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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26

今天是第一次些日记！留学已经度过一半,不过,一直没写真的对不起。今天是中间进修结束后的第一次课。以后半年，继续努力吧！中间进修的事现在正在写,不过,发表吗…还不知道
￣以后大概每天会写日记,不过,不知道是否发表。今天,早上去学校,与朋友谈关于中间进修的事,是好的开始￣和朋友笑着寒暄,大家也表示关心,很高兴！因为下雨,体育课在在体育馆跑
步,俱乐部活动的训练也没有。第一次觉得下雨很不错~放学后与栗山同学一起去书店,看了漫画。栗山同学不是同班的的孩子,不过,是最好的朋友。但是,因为班级的关系,有点麻烦。
不过总之是快乐的一天！明天也继续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婧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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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27

今天最快乐的事从今天开始可以在二年级的巴士时间乘坐巴士了！日本的上和下关系严格,譬如一年二年三年级的巴士的时间完全不同，一年生的巴士如果没有了,一年纪同学只能走
路。去学校的途中,聊了点心。发现把自己的烦恼讲给大家,和大家一起讨论也是不错的会话！今天的盒饭是面包￣非常好吃！但是！水壶倒了…mao和Sae买了纸巾给我,厕所的纸巾
也用了…最感动的事大家都帮我,平时不太说话的山本君一起也打扫了。下午的课特别困,不过,忍着好好停课了啊~放学问后,接受前次休息时的考试，结束了快乐辛苦的一天！现在，
在电车车站写这个日记,特别冷！明天也继续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婧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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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28

今天很冷，下了雪￣昨天,拿到学校关于禁止使用电话的通知之后,今天一天在学校没使用手机。然后,现在十点左右,在暖暖的被窝里写了日记。但是,大家在学校也和平常一样用着电
话…今天体育课大概是马拉松比赛前最后的练习了…马拉松比赛有点儿紧张吧—第一次跑那么长的距离。真的能按时结束吗—没有自信…—嗯，觉得参加就是一个好的开始！之前由
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休息了,有点儿不明白现在的课了￣还没做的作业有很多。从现在开始好好努力与学习—还有一个月左右就是三学期的期末考试了￣放学后与栗山老师一起去了书
店…发现了一家好的书店和可爱的店！特高兴!!今天的事大概就是这个了…中间进修后自己好好地反省了,精神恢复了。现在要努力做各种各样的事了！基金的老师们，其他的三十个
朋友,谢谢大家教了我很多！大家也请努力！再见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婧的日记



昨天今天明天，过去现在未来

2015.01.28

今天是离开大阪的第三天，平时应该说今天是星期三或者今天是一月二十八号，但是我想用这种说法来表示这次大阪中间进修对我的重大意义。之前因为各种原因一直都没有上心连
心的网页，现在想想也挺可惜的，所以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以后每天都会有一篇日语投稿的日记，有时可能还会有学校有趣的活动或者一些我觉得好玩的日本小知识的介绍。现在
就这么说真担心自己能不能做得到呢。。呵呵，算是给自己的一份作业吧。关于大阪进修的文章还在写，短短的五天真的是几句话无法描述的。短短的五天我觉得是半年以来过的最
开心的，也做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前半年，说实话有种浪费了半年的感觉，每天浑浑噩噩，不想上学，不想见到同学，不想。。来日本时的新鲜感和最初的目标早已模糊不清，每
天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或许那个时候真有那么一瞬间在想如果我没来日本，如果我和大家一样升上高一，如果。。不过现实没有那
么多如果，现实是现实的，它让你在笑的时候感受到嘴角上扬的弧度，它让你在哭的时候感受到泪滴滑落的苦涩。不过我很庆幸，庆幸现实并没有残酷地对待我，在中间进修以后，
我再次发现了我能参加心连心，能来日本是有多么的幸运。现在我还在兵库县立宝塚高等学校，还在一年级一班，还是那个叫李婧的中国留学生。但是我换了一种目光，换了一种心
情，换了一种想法。现在，我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我只想把剩下的在日本的每一天过的充实快乐。未来，梦想，这些词太遥远了，而留学生活真的就只剩下五个月了，我不知道我
和班上的同学的关系是否已经能称做朋友，我不知道我走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感到不舍，我不知道十年二十年以后大家还会不会记得曾经高一的时候班上有个叫李婧的留学生。是的，
从前的我太纠结这些事情了。但是现在，我只想单纯地过好每一天，在每一次和同学聊天前想好自己要说的话，礼貌地对待所有人，努力做好自己能够努力的事。。或许明天早上班
上的同学经过我的座位旁时会主动向我打招呼，或许明天课间我会和大家聊的很开心，或许明天的便当会有满满的我喜欢吃的东西，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能做的就
是反省过去的昨天，过好现在的今天，然后怀着遇见惊喜的可能期待明天。晚安，祝大家做个好梦，梦里是明天开心的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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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真的太倒霉了！因为明天可能雨,马拉松比赛延期~今天的体育课跑了五圈！马拉松比赛是下周星期二，下周星期一的体育课大概又跑五圈,不过…星期四有第7节课，福山老师和
二年生一起宣布的，特别好,不过,其实学生自己不想学习,和老师和怎么说都无用wa—今天隔了很久去羽毛球部。前段时间有各种各样事,休息了1周左右。今天就有很清楚的不会的感
觉的…今后要努力练习！4月有新生~现在在车站写这个日记~好冷!!那，今天的日记就到这里，再见~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婧的日记



1.29-2.4 周记

2015.02.05

说好了每天更新日记，但是事实证明我还是做不到啊～29号到现在都没更新日记真是对不起！这篇日记就大概说说这七天我做了什么。28号我干了两件很女汉子的事！第一件是中
午吃便当的时候，山中的运动服上发现了一只虫虫，所有女生都抱着自己的便当盒跳开了，只有我淡定的放下筷子揪起运动服到窗口把虫子抖掉，再淡定的还给中山。这一女汉子的
举动引来了妹子们刮目相看的目光！另一件事有点丢脸…我在准备去茶道部的时候经过办公室旁边的楼梯，先是拖鞋滑了一下，一个不稳摔了下去，刚爬起来又因为单肩背着书包重
心不稳又重重地摔了下去…旁边的妹子都被我吓傻了，直问没事吧，要不要去医务室？我爬起来拍拍屁股笑笑说没事我们走吧。当时旁边的妹子确实被我吓得不轻。穿着裙子以那个
姿势摔下去自己想想也是醉了，因为摔了跤膝盖到现在还青紫青紫的…2930号应该就是平常的上课，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已经记不清了～不过原定于30号的马拉松大会由于下雨
延期到了2月2号。31号周六，羽毛球部活和西高的比赛了！由于当天搭档没来，我和多民组合。感觉那天自己表现的还不错，参加了四场赢了三场输了一场。不过比起部活的其他
同学自己完全还是个新手，在比分相近的关键赛点的时候紧张的手心出汗！还是要多练习啊！1号部活请了假，在家睡了一天…2号平常的上课了，那天最开心的事应该是做体育课马
拉松大会的赛前准备而没有跑圈！3号没有任何异常情况，马拉松大会如期举行，具体内容我准备专门写一篇日记。今天因为马拉松大会吹了五个多小时的冷风有点感冒头疼在家睡
了一天。从日记变成周记有很多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我偷懒了！由于这些都是回忆，具体也记地不是很清楚了。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几天过的非常女汉子！做了很多女汉子的事！
明天开始还会继续写日记！晚安～

李婧的日记



ひさしぶり(3.2)

2015.03.02

おひさしぶり！やっぱり毎日日記を書くなんてこと、婧婧にはぜったいムリ！！！今まで行方不明になっていた理由は——私の『藍』ちゃんがみつからない！ので書き込みがで
きなかったの。おとといの引越しの時、やっと“ガラクタの山”のなかからカワイソウなこのコがでてきた。 ２月はすごく充実していたけど疲れたよ。初めてバレンタインっ
てやったよ。生まれながらの女子力で超プレミアムなチョコクッキーをつくって、これでカワイコちゃんたちをたくさん釣った。詳しいことは別の機会に…２月は中国の春節で
もある。でも “残酷”な 心連心の先生方は（殴られないかナ…）わざわざメールと月刊通信で、春節はお休みじゃありません、特別待遇はありませんからねって念を押してき
た。そりゃあ、理性では理解できるけど、感情的にはうけとめきれない（でもこのことに関しては、今後多少の融通を利かせられないかなっても思うよ）これについての議論も
また改めて…2月最終週は1年生の最後の大きなテスト、三学期の期末試験だった。初めて十何年もの学習習慣に反し，家に帰ったらすぐ３，４時間睡眠を取って、それから起き
て夜中の２，３時ぐらいまで勉強をしてから就寝、というのをやった。 3月１日、“また”引越し。3月2日の今日からテスト返却スタート。3月4日、日本はお別れと新しい出
会いのシーズン。そして一番忙しい時でもある。3月の一番の目標は部活をがんばること。高校一年生の有終の美を飾るんだ。4月からは新学期のスタート。新入生も入ってく
る。初めて先輩になるってっちょとワクワクもするけれど、それよりも後輩たちの良いお手本となって、先輩としての責任を果たしていくには、どうしたらいいのかなって思い
の方が大きいかな。 とにかく、３月、がんばるぞ！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婧的日记



好久不？(3.2)

2015.03.02

好久不？！果然？天写日？靶子情况??真正的是做不到？!!!前一？孩子失踪的原因是??我找不到我靶子小？结束！根本登不上面。?于在前天搬家的？季节在"??堆"村落找到结束可
怜的小？。 二月??地很充？,只有是也很连累。第一次？结束情人？,靠到达天生的女子力做结束超棒的巧克力曲子奇特,靠到达巧克力曲子奇特泡到了好多漂亮妹妹孩子。?个情况？
外再？…二月？也是中国的春天？,只有是心？心的老年人？"残忍"（会不会被打…）地特地？结束短信和每月定期举行？告提醒大家春？不能放假,不能有任几特殊待遇,思？上面可
以理解只有是情感上不能接受(那(样)？以皇后在？个??上面可以？正当的？容一点)？个情况也？外再？…二月的最皇后一周是第一学年的最皇后一次大考虑??第三学期期末考虑。第
一次？覆结束十几年的学???,一回家倒？睡上面三四个小？如此皇后起床??到？三分(件)再睡？。 我"又"搬家结束,三月妾也就是今天三月一号？始？成？。三月四月是日本辞旧迎新
靶子？季节,也是最忙的？季节。三月最重要的情况??是努力？好俱乐部活动,?第一学年一个??靶子？尾。四月？新靶子学期？始,?有新生,第一次正当处？靶子心情有点小激？只有是
更多靶子是如何做好一个榜？和如何担起处？靶子？职(任)务。 ?之,三月,加油！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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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靶子是如何做好一个榜？和如何担起处？靶子？职(任)务。 ?之,三月,加油！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婧的日记



好久不？(3.2)

2015.03.02

好久不？！果然？天写日？靶子情况??真正的是做不到？!!!前一？孩子失踪的原因是??我找不到我靶子小？结束！根本登不上面。?于在前天搬家的？季节在"??堆"村落找到结束可
怜的小？。 二月??地很充？,只有是也很连累。第一次？结束情人？,靠到达天生的女子力做结束超棒的巧克力曲子奇特,靠到达巧克力曲子奇特泡到了好多漂亮妹妹孩子。?个情况？
外再？…二月？也是中国的春天？,只有是心？心的老年人？"残忍"（会不会被打…）地特地？结束短信和每月定期举行？告提醒大家春？不能放假,不能有任几特殊待遇,思？上面可
以理解只有是情感上不能接受(那(样)？以皇后在？个??上面可以？正当的？容一点)？个情况也？外再？…二月的最皇后一周是第一学年的最皇后一次大考虑??第三学期期末考虑。第
一次？覆结束十几年的学???,一回家倒？睡上面三四个小？如此皇后起床??到？三分(件)再睡？。 我"又"搬家结束,三月妾也就是今天三月一号？始？成？。三月四月是日本辞旧迎新
靶子？季节,也是最忙的？季节。三月最重要的情况??是努力？好俱乐部活动,?第一学年一个??靶子？尾。四月？新靶子学期？始,?有新生,第一次正当处？靶子心情有点小激？只有是
更多靶子是如何做好一个榜？和如何担起处？靶子？职(任)务。 ?之,三月,加油！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婧的日记



好久不？(3.2)

2015.03.02

好久不？！果然？天写日？靶子情况??真正的是做不到？!!!前一？孩子失踪的原因是??我找不到我靶子小？结束！根本登不上面。?于在前天搬家的？季节在"??堆"村落找到结束可
怜的小？。 二月??地很充？,只有是也很连累。第一次？结束情人？,靠到达天生的女子力做结束超棒的巧克力曲子奇特,靠到达巧克力曲子奇特泡到了好多漂亮妹妹孩子。?个情况？
外再？…二月？也是中国的春天？,只有是心？心的老年人？"残忍"（会不会被打…）地特地？结束短信和每月定期举行？告提醒大家春？不能放假,不能有任几特殊待遇,思？上面可
以理解只有是情感上不能接受(那(样)？以皇后在？个??上面可以？正当的？容一点)？个情况也？外再？…二月的最皇后一周是第一学年的最皇后一次大考虑??第三学期期末考虑。第
一次？覆结束十几年的学???,一回家倒？睡上面三四个小？如此皇后起床??到？三分(件)再睡？。 我"又"搬家结束,三月妾也就是今天三月一号？始？成？。三月四月是日本辞旧迎新
靶子？季节,也是最忙的？季节。三月最重要的情况??是努力？好俱乐部活动,?第一学年一个??靶子？尾。四月？新靶子学期？始,?有新生,第一次正当处？靶子心情有点小激？只有是
更多靶子是如何做好一个榜？和如何担起处？靶子？职(任)务。 ?之,三月,加油！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婧的日记



3.3

2015.03.03

今天是有爱的一天。 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或许我交到日本朋友了！昨天由于各种原因部活请了假先回家了，结果把雨伞忘在了二班的教室。（因为只有半天课
所以放学后部活的同学集中二班吃午饭）今天早上坐电车的时候，和一起走的两个二班同学提了一句，当时她们也没什么反应。我就想着今天中午吃午饭的时候再去拿吧。结果，到
了教室正在和同学聊天，突然听见有人喊我名字，那两个二班的同学拿着我的伞站在教室门口… 好吧，困了不想写了，有时间继续，晚安。

李婧的日记



3.4

2015.03.04

連日オーバーワーク気味の婧婧がついにダウン！今日は病欠で学校をお休みして、一日中寝たおした…現実はキビシイ、ほどほどがかんじん、無理は禁物！良い子達はたくさん
勉強しておやつはひかえめに、そして睡眠はしっかりと…明日は部活、がんばるぞ！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李婧的日记



3.5

2015.03.05

えへへ、いい元宵節を！ 今日もボーっとして一日過ごしちゃった。球技大会に出られなかったのがザンネン（でももともとサッカーってあまり興味ないし） このあいだ『テニ
スの王子様』をよんだら、テニス部に入部し直したいって気持ちがむくむくと…（チャラすぎ） でもどんなスポーツだろうと、真剣に打ち込んでいる姿はカッコイイよ（ミーハ
ー） 私もがんばら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よね！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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おくれたけどオメデト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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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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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过的好high啊！最近朋友迷上了韩剧（裴勇俊xi～），上学放学聊的都是韩剧（也是醉了），掀起了一股韩流，席卷了整个羽毛球部。体育课忘带体操鞋，向老师借了一双还借
了25.5码的…玩了躲避球（一上场第一个就被砸到，对方的铁三角太恐怖了）玩了一节课才在最后一分钟赢了yix场。第四节是国际公开课，NHK的翻译讲解了一些关于翻译工作的
事情（听起来很腻害的样子…）由于下大雨取消了外练（这是最开心的！）最后又因为部室的锁和倾盆大雨还有裴勇俊xi笑了好久。今天真是太high了！明天最后一天课，加
油！！！

李婧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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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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