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啊哈哈哈哈哈哈～

2015.09.03

初次见面＝ｖ＝　我是深圳的欧子萌～（我的名字是不是有点像女孩子。。。orz

最近能遇到大家，我非常高兴ｗｗ

今后请多多关照ｗｗ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欧子萌的日记



新生活ww(最初的两天

2015.09.14

9.5晴

午饭时终于见到了吉越老师。决定坐新干线去新潟时我非常期待。（因为我还一次也没坐过。。。

要坐很长时间（只有三个小时，可能因为不能上网，所以感觉很慢orz）所以我睡了一会儿。(其实三个小时也。。。　终于到了。寄宿家庭的妈妈和妹妹来接我，然后在电器商店买
了新的充电器(比百元店贵好多阿。。。。)爸爸在中国出差还没回来，于是六个人一起吃了晚饭。晚上洗澡时，想到新的家人我非常开心ww

9.6雨

周末大家都睡懒觉，所以都起锝很晚（特别是子龙，12点才起orz）下午下了小雨， 妈妈说通常都是这样。嗯，气候和深圳一样。不过，新潟在更北边。吃过饭后，妈妈和我想带着
妹妹去学校看一看。

（这是从家到学校的地图ww）坐巴士比较方便，所以就决定坐巴士去了。不过，日本巴士的上下车门和中国的相反，差一点就弄错了。在去的路上，我一直憧憬着第二天的学校生
活ww

请大家期待下篇日记吧ww(手累了。。。

欧子萌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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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w文化祭好赞

2015.09.22

9.11 小雨

刚开学没几天，就被告知过几天有文化祭= =，我以为和中国的文化节差不多（就是什么卖东西之类的...)但后来老师告诉我，我们班要做的是—鬼屋wow（顿时就兴趣大涨ww）结

果下午的课都用来准备明天的鬼屋了ww（我也是帮了不少忙的hhh （教室瞬间变得好帅hhhh

下课后，大家变骑着自行车去买服装ww 啊~好激动啊ww

9.12 晴

因为今天是文化祭所以即使是周六也早早地爬了起来orz还是和平常一样坐着公交去上学ww（一想到文化祭就好激动ww  发现到学校时，大家早已开始了化妆（好早！

（某个自学汉语的boy

接下来就去了体育馆看开幕式wow（每个社团都帅哭我 ps：具体可以看我wechat的视频ww

然后便开始了鬼屋活动，我是早上到中午扮鬼的ww（就是蹲在一个地方，等别人过吓他们一下或摸一下脚的那种orz）但是听到进来的人拼命尖叫，心情简直舒畅啊hhhh

中午，我们去吃了妈妈做的咖喱（在一楼，100日元）好好吃ww，又买了点零食ww

欧子萌的日记



把所有地方都参观了一遍后，不知不觉就放学了，大家收拾了一下桌椅，打扫了一下，对每个人说了句”辛苦了“就聊着天回家了ww

（天也是特别蓝ww

到家后，爸爸说要带我们出去吃拉面，就开着车一起出去了ww（新泻的晚上真的好冷...到了拉面馆，我才第一次知道拉面居然又分酱油汤和味增汤等（酱油汤是最经典的....妈妈知

道我喜欢吃肉便帮我点了一份全是肉的拉面orz （但是真的超好吃啊QAQ

到家后，慢慢地泡个澡，想着今天的生活ww 不禁期待起明天的校园生活ww



好久不见的我w

2015.11.08

yooooo 今天一早吃完拉面就陪妈妈去看古筝表演了~~~  虽然看得很困（中间睡了一下orz），但还是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什么江户时代的舞蹈什么的hhhh  今天好开心啊ww

（其实就是太久没写了怕大家忘了我orz

欧子萌的日记



久违的日记~~

2015.12.14

终于考完试了ww 数学不知不觉就拿了满分orz 周四的英语课我们给小学生们写了圣诞贺卡~~     周五肚子又痛了就休息了
一天orz

欧子萌的日记



周六去初中学校自己做了个こけたま（忘了是不是叫这个了ww）  最近开始变冷了 也和妈妈去买了新衣服w

  



雪！！！（３０ｃｍぐらい） + 謎の物語

2016.01.25

yoooooooooooo~这几天开始下雪啦w 好冷啊~ 前天晚上和昨天下得特别大~今早一起来在家门口已经积了差不多30cm了~今早巴士也迟了 ，所以早上上学又迟到啦w 听说因为

今天雪太大电车停运，所以一半以上的学生都没来学校。 于是就开始了差不多一天的自习w 明天也会坚持去学校的！w

最后给大家讲个故事（心灵鸡汤

 

 大森林里,有一只可爱的小兔子。他有个好朋友,是小胖胖熊。他们每天都在一起做游戏,捉迷藏,比赛跑步,一起唱歌跳舞。真开心啊。可是一到冬天,小胖胖熊就去冬眠了。小兔子很伤
心,到了冬天,他就没有小胖胖熊陪他玩了。他觉得很孤单,不知道做什么好。小胖胖熊很努力地尝试着冬天不睡,去陪小兔子玩,可他总是摇摇晃晃地没走出门口,就又睡着了。

 又一个冬天到了,小胖胖熊又去冬眠了。森林里面白雪皑皑,一片寂静。小兔子在家里一边吃着存好的萝卜,一边哭泣。这个漫长的冬天,他该怎么度过啊?
 吃着吃着,忽然,小兔子在地窖的萝卜堆里面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银色的东西。小兔子挖出来一看,咦,是个贴着小胖胖熊照片的录音机!小兔子好奇地按下了播放的按钮,地窖里顿时传来小

胖胖熊的声音:
 “小兔子,今年冬天我又要去冬眠了,我睡着的时候你很孤单吧?我买了一个录音机,录了很多我唱的歌和我说的话。你想跳舞的时候就放我的歌,你寂寞的时候就听听我讲的故事。冬天,

很快就会过去的,等到春暖花开的季节,我就又能出来陪你玩啦。”
 小兔子非常感动和开心,捧着录音机不停地旋转啊旋转。这是冬天令人惊喜的礼物!这里录的都是小胖胖熊对小兔子满满的爱和友谊,有小胖胖熊录音机礼物的陪伴,这个冬天,小兔子将

会过得很开心!
 

好啦~大家晚安❤

欧子萌的日记



剪头发w

2016.01.29

今天在日本第二次剪头发    都是妈妈帮我剪的

比以前长了些w     发型跟以前不一样了呢ww     不过还是天然卷hh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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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课ww

2016.02.06

三天两夜的滑雪课结束啦ww     

第一天一直打滚    不是很会滑ww    第二天大家都一起打滚hhh学刹车好难！第三天老师带我们从高高的坡上滑下来   好刺激！

大家的脚腕都紫了   不过是正常哒   滑雪都会这样ww

雪景很美    在宿舍和大家玩得很开心     他们打游戏的时候我早早睡了hhh好困

开心！以后带兔兔来玩～

欧子萌的日记



研修ww

2016.02.10

研修过了两天啦ww  一出远门立马把兔子酱带上w   要抱着它才能安心睡着 

大家知道我生日快到了   给我送了小小的礼物(///ω///)好喜欢ww好开心ww    谢谢大家～

住在临海的房间里    一人一间房   好舒服w  每天晚上都和大家玩(〃'▽'〃) 特别开心呀www

今天花两小时学做了三个小点心hhh   里面是红豆沙馅   甜甜的w    外面裹一层面粉什么的   不是用模子印的哦hh  是自己捏捏刻刻出来的花朵w    上面是樱花（可儿说最喜欢那个
ww她少女心泛滥）下面从左到右是水仙和菊花w   菊花看起来好像南瓜对吧hhh

充实又开心的一天ヾ(≧∇≦*)ゝ接下来也元气满满哦～（据说我变黑了hh看来要多多保养ww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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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之旅ww

2016.02.12

今天在奈良旅游一天ww    好多小鹿(///ω///)好可爱好可爱！它们一直咬我衣服ww   不过还是好可爱ヾ(≧∇≦*)ゝ好想抱走hhh

后来去了寺庙抄佛经    我写毛笔字特别不好看w    一直断断续续的  后来才知道这种情况最好往墨里加点水ww    最后的愿望那里   我写了两个(〃'▽'〃) 希望可以实现ww

晚上和大家出去玩   回来以后和兔子睡觉   视频截图了一张照片w   可儿说很温暖的感觉很喜欢(///ω///)

今天很开心   我会继续加油的！ヾ(≧∇≦*)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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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笼包记ww

2016.02.14

今天早上九点多就起来了ww    去一个全是中国人的地方吃中国料理ww   还吃到了怀念的小笼包(〃'▽'〃) 好好吃！

后来去买笔和书什么的   比国内贵好多(•́ ₃ •̀)好吓人hhh    铅笔好奇怪*/ω＼*)   扭蛋里面的小兔子好可爱www

晚上一直在看书   钻研数学*/ω＼*)要开始努力学习了呢w

明天也要元气满满噢ヾ(≧∇≦*)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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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teen

2016.02.17

昨天是我的农历生日ww  收到了妈妈和兔酱的红包ww

这几天一直在学习   周五开始考试啦ww物理和数学有一点点不懂呢hhh

不知不觉17岁就到了w 以后要更上进更努力   要更加有责任心ヾ(≧∇≦*)ゝ

话说我的视频怎么还没出啊这几天一直在等ww   好揪心！要把我拍帅一点啊hhh

接下来也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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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www

2016.02.19

今天是考试第一天ww   考了物理  家庭和英语

昨天骑自行车摔了一大跤    膝盖手掌流了好多好多血   现在贴着止血贴   最近都不会骑车了w

一幅画

欧子萌的日记



命运悲惨的左手w

2016.02.20

前天摔跤之后    左手一直痛(Ｔ▽Ｔ)不知道是脱臼还是骨折什么的    再痛可能就要去医院了╥﹏╥不想去医院呀…快点好吧(Ｔ▽Ｔ)

幸好不是右手w不然就写不了字了   

希望手快快好(〃'▽'〃) 听说视频要出了ww  好激动！（好吧其实我挺害羞的只是某兔一直嚷着要看   这下她满足了）

大家多多捧场yooo～ヽ(´･ω･`)､

欧子萌的日记



一些想对住家说的话w

2016.02.20

从一开始来到这里，就非常开心ww

能和大家住在一起，交流，相处，真的是很好的缘分ww

可能我比较害羞，也不怎么会解释，但是，我的想法是，真的很喜欢现在的生活啊！一想到四个多月后就要离开，还会恋恋不舍甚至哭泣。

虽然中国还有很重要的人，但是我们每天也就是聊聊日常，那边并没有催促我回去之类的，也很支持我在日本的生活( ´･ᴗ･` ) 

所以，我喜欢这里，喜欢住家，喜欢住家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

欧子萌的日记



生日～

2016.02.24

今天是我第17岁生日～ 在学校收到了很多祝福～

前天和家人一起去吃火锅庆祝～ 还收到了好多礼物～

真的好开心啊❤  虽然在日本但还是能感受到满满的爱w

谢谢你们❤ 

欧子萌的日记





剪头发wwwwwwww

2016.02.26

大家都说头发短一些比较精神www就又剪了

妈妈帮我剪的www是不是两边剔掉比较好呢www

考完试了w英语拿了第一

 不过我会更努力的w

接下来也加油～

欧子萌的日记



开心的一天wwww

2016.02.29

这些是昨天写的 ヽ(´･ω･`)､
2.28

   今天发生了非常有趣的事～
   妈妈帮小妹妹织围巾，但是不会结尾（中国的专业语叫“收针”），妈妈就让我叫兔兔教一下。兔兔开始录视频教程，可是她用的app只
能录20秒，就录了三段用视频剪辑的app拼在一起…刚刚完成的时候妈妈回来了，兔兔觉得视频通话教比较好，于是我们三个视频通话
了～
  兔兔教得很认真，加上本来也不难，妈妈一下就学会了，我全程当翻译，突然觉得好奇妙啊～又莫名的很开心，觉得兔兔很厉害～
   9月中旬的时候，我刚到日本没多久，天气开始变冷。兔兔用一个晚上的时间给我织了条围巾，凌晨四点多才睡，又很快寄了过来，我
每次出门都戴着它～骑自行车的时候风很大，戴着它让我一点也不冷了 (≧▽≦) 兔兔知道以后也很开心，她每天都督促我好好学习，我
也一直努力(///ω///)
    还有（中国）妈妈说寄给她的年贺状到了，那是我亲手做的～是不是很可爱，我很难得写那么正的字哦！可是寄给兔兔的还没到，她
每周都要跑去门卫室好几趟，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急www
  （第一张图就是兔兔给我织的灰白围巾，毛绒绒的很保暖，她说这个颜色很温和，适合我ww）
   

欧子萌的日记





兔兔的年贺状

2016.02.29

   兔兔收到啦～拍了照给我～

   好看吧～我做得很认真哦     2016快乐

欧子萌的日记



点进来有美丽的桃花～

2016.03.04

   昨天全校球赛    我们班进了决赛ww   虽然最后没有赢   但是大家开心就好～我也尽力了   有好多收获www (*≧▽≦) 过程永远比输赢重要啊～( ´･ᴗ･` ) 

    兔兔学校的桃花开了，中国今年春天第一轮桃花噢～兔兔拍了好多照片的，但只能放五张，所以挑选了这几张(｡’▽’｡)♡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和朋友好好相处，人气旺旺～这也是
“桃花运”噢，关于朋友的桃花运～

    以后带她来日本看樱花www

欧子萌的日记





季节ww

2016.03.04

   第一张照片是昨天的球赛ww昨天带了一堆书回家，今天大扫除要把所有东西清空ww手好酸hhh

   骑车放学经过那片小树林   去年的红叶已经不见啦w春天要来了呢ww

欧子萌的日记





愉快的周末www

2016.03.05

    今天看了子龙的乒乓球比赛ww   子龙好厉害hhh

    下午看了演讲   然后就回家啦～

    听说深圳的天气最近不错yooo   都是18到25度   天空很蓝   ww

欧子萌的日记





我想成为男子汉www

2016.03.26

   今天早上在房间不小心掉眼泪，然后被妈妈发现了(Ｔ▽Ｔ)也不记得这是第几次被妈妈发现哭了，然后我就想自己怎么还长不大呀
www
   妈妈来问了我一句，大概是担心我在住家过得不开心吧，其实并没有呀，我很开心～虽然偶尔会被子龙吐槽几句，不过我也会提醒自
己不要放在心上，和大家开开心心相处才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希望以后不要总是哭啦～我要当男子汉(•̀⌄•́)不过想要成为男子汉的我，也想得到长辈的关心呢，虽然我有时不会说话ww  哎，
这个毛病真是好难改啊，好像变成了嵌入灵魂的习惯一样，比如在通讯软件上不回复别人的消息啊…实在不知道怎么回之类的，感觉自
己嘴笨笨的，回什么都不好(Ｔ▽Ｔ)大概我是那种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但却不怎么会说话的人吧～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人所以我并不
讨厌这样的自己，我也会一点点改，做得更好！
    加油加油～（顺便放两张美食照，好像是上周吃的

欧子萌的日记



饭山夏令营～

2016.04.01

这次春假和家里的boy和妈妈一起去参加了在饭山的夏令营w

大家相处的很融洽w 我负责照顾同一房间的三个小孩子（都是小学生，还挺麻烦的hhh） 

大家一起在雪里打雪仗w 做冰淇淋w 参观以前村民住的地方w

篝火晚会w 晚上再打uno  舒适的生活w

欧子萌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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