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日本感受多多

2006.09.08

认识了好多帅哥美女朋友!爽!

周 游的日记



诸位、也能呻吟吗

2006.09.20

我们三个人在这里的生活过得很好。老师和朋友都很热情。 高尔夫非常有趣，也能交流！ 　　　　　　　　　　　　　　　　　　　　继续 （译文）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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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记一场激动人心的棒球比赛

2006.10.16

这是第二次看我们学校的棒球比赛了，和第一次相比更加的亲切和从容！由于是四国大赛的冠军争夺战，所以踏入体育馆的瞬间能预感到比赛的激烈；看到队员们的霎那能想象到我
们胜利时欢呼雀跃的姿态。我们是进过甲子园的队伍！什么对手能令我们害怕？抱着这样的态度，我们3人期待着比赛的来临！ 虽已入秋，但太阳依旧那样火辣，晒得人喘不过气
来。而我们却和拉拉队的大家一起顶着烈日，不停的为我们学校加油。从校歌到まるなか的店歌,拉拉队的每个人都齐心歌唱.我们为球队每得一分而欢喜,为球队每失一分而悲伤.比赛
是残酷的,没有人能知道结果,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为球队加油!在这里,你能感受到什么是团结,能知道什么是纪律,能体会到什么是同学间的友谊. 比赛一直进行,由于实力相当,所以比
分也旗鼓相当,而这时比的就是气势。“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当对手的拉拉队休息时，我们却一直不懈得喊着。时间仿佛过得很快，转眼间1个小时过去了，而队员们却得
百分之百注意，因为每一个球都是胜负的关键，一个失误可能就葬送了大家几个月的努力。 紧张一直到了第9局，是我们的防守局，由于之前没有得分，比分还是2：2。所以这局很
关键，哪怕对手得了一分，他们就是冠军，我们就是第二……现在的情况是这样，2个出局，2好球，3坏球，2、3垒有人。关键就在这最后的一球，决定命运的一球。球扔了出去，
就那一瞬间对方打到了球，是个击地反弹球，球飞过2垒防守队员的霎时间，我们绝望了，又当对方3垒球员跑回本垒的刹时，对方的球员们顿时飞奔了起来，就是这最后一球，3个
小时的努力，几个月毫无间断地练习，在这时化为了乌有。我们输了，而且是心服口服，1分钟前这里充满了拉拉队加油的声音，但这时却死一样的安静。没有人能接受这个事实，
因为我们是进过甲子园的队伍，怎么能在这里止步？但现实是残酷的，我们看着对方满场的庆贺，心里只有难过、悲伤。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输？队员们每天练习到9：30，无
论风雨。他们有人受过伤，有人被教练骂过，但他们没有人抱怨，没有人放弃，为了比赛而拼命刻苦地训练，这样钢铁般的队伍为什么会输？谁能告诉我. 恐怕这就是棒球，这就是
体育的魅力，就是运动员不断追求的东西吧！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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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夫球之路 之 初来乍到

2006.10.31

从来这里的第一天，老师就希望我们3个加入高尔夫球部。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香川县好像只有我们学校有高尔夫球部。能打高尔夫球我们应该感到荣幸，所以当然不会辜负老师
了。以下开始介绍2个月以来的高尔夫之路。。。。。。。 第一次打高尔夫球是刻骨铭心的。第一次亲手握起熟悉又陌生的高尔夫球杆心里有太多的惊喜，以前在电视上看，感觉任
何人都能打得好，不就一把杆一个球吗？用劲打就行了。抱着这样的态度我第一次尝试了击球。当时，富士电视台也在录像，在大家的面前，我们3个开始了丢脸的表演。 只听见一
声声球杆挥过空气的声音和一阵阵敲地板的巨响，再加上满手磨得水泡，我放弃了，就这么小小一个球，我竟然打成这样？为什么阿？当时真的很难理解，直到后来才渐渐掌握技
巧。（因为我们高尔夫球打得太差，富士电台转播时，把这一段剪掉了，可能是怕我们在大家面前丢脸吧。。。。。） 就这样第一次打高尔夫球的经历就这样结束了，带着不甘，
带着不满，带着疑惑，带着希望，我们参加了第二次练习！ 未完待续 （翻译的老师辛苦了，后面估计还有很多。）　　　 　お疲れさま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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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活动

2006.11.19

在日本几乎每个学校都有部活动，它作为学校生活的一部分，可以发展学生的运动潜能，增强学生的体质，磨练学生不服输的意志。 我一开始抱有很大的兴趣，因为对于部活动的
认识，就是好玩，是让人开心的。开始时拚命的练习，想早日打好高尔夫球。为了这个目标，我曾经手腕受过伤，曾经磨出过水泡，无论怎样我都充满了决心和热情。而随着时间的
流逝，2个半月已经过去，开始时的那份狂热已经渐渐远去，高尔夫不说打得好，但也稍稍入了门。虽然我们三人每星期练习得不多，但每天重复着一样的事情，想一想都会觉得无
聊。原来部活动就是这样啊，真得有点后悔，不应该参加。 前天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对部活动的态度180度改变。 我住的宿舍里都是足球部和陆上部的学生，又本人对足球稍稍有
兴趣，所以整天和他们一起聊天，吃饭，洗澡。足球部里有一名叫做Ｙ。。的同学，是二年级生，为人特别好，所以我跟他处的也比较好。由于前天他生了病，去了医院，所以下午
回来就一直躺着睡觉。到了晚上，我想喊他去吃饭的时候，看见他面色十分憔悴的躺着，就跟他聊了聊天。不知怎么的，我就说到了部活动，我就说他生病了，真好，不用去参加部
活动了。。。他很惊讶的看了看我，问我讨厌部活动吗，我说有点。他坐起来继续说他想参加部活动，又指了指窗外足球场上的同学，说如果不是生病，医生说他不能运动，他也站
在场上了。从他的话语和眼神中我可以看出他对足球的热爱，对部活动的向往。我问他为什么这么着迷，他说没有为什么，就是喜欢，喜欢了就不会放弃！我又问他以后想干什么,
他说想当足球教练，教以后参加足球部活动的学生。。。。。。 这就是日本学生眼中的部活动，刚才说的Ｙ同学虽然足球踢的不是很好，连板凳都坐不上，但他没有讨厌足球，没
有想放弃部活动，依然努力的争取着进入比赛的大名单。比赛时他当拉拉队，把嗓子都喊哑了，1天都不能说话，看着真是可怜。但只要提到足球，他们就绘声绘色，提到部活动，
他们就斗志昂扬。就是这种精神，可能是我永远也学不到的，所以我也要努力，打好高尔夫球，不说精通，也要熟练，充分感受部活动带来的魅力！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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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节

2006.11.28

上个星期二我们三人去了高松市参加了香川县文化节。所谓参加就是要表演节目，还有对我们留学生的采访。 由于1个月前就知道这个消息，我们就开始精心的准备。采访的回答反
复琢磨才定稿的；而节目又是左思右想才决定的，就是唱歌，歌名是美丽的神话。说到唱歌，虽然她俩兴致勃勃，但我对唱歌的确是很にがて所以坚决反对啊！但是1比2，我没办
法，这能从了她们。（日中交流中心的老师们，我有话想说，这话我已经埋在心里很久了，就是为什么把我一个男的和他们两个女的分在一起。任何事都是1：2害得我处处受气，
天天被虐。。。。。。开个玩笑阿）听着他们两个优美的声音，我真是自卑阿。所以只能从采访的内容上找点自信了。。。。。。 到了正式演出之前，杨紧张的阿，把我常用的口
头禅“烦死了”说了N遍！我和颜就听见准备室里充满了“烦死了”的叫声。“不就10分钟吗。”我安慰道说，不过自己的心里还是很紧张的，毕竟台下有2000人啊，如果出了丑
不仅是个人问题，还影响学校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丢中国人的脸阿。 由于我们充分的准备，加上我们3个被采访N次的经验，演出非常的成功，而那曲美丽的神话更是博得了全场的
掌声。主要她们俩人唱得好，我就是乱竽充数的，不过我还是尽力了阿！不在于结果，在于过程，我还是挺高兴的。 虽然台上只有10分钟时间，但我们却感觉经历的一个世纪，每
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仿佛拉长了10倍。而结束了表演却又感叹时间的短暂，没有让我们充分展示的机会。快乐时时间是短暂的，所以我们要抓紧它；痛苦时时间也是短暂的，因为
忘记痛苦才能让我们迎来新的快乐！ PS：在这里感谢一下学校的古典老师，她让我们过了来日本后最快来的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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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100天纪念日

2006.12.18

今天是12月18日。看似普通，但却是一个特殊，有纪念性的日子。因为今天是来到日本后的第100天纪念日！ 整整一百天没有看到家人、同学、老师；整整一百天没有吃到我外婆
亲手做得饭菜；整整一百天没有听到学校老师严肃的话语。这一百天发生了什么？大家过得怎么样？都快乐吗？ 离开的这一百天里，虽然也经常和家人联系，可是心里总是有种牵
挂，有点担心。爸爸工作不要太累了，妈妈也放松放松自己。以前你们为了我操尽了心，而我却什么也不懂，照样自在玩，为了自己开心，不知道伤了父母多少心。。。。。。 妈
妈，您知道吗？每次上学，我从车棚拿出自行车准备上路时，你都站在窗前，目送我远去。哪怕是在冷的冬天，你都从无间隙。看到我上学时您的每一次挥手，我心里都充满了感
激。我多么希望自己快快长大，不要让妈妈担心，不要看见严冬时窗前妈妈的身影。 爸爸，您记得吗？上次在别人面前提到我在的中学时，您都充满了自豪感。而我知道，您心里
却满是担心。为了我的成绩，您发火过多少次，而我却当过眼云烟，没有一次想到学习是为了自己。我多么希望自己快快长大，为了自己的目标努力，不要让爸爸伤心，不要看见我
偷懒时爸爸严肃的目光。 外婆，您了解吗？从小就是您把我带大，从我上幼儿园开始，每天送我去学校，放学来接我，直到4年级搬了家为止。外公走的早，为了带我，知道您受累
了，小时候我不听话，用头把您的牙撞坏了，让您疼了很久；每次吃饭时，您总是把最好的一部分拣到我碗里，每一次熟悉的动作，看似简单，但却充满了对我疼爱，这些我都会铭
记在心。我多么希望自己快快长大，不要再顶外婆的嘴，不要看见生气时外婆的面庞。 今年我16岁了，还有2年就18了，就是成人了，就要自己照顾自己了，我行吗？一直生活在
家人溺爱下的我可以自己生活吗？ 这次来到日本，来到香川，虽然没有他们仙台学校的气派，也没有冲绳学校的美景，但有的是老师同学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这一点比什么都
重要。这里有一位妈妈般的班主任老师，有一位哥哥般的JTZP同学。每个老师每个同学都对我们十分友好，照顾我们无微不至。如果一年后回到国内别人问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一定说是认识了许多同学和老师。交了许多友善的同学。尤其是JTZP和GCGP两位同学，就像照顾弟弟一样对我，让我有一种在家的感觉。 整整100天已经过去，我似乎突然懂了
许多，收获了许多。在余下的200多天里，我的生活又会怎么样呢？努力吧，充满期待地迎接新的每一天。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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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部活引发的感想

2006.12.25

今天，我观摩了学校足球部的训练。由于我校足球实力十分的强，打进了全国大会，所以其中的25名队员去了宫崎县参加练习赛。而剩下的7名球员则留在学校练习。 7个人的练
习，其实就是3对4的练习比赛，其中2年级2名，1年级5名。看了这个比赛，我才知道什么叫足球场上的战争，同时也看到了对于中国人来说不能理解的“友谊”。 练习虽然没有想
象中的严肃气氛，只有熟练的配合，精妙的射门。虽说去了宫崎25人，但留下7人的足球水平也不是一般人1、2年能训练出来的。虽然是1年级，但能力并不比2年级的差。传球、过
人也让我眼花缭乱。现在我才知道在大赛中每一次触球都是建立在平时百万次的练习之下的。 每一次漂亮的得分会得到大家的喝彩；每一个无奈的失误也会引来全场的嘘声。 虽说
早已入冬，但早晨的太阳却依然火辣。1个小时过去，大家都顶着烈日，没有间断地练习着。

周 游的日记



ホームスティ之美食篇

2006.12.31

嘻嘻，竟然我来写美食，让我一个男生来写吃的，真的是太看得起我了。 总结一下2天来的饮食状况，选择2顿有特点的饭写一写。 日期：12月29日 天气：大风（好冷） 地点：宇
多津的钓鱼茶屋（就是香川县丸龟市附近） 人物：石井老师，勇气君（老师的孙子） 丢丢豆 小斐 我 重点字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早就听老师说要去钓鱼，带着期待，带着对丢
丢豆的鄙视（她一直说自己钓不到怎么办啊？），带着愉快的心情，我们一行5人来到了钓鱼茶屋。哇，竟然是一个室内的结合钓鱼，饮食，##,$$等功能的茶屋。看着室内水池上
停着的那艘模型海盗船，就有一种置身大海之中的感觉。我们选中了一个靠着窗户的位子坐了下来，放眼望去就是波涛汹涌的池水，里面的鱼就像是一杯水里的水分子一样多，怪不
得老师总是安慰丢丢豆说什么人都能钓到。店员拿来了鱼竿，鱼饵。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第一个上场的是勇气君，看着他娴熟的技术，加上敏捷的身手，就知道他是这里的常
客了。短短5分钟，一直体态丰满的たい就被他拉了上来，一开始没有发现，后来跟我们的一比发现他掉了真的好でかい。之后就是店员开始吆喝：“看这里勇气君钓到了一条た
い，大家恭喜他，一起来拍手祝贺！”盼着店员的吆喝出来大家一阵阵的欢呼声。勇气君也开心的笑了起来。 第2个上场的是我，一样的工序，我却手忙脚乱，还弄得自己一身水，
哎，我真的太笨了！ 接着是丢丢豆和小斐，经过了10分钟，2只估计是才出身的小鱼可怜的被网了上来，这是夭折阿，先为它俩默哀5秒钟。 又过了一会，勇气君钓的大鱼红着身
子，装在盘子里上来了，因为它被红烧了。刚才还活蹦乱跳的生灵，才5分钟就看马克思去了，真的要感叹世间的弱肉强食！（走题了）不过真的很好吃啊，每一块肉都流露出丝滑
香嫩的诱惑，每一根刺都饱含着鲜美的汤汁，这样的美味真是让人无法忘记。第2盘上来的是我的杰作，用中文说是清蒸鲷鱼。不再描写了，不然你就看的流口水了。 另外两条由于
我们吃不下了而带回了老师家。 经过30分钟的战斗，以我消化最后一块鱼肉而结束。 那种鱼肉的清香依然残留在口中，那种欢乐的气氛依然记忆在心中，而这种中日的交流将永远
下去！永远！ 感谢石井老师及家人带我们度过了快乐的1天，感谢老师盛情的招待，在接下来的几天还要麻烦老师了！！！

周 游的日记



新学期来了

2007.01.09

　　从今天开始新学期了。为了做自己的目标现实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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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N久没有写,我人没有失踪阿。。。

2007.04.09

终于变成了三年级。另外没什么特别的变化，稍微有跟以前不同的微妙的感觉。 年纪大了，长大了吗？或是，迎接新的生活吗？到底，那是怎样的心情，我也不知道。 18岁之前还
有1年，现在不用那么详细地考虑。因此，对我来讲，眼前的事是最重要的事。包括7月在日本的时间只有4个月。 不是只我，请大家也应该不后悔地有意义地过着剩下的4个月。恐
怕这次的机会是一生一次有的机会。因此几十年之后，想起现在的回忆的时候，愉快的笑容呈现。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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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悲伤，痛苦，难过，遗憾，失望的室外体育课

2007.05.09

要是在国内，有体育课的日子，我一定会兴奋一整天。我喜欢在篮球场上奔跑，喜欢在乒乓球台前挥拍，喜欢在羽毛球网前扣杀，因为我热爱运动。感受球进时的喜悦，承受失败时
的悲伤，都是运动带给我的快乐。 来到了这里，我也没有改变对运动的痴迷，体育课依旧异常活跃。但是这个新学期，却有一件事让我伤透脑筋…… 在日本什么运动最受欢迎？或
者说什么比赛受关注率最高？再或者说什么活动受年轻人欢迎？答案毋庸置疑是棒球，就是日语中的“野球”，我们学校的棒球队是进过甲子园的队伍，所以棒球异常的盛行。 之
所以说这个是因为对于我，一个不懂棒球的人来说，玩棒球比被“小斐”和“丢丢豆”鄙视还痛苦…… 每一个星期有两节体育课，一节室内，一节室外。室内是打排球，我还是很有
兴趣的，而星期2的室外课，就是打和棒球差不多的ソフトボール，估计就是我们说的垒球。也因为这样，我把星期2亲切的称作“黒色の火曜日”。 说到垒球，规则我还是懂一点
的，为什么说我恐惧它呢，原因比鸟取县沙丘的沙子还要多，在这里简单的说以下几条： 1。对于这个运动，我就是门外汉，除了一点点规则，别的一片空白，印象中，就是围着白
线跑一圈，就得分了。而实际上，规则太复杂了。 2。我是左撇子，而适合左撇子的手套就一个，班上加上我有3个人，每次我只好把应该套在左手上的手套套在右手上，太难过
了，不想在描述了。 3。我每次拿棒击球，都是意味着本局的结束，队友好不容易上了2。3垒，一轮到我，保证全体“牺牲”，为什么一个小小的球我都打不远？？？我想了N个晚
上都没有想通…… 4。同上所说，我好像是对方的卧底，每次因为我失败，我都感觉大家很无奈，真希望马上地震把地震裂开，让我把头塞进去，太丢人了，没脸见人了。 5。防守
时，我也一样丢人，一个简单的球，我都拿不住，好不容易拿到了还乱丢，结果击球手都能很轻松的跑一圈得分，球打到我这里就像是打了一个ホームラン（本垒打）。天哪，我跟
白痴有什么区别。 …… …… …… 综上所述，我有一个愿望，希望能够实现，就是: 神哪，救救我吧，让我不要再体验棒球这个运动。 知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トッティ 写于一
个星期2在体育课上玩垒球因为我球队完败之后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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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

2007.05.13

今天是我们伟大的母亲的节日，在这里感谢下全天下所有母亲，祝她们天天快乐！！！ 诚心的对妈妈说一声 : ありがと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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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生命

2007.07.04

“It is life。” 虽然本人英语是在差的可怜，但是这句话我会永远铭记。 7月2日，一个普通的星期一的晚上，我和两位要好得朋友依旧在房间里谈笑风生。说着说着，幽默的T同学
突然拿出了一个球状的物体，用布盖着，放到我的面前，说要给我一个惊喜。10秒过后，布一拉开，展现出一个崭新的NIKE篮球，隐约能看到上面有黑色的留言，我接过篮球，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 “It is life。”。。。 等我全部看完，差不多明白了这些话的意思，但是唯有这第一句有点疑惑。就在这时，Y同学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开始向我解释这句话的意
思。 简单得说，这就是人生，人生是有限的，也是短暂的，我们无法去改变它的长短，但是我们可以让人生过的充实，让人生不留下遗憾。。。 听了他们的话，虽没有热泪盈眶，
但脑中却依然荡漾着刚才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虽然语言还有很多障碍，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回首这10个月，一切是多么美好，300多天的情景一一在脑海中
浮现，这一刻，真希望时间是永恒的，让我们永远记住这1年内的点点滴滴。 人生种种，我们的相遇和离别都是缘分，却也是必然。不必难过，不必伤心，正如这月一般有圆必有
缺，有明必有暗。人生在世我们能相遇应该感到高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这次离别不一定是永别，人生何处不相逢，既然老天让我们共同生活的一年，我相信一定还会再见
面，虽然相隔甚远，但万水千山都阻隔不了我们永恒的友谊。 正如T同学所说的“I never forget you”。这一定是我人生中难以忘却，不可缺少的一年。我永远不会忘却你们，
Dear my fi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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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了

2007.07.29

不想怎么多说，先报个平安吧，昨天早上回到了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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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2007.08.20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也是回国后第一天去学校上课。去学校的路上不由得想起在日本的点点滴滴，同样是上学的路，而终点却截然不同。骑着久违的自行车，多么希望我的目的地
是日本的学校，在那里没有担忧，没有顾忌，和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光是多么美好。而我却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回到了中国，回到了这个培养我的学校，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烦
恼。。。。。。 回首这一年，一切都那么完美，在异国他乡，我们能受到老师同学这样的帮助真是感激不尽，永生难忘。在这里再次感谢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 同样的年龄，同样
是学生，我们却和日本学生有很大的差异，当他们在为了自己喜爱的运动努力时，我们却在为了自己的将来读一样的书；当他们因为在自己喜爱的运动上取得成绩而开心时，我们却
因为某次比同学考试成绩差而暗自伤心；当他们为了以后自己的人生思考时，我们知道，只有读书，考上一个好大学，不然没有出路。。。。。。 每当想到这些，只能感叹文化的
差异，这都是命运。但中国有句俗话，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确，我们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靠什么改变呢？说到底，还是靠读书。 而如今，我又遇到了一个问题，就
是上高3还是高2。上高3，理论上可以，只要你能拼命读书，一年时间学完别人两年的课，考个好大学，行。但是，人再聪明，再勤奋，花同样的时间要学2倍的东西意味着什么？
每天除了吃饭就是学习，别人12点睡，你却要彻夜通宵；别人参加各种活动，你却要100%的用心学习，兴趣爱好所有都要丢下，为了一次考试而疯狂一年。如果落榜了，一切都完
了。 还有就是上高2，也就是说复读一年，这的确保险些，但是你会眼看着原来的朋友毕业，去了一个好大学，而自己却还要经历着最痛苦的高3时光，还要走他们已经走过的路。
同时复读意味着还要进入一个新的团体，和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一起学习，回想原来的同学，心里真得很不好受。 仔细想来，难道去日本这一年有错？也不是，我结识了多少异国朋
友，自己也为两国的交流出了一份力，但是这却是以人生中最宝贵的一年时光作为代价的，有失必有得，后悔也没有用，这些都已经无法去改变。 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
一定还会选择去日本。人生就是这样，有些事情你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毕竟我在日本这一年认识了多少老师，结识了多少知心朋友。 所以，我想告诉今后各位同学，没有任何事是
完美的，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进展的，可能你会成功也可能会失败。而你拥有的是这个选择的权利，或许一次的选择让你终身受益，也或许让你一生后悔。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
是两条路，跟上或复读，而我选择了复读。至于今后会怎样，没有人知道，也只有我能走出自己的路，我既然选择了，我也就不会后悔，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一
句：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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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2007.09.16

好久没有来了，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点感触，就随便聊几句。 回国已经快2个月了，但仿佛昨天还在国外一般，那些熟悉的面孔渐渐模糊，老师同学们，你们过得还好吗？
宿舍里那一间陪伴了我一年的小屋，还保留着当时的摆设吗？ 也不用一次又一次地感叹时光流逝之快，回忆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悲伤，忧愁。记得在最后的那一个月里，归国的心情
充满了我的内心，还不时地抱怨为什么还不能回家，怎么还有一个月。当今日回首，多希望那时能和老师多聊一句话，和同学多打一次篮球，多留下一点难以忘却的美好回忆。 人
总是这样，在失去之后才知道后悔，虽然谁都知道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但却总会遗憾，会想到过去的美好。或者说人不懂的满足，总是希望有无尽的幸福与快乐，明明已经很完美，
但非要锦上添花。 可能是因为今天百无聊赖，才会有这些想法。既然是随笔，就写这么多了，我会常来的。

周 游的日记



问一个问题

2007.12.09

听说大家都收到了一个信封，说要写什么感想和问卷，但是我没有收到阿。 请问题目具体是什么？还有问卷在哪里啊？联络板也打不开，听说明天前就要交，现在怎么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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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的祝福

2007.12.31

我最近一直很忙，每天都忙到夜里，好不容易这几天放假，有时间来这里。 明天就是2008年了，在这里祝香川西高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新年快乐，心想事成。 尤其是3年1组的老师
和同学们在新年里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现在这里祝福一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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