念版，去的路上电车过了日暮里，一下就想到鲁迅先生了。现在当然是没有樱花的，红叶的季节也还没到。但是美丽的地方就
是美啊。

之后看见路标上‘池袋’的字样，两个人就决定一路走去池袋，结果走了好久感觉越走越荒凉，然后发现那个路标是给开车的看的池袋还远得很。。于是坐上公交去了池袋。不过最
后总算买到长袜子了我也是很满足了，嗯。

10.27

今天替休，去了学校组织的早稻田大学见学。去的是本校，各种厉害，不过我光荣地忘带手机了所以照片一张也没有（泣）

早上先是学校各学部的简单介绍，然后是模拟课堂。教育学部的教授，讲了关于职业选择的理论。做了测试之后发现我兴趣分化得厉害，RIASEC中I（研究型）和A（艺术型）都过
了90分，C（惯习型)直接就是个位数。。这也可以解释我为什么不喜欢抄写·反复练习系的作业么。。（不你只要是作业就不喜欢吧）然后对人志愿极低，原来我是对人类不感兴趣
的高冷型啊。。

中午吃的学校食堂，应该说不愧为早稻田连食堂都这么豪华。大隈咖喱十分的好吃啊，而且甜食极其的便宜我要了不少=v=

下午是校园参观，进了各学部的大楼参观（基本是一学部一楼的）还去了图书馆（藏书量恐怖）著名POWERPOINT（英语成绩UP!!）等地，最后进了平时进不去的（导游学姐语：
被选中的人才能进的）代表性建筑大隈讲堂的时钟楼和舞台后部。而且全程允许摄影（除图书馆），而且我没·带·手·机（；v ；）

10.29

演剧部圣诞节台本出来了！！！

大致故事是一只在黑心企业工作的驯鹿哥们受不了黑心老板（三田拓郎先生）的压榨逃出来碰上了三田的私生子BROWN（加拿大小学生），然后被感动决定好好工作，在圣诞夜提
前完成工作去给BROWN送礼物，结果碰上良心发现来给BROWN送礼物的三田社长，最后HAPPYENDING的故事。

总的来说就是各种欢乐的社长原创剧本=v=我演的应该是小学生BROWN君。。嗯。。加拿大小学生是什么感觉呢。。

10.31

万圣节，班里同学各种发糖啊~吃的一本满足~

回来从涉谷换乘时真是满站的牛鬼蛇神啊。。那僵尸疤，那血痕，那獠牙，那迷你裙。。（喂）

李文馨的日记



11月了呢

2014.11.03

11.1

模试，我也是不想再说什么了，说多都是泪。。我好像把智商落在中国忘带来了。。

11.2

跟云酱和云酱的HOSTFAMILY出去玩了~

上午先去摘了橘子，吃到饱之后又带回来了1大袋子=q=各种好吃啊

下午去钓鱼，到最后一共钓到了2条。。=v=钓鱼大叔们说其中有一条长得很像金鱼的炸了很好吃，不过那么小绝对咬一口就没了啊。。钓鱼用的赤虫都·是·活·的。。最后被放生到
河里了，祝它们幸福健康地度过余生。。

李文馨的日记



哦呀哦呀时间飞逝呀

2014.11.15

不知不觉又是两周，我都没什么时间意识了现在。。

11.7

终于到了强步大会的日子了。在彩湖公园环湖跑，男生四圈19.7KM女生三圈14.4KM，悲（yu)伤(yue)的留学生小李和SVENJA为她们不能参加此次大会而感到衷心的遗(xin)憾(wei)

于是她们就在起点（也是终点）的地方站了两个半小时，不停地加油。。但是加油挺开心的，半数的人会微笑点头/招手/致谢，剩下半数太累了没听见或者听见了也没力气反应或者
是男生不大好意思回话。当然也有可爱的同学发表一句“这路线死长啊”之类的感想。。我理解你哦TVT

男生有2小时50分钟，女生有2小时30分钟的时间限制。令人震惊的是全员都时间内通过了。老师说举办了五十多届还没有时间内跑不完的人呢（不含受伤的）。。肃然起敬啊

11.9

今天下午KUSUNOKI的HABATAKI会。学习者是要发表的。于是我就准备了家乡济南的介绍，做了PPT。结果发表之前发现我的电脑是苹果，连不上那个投影仪。。KUSUNOKI的
老师帮忙费了很大劲才挪到另一个电脑上，这才顺利发表了。貌似还算有趣，下面的大家也都对大济南很感兴趣，真是太好了TwT真要谢谢帮忙改稿和调整电脑的老师们0V0

11.11

今天在中国是光棍节，在日本是POCKY日呢~

一边是光棍，一边是现充啊真是个好日子wwww

11.14

今天是和川口北、所泽北的联合东大见学~

一大早我就差点迟到。。从地铁站出来，一路小跑到赤门的时候，其他人已经全到了。。

上午参观了发现了南鸟岛稀土元素资源的加藤教授的研究室，我相当中意研究室的小哥啊=v=透过显微镜观察到的矿石和稀土元素泥真的很美~我也是十分憧憬小哥描述的那种出海
捞泥巴路程遥远无所事事只好在豪华船舱里吃饭看漫画吃饭看漫画吃饭唱卡拉OK睡觉的美丽人生啊~~（喂）

中午吃东大食堂，名物赤门拉面，略辣，甜品吃了菠萝。就食堂设计来说我更喜欢早稻田那种敞亮的感觉，不过东大也不错。我又想念大隈咖喱了。。

下午是物理的特别讲义。第一个关于希格斯粒子，貌似就是前一阵（去年？）新闻上报的那个实验结果与爱因斯坦理论不符但最后发现是哪里出错的那个试验的相关研究。第二个是
初期宇宙理论，理论貌似是宇宙的“轮回转生”，相当有意思。大致是说在一个ゆらぎ的世界里，宇宙通过BIGBANG产生，与此同时产生了时间，此后宇宙一直在膨胀，其中有普
通物质和暗能量什么的。普通物质量是一定的，体积增大了密度就会减小；而暗能量则拥有负的压力，所以体积增大密度却不变。所以到最后普通物质密度越来越小最后变成零，空
间里充满了均一的暗能量，不再变化，此时时间依然存在但是没有意义。然后在某个时点这个宇宙又变回BIGBANG之前（大概）的状态。由于YURAGI的世界没有时间，所以多个
宇宙同时存在，而且各自适用的物理法则估计也不同。。可能是讲了这么个事吧

我也想过“宇宙存在之前有什么？”“宇宙边缘之外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如果是这个理论倒是很能说明呢。。不过这理论对不对，要怎么来证明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情况如何
=v=

之后跟东大的前辈们恳谈会，所泽北提问好活跃。。其中一个前辈是私立学校，讲了私立学校的学习奋斗程度。。强度简直跟中国高中生有一拼啊

李文馨的日记



面条

2014.12.13

上次挖空心思补了一小时的日记草稿也是由于我电脑渣的本质不见了。。。算了那种流水账发出去也是有损我文（wen）豪（mang）形象

不过里面用到的一句比喻个人觉得还是很恰当的，起码对我个人来说是这样的

日记就像面条，你越是不写，它就堆得越多，你就越是不想写。。。

好的为了防止无聊我决定放弃长期以来扒翻出手账来对着一天天的日程努力回想的老土方法，改成摩登的小标题分段法来刷时髦度了，嗯

然后我突然发现为了编这些个小标题我还是得扒翻手账。。

 

与同学们出门

上来就是这么现充的话题真是对不起啊。=v=

11月中旬漫画部进行了采购，之后和同年生的一个妹子一起在家庭餐厅吃了顿午饭。

对于对方来说可能没什么可是对我来说这可是珍贵的第一次和日本同学一起吃饭的经历啊啊啊啊多么令人感动啊啊啊~~~TAT（哦不算上演剧部的庆功芭菲的话这是第二次）

另外表示在这里第一次吃到了DORIA，之前只在游戏里见过DORIA，看着CG只是漠然地觉得这玩意大概和西红柿炒鸡蛋差不多吧，不过实际上一吃才知道这完全不一样嘛！！不过
DORIA意外地合我胃口=w=

 

采购的次日和另一个妹子去了秋叶原。

游戏中心啊周边店啊中古啊ANIMATE啊都去了一个遍。两个人都是精打细算的穷学生所以一路基本都是光看不买，边看还边流着口水的感觉。。妹子极喜爱银桑，纠结了一路之后
在回去的路上买了银桑的T恤。我最中意的则是SABER的防尘塞。。

另外妹子还给介绍了可以免费借COS服然后拍大头贴的地方，虽然COS服就是像围裙一样用绳系上而且只有正面的玩意。。不过两个人玩的还挺high的。另外崇拜一下日本的大头
贴机，这是要怎么拍才能把像我这样不可救药的脸修成那样的啊。。

嘛，大概就是如此。

 

云酱

一起去了驹场东大祭，然后吃顿食堂就出来；为了省钱直接走回涩谷（好吧就两站地）；第二天又愉悦地去爬了高尾山（哦我一定要说云酱家的鸡蛋三明治太好吃了谢谢款待）然后
隔了一周又快乐地在考试期间（好孩子不要学）去云酱学校拍照，之后周末去看了NARUTO THE LAST,1212去了浦和祭，进了鬼屋，之后远观了安倍桑，1214还要一起去体验进棺
材。。

云酱，你在我充实而愉快的留学生活中出镜率怎么这么高？

 

生日

生日真是个好东西

早上在家吃了鲷鱼烧，我极喜爱的披萨馅

学校同学本来都不知道我生日的，扫除的时候，C酱走过来问：“今天是文酱的生日来着吧？”然后在扫除的大家都惊呆了说是吗，然后一起拍手说恭喜恭喜，放学的时候在鞋柜附
近碰见几个同班男生，平时从没说过话，却很开心的跟我说恭喜。其中一小哥还是前一天的生日，我也对他说了恭喜，就是没好意思说我实际不是比他小一天，是比他大一岁。。

回了家收到了寄宿家庭妈妈的礼物，还有一封祝贺信。吃完饭后妈妈又出去专门买了特大号的KURE—PU，内含奶油啊Custard啊各种水果啊豆沙啊什么的。外边很冷寄宿家庭妈妈
鼻头都冻红了。。

之后查查QQ发现FRANK发来的视频，全班同学拍的，祝李文馨生日快乐，短短的，但是很温暖（我就装没听见那第一句啊）另外还收到了宿舍墙上的蚊子照大合集、还有从宿舍厕
所用借的手机发来的祝福等等

李文馨的日记



本来妈妈也想给寄东西来的，但是由于语言问题地址填错了所以根本没寄到。。。算了有心意就很开心了//^U^//

LINE上的3班同学们也都发过祝福来，好多都认真地用翻译软件译成了中文，虽然不大通顺，但意思是大致明白的：生日快乐，一起创造美好的回忆吧

到了周末，国内的同志们从宿舍回了家，于是又有了像小鸟同学一样扣察扣察写了两句话发过来的人。。好吧虽然小鸟生日时我也就送了合计不足5元的小布狗一样的生物。。。

周六搬家后，在新家下午吃的第一顿就是祝贺生日的小蛋糕

哎呀我怎么这么幸福呢

在这里对所有发来祝福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不行这一个月的工程量太大臣妾做不到，我还是分几次发吧。。

这次就先这样，嗯。

好的，那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不你写的够长了）让我们下·期·再·会~bling~（眨眼（你够了



嗯，这已经是半月刊了

2015.01.03

同学们好！！

新年快乐！！

。。

。。。。

。。。。。。

拖太久不写了不知从何说起

我还是先倒序写吧，之前的。。。等我有心情就补，嗯（远目）

1.3

今天和寄宿家庭去新年参拜了

去的是大宫的冰川神社，之前也听说过是地区相当有名的神社。虽然今天已经3号了而且我们去的还比较早（参道两边的屋台大多还没准备好）但人也是不少。听说这家上次来的时
候人多到堵在参道上动不了，这次倒是毫不费劲地进了神社

据寄宿家庭爸爸称，神社貌似是整修过了。我虽然也来过一次但那是在晚上，从参道一路走过去到神社门口就折回去了（关门了）所以不清楚，就只记得那天晚上旁边的体育场有比
赛，是大宫主场对哪哪哪，大宫是橙色的，日本球迷很狂热，这些而已（至于发现浦和REZZU才是真厉害那还是后话）

不对跑题了大宫神社还是相当不错的巫女姐姐们也都很温柔，顺便说一下帅气的李桑也是在新年第一签就抽到了【平】呢哦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泣）

摊开来说大致是：

疾病：难好

竞争胜负：难

失物：难找

待人：难来

生意买卖：难

学业：要努力

财运：难

。。

。。。。。

你真的不是凶吗。。。

参拜回来正好继续看箱根EKIDEN（大概就是大学生的马拉松接力，20校，第一天从东京到箱根，第二天原路折返，单程一百多公里，分五区，也就是平均一个人20多公里，其间上
山下坡，出城进村（大误）10个人跑下来最后算总成绩，前十的学校自动获得明年参赛权，其余还要和其他学校另外选拔）感动的不行。

这才是青春啊同学们！！！这才是热血啊！！大半的选手跑完自己那一区把绶带交出去就那么倒了啊！就那么拼命啊！第一天驹泽大5区的选手在还有1公里多的地方就想倒，就这
样死撑着爬坡跑了1000多米啊，最后拐个弯看到终点之后想摔了好几次都用手撑着地起来了啊！第二天前后距离拉长之后开始有了时间制限（同一中继点第一名的学校之后20分钟
内传不到的学校直接同时起跑不等上一棒，上一棒之后跑来的时间在最后加上）就更残酷，有个学校的9区选手（共十区）在制限的10秒前拐弯看到中继点，然而已经赶不上了，就
那么拼命地跑，然后眼睁睁的看着发令枪响，最后一棒和其他学校一起跑出去。他就那么跑到中继点，实际也只比发枪晚10秒钟而已，但是下一棒已经出发了。跑了1个多小时，到
了中继点，都已经看到下一棒了，但最后手里的带子还在手里，从第一棒传到自己，却到不了最后一个人的手里了（虽然最后一个人手里还有另一条）那种心情可想而知，小哥到了
地方之后被人披上毯子，一路往前倒着一样地走着，摄像头跟着他，听得见的只有号泣。

同学们这才是青春啊！！多么热血啊啊啊啊！！！燃哭了有没有！！学生时代来这么一次（好吧他们可能是4次），不论成与败，笑与泪，不都是很好的吗？（好吧我本人是光看就
够了参加还是婉拒吧（也没人请你））强烈要求教育部元旦搞个类似的大赛！！（哦但是中国好像也有马拉松大赛，但是挂上学校名就是不一样啊就是热血）嗯但是路线不好找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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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周期半个月

2015.01.17

目前的日记周期：写日记——写完发表——了结心头一件大事——愉悦地玩耍一星期——觉得是不是该再写一篇了——但果然还是懒得——纠结两三天——忘了——又过了三四
天——突然看见桌上电脑想起来还有这么一回事——没办法那就写两句吧——一写起来没完——写完发表——我果然是个有责任心使命感肩头挑起两座山的祖国好儿女啊哦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

1.17

跟寄宿家庭妹妹一起去捏了粘土

马卡龙的。。纸立？（日文PAPER STAND【不这也不是日文】中文名不详非常抱歉）和马卡龙钥匙扣

比想象中简单，但是由于我技能值过低速度极其缓慢。。好不容易扣查出一个来的时候妹妹已经极娴熟地捯饬出来了俩。。小姑娘手很巧的，又会做饭，又会手工。。。这望尘莫及
的女子力（泣）

另外现在在试图做中间研修要做的土豆沙拉。我也是蛮拼的了，嗯。

 

对了我是不是说过要走高大上小清新的小标题路线来着

 

新台本

春季大会的新台本草稿已出，跪拜部长，文豪啊

剧名LIVE YOUR LIFE 内容请自行脑补

顺便说一下我这次的角色是34岁工薪族无兴趣爱好入社12年职务是普通职员

嗯，这算大叔角色吗。。。略微妙

 

 

浅草

浅草真是个好地方

人形烧和仙贝给好评

扇子和服包裹布什么的看着就眼馋

走之前得带点特产回去呢，包裹布感觉不错

但是伞也挺好的呢

 

 

开学

对了忘说了因为台风原因提前一天开学

于是1.7开了学，扫除，作业考试

说真的没有卫生部和校医老师查卫生扫除简直就是放羊

嘛羊年嘛

李文馨的日记





第二次的日语日记，请多关照请求死—做

2015.02.05

大家晚上好 是小文！！

得到用日语投稿试试的建议，就尝试一下！语法、词语错误一定有很多、不要介意〜

 

其实、今天是非常难忘的一天、只能用日语说、所以无论如何要写一下日记。

 

今天回家的路上、一直下着雨、撑着伞在走

人行道对面一个老爷爷撑着伞拿着篮子走过来

擦肩而过时、从篮子里

传来”喵”

的猫叫声、接着、老爷爷也

“喵”

的回复了一声

猫咪又

喵~的

叫了一声

 

老爷爷很和蔼的问了句

“是喵吗?”

 

 

好

好可爱~~~~~~~~~~~~~~~~~~~~~~~~~~~~！！！！！！

老爷爷和小猫眯、太可爱了~~~~~~~~~~~~~~~~~~！！！！！！

天使啊~~~~~~~~~~~~！！！！！

啊~~~~~~~~~~~~好治愈~~~~~~~~~~~~~~~~~！！！！

 

就是这样、无聊的话题、但个人以为非常满意。谢谢大家读到这里！

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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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我又来了

2015.02.23

每次看到心连心网站上自己的照片都会有一种“诶实际上我也没胖多少嘛”的错觉

但仔细看一下，如果说当时的我是大饼脸的话，现在我恐怕已经是葫芦形脸了（哇噻虽然知道这是事实但真正打成字写出来还真是蛮伤心的耶）...

 

礼品券

上上周去参加了户田市的一个小型的演讲比赛，加上我一共7个参赛者，里面有六个中国人，剩下一个是跟我一起去的SVENJA。。。但是比赛条件相当不错，中午还给发免费便当
（嘛虽然发便当这词有点微妙），相当豪华。同志们都笑说就是为了这顿免费午饭才来参赛的呢。好久没见过这么多中国人了（不中间研修还没过几天呢）大家聊得特别开心，一下
混熟到可以开玩笑的地步了。

我得了个敢斗奖（第二），奖品是7000商品券。没获奖的人也有3000的参加奖，总的来说皆大欢喜，嗯。

实际上商品券是极好的一个玩意。虽然不兑现不找零，但它的好处就是那种买东西时不花钱白拿的幸福感，真的，不是一般的幸福（真颜）

虽然如果能选我还是想选现金（喂）

另外跟云酱一起去的SAITAMA CITY MARTHON志愿者活动也拿到了1000的礼品券，大会组织方也真是体贴，嗯。虽然不给发便当。

 

志愿者

前天和昨天和云酱去了SAITAMA CITY MARTHON

具体的参见云酱日记，嗯（喂）

但是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进SAITAMA SUPER ARENA。怎么说呢，不愧为东京奥林匹克预定会场之一啊，里面相当大。最后引导选手去贵重物保管所的时候被问了好几次路，但我
也是第一次来啊不认路的啊同志们TOT。。最后是云酱把导览图取来这才算是能给人家指路了。。志愿者的大家都很亲切，第一天跟我同组的老爷子说话像我们化学老师。。另一个
老爷子第一天跟我们一起当志愿者，第二天作为选手去跑3KM，当天早晨还专门来我们帐篷打了个招呼才去。老爷子也是很精神啊，精神是好事，嗯。

另外今天白天格外的暖和啊，简直就是春天来了啊。好吧虽然到傍晚又下起雨来降温了。

李文馨的日记



OLA!!

2015.03.08

茶会

今天和寄宿家庭的大家一起去了北浦和的茶会，现在刚刚回来BLING~

主题是「桃の節句」（哇噻输入法默认里居然有），所以小点心也是桃子形状的，极甜，但极对我胃口，嗯。

本来妈妈计划着要大家穿和服去的，连足袋和木屐都挑好了。结果，今天早上，下·雨·了！！

然后就没穿成BLING

这略遗憾

但是茶会本身也挺有意思的

我因为不是茶道部，也没大去过茶会（也就学校里茶道部一次，KUSUNOKI一次？），所以礼仪什么的也不大懂，于是就贯彻了寄宿家庭妈妈的伟大方针——看之前的人的做法然
后照样学！！！（ドヤ）

然后，我，马上，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右边的人的动作什么的虽然记不大住但好歹还能装一装样子，可是，

 

 

我听不见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学不出来啊啊啊啊啊啊！！！！！！（泣（这完全是你自己的问题吧

 

嘛无论如何最后好歹混过去了也无所谓啦哦呵呵呵（喂

另外茶会的主方的奶奶听说我是中国的留学生还很愉悦地介绍了很多关于茶道和中国的关系啊什么的然后说所以我们要友好共处呢哦呵呵我也挺开心的，嗯。

另外回家路上看见了个刀削面馆，之前只在西川口见过一家，现在居然能在家附近见到我也是内心极为感动。刀削面人间美味啊。虽然我在国内也不常吃，嗯。

 

OLA

最近在研究要不要去看蜡笔小新和哆啦A梦的剧场版

小新的貌似很好看的样子，虽然是下个月才上线

主要是我挺喜欢YUZU的，这次电影的主题曲也是他们唱的，【OLA!!】

宣传片里放出来真挺好听，另外那动画小人也挺逗的

去看么，有点纠结

唔

 

江之电

镰仓是个好地方

江之电是罗曼

说来我也是断断续续的玩了4，5年的NEOROMANCE了，来到关东半年居然没去过镰仓·横滨朝圣

这真是何等堕落

李文馨的日记



不行，春天怎么说也要去一趟

啊这么说来秩父也还没去

说来川越还想再去一趟

日光。。。有点远

哇哦这个春天预定有点满哦

看起来好充实哦

虽然所有计划之前，还有个学年终考试呢哦（笑

 

笑（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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