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已到冲绳

2006.09.09

今天下午和大家分别之后，从羽田机场乘坐ANA131班机到达冲绳。到达冲绳的时间是下午六点二十分。学校的老师开车到机场把我们接去饭店吃饭。那就是没有一点新意的自助
餐。 吃过饭，我们就去了学校的宿舍。好破好脏的宿舍啊！！！我和亲爱的王苏嘉同志拼命的打扫！啊啊啊！抓狂了···房间里有好多好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东西！！！比如说硕
大无比的蜘蛛，比如说床上的床板居然会掉下来，比如说房间的墙上居然有好几个大洞，还被人用白乎乎的胶带贴了起来。等等等等。 好大的宿舍楼，可加上我们俩也才39个
人。。。舍监老师叽里呱啦地说了一大堆注意事项，听得我那个云里雾里啊。。。 哎！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今天就写到这里吧！ 大家那里怎么样呢？

顧 悦婷的日记



在日本遭遇的第一次大地震

2006.09.10

我们的书桌和床是在一起的，下层是桌子，上层是床。铺被子的时候，我就觉得那床不稳，她老是一个劲的晃啊晃。果真，我晚上准备睡觉的时候就发生了让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
悲惨经历。那个床是用两个床板拼起来的，我晚上关了灯，刚把手放在前一块床板上，拿个床板就掉下去了，结果我也跟着一起掉了下去！我先摔到了桌子上，然后又摔倒了地上，
我的左膀子被蹭破了三个地方！还得我晚上只能跟王苏嘉睡一个床！ 那个罪魁祸首床！我过几天会把照片传上来的！大家看了就明白了！ 大家怎么样呢？ （原文）

顧 悦婷的日记



在这里生活一切都好，也很开心

2006.09.12

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老师们都很和蔼可亲，同学们都很热情，我已经交了很多好朋友了。 之前写宿舍的那篇文章，让老师们伤心了吧。真的真的不好意思！我其实真的真的很
谢谢老师们为我们做的任何事情，也特别感动！谢谢老师们。 今天在运动馆里打羽毛球，和初中的孩子们一起，好开心！ 学习比较紧张，不是因为课程的难度，而是需要理解老师
们的话和听懂老师们说的话，这个目前对我来说还比较难。不过我会努力！我有信心！ 大家也要一起加油！要自习了，先写到这里。 大家常联系啊！ 还有，最近发现中文退步了！
好多错别字！ （原文）

顧 悦婷的日记



台风过后，去看了海

2006.09.18

台风过后，冲绳依旧如往常一样。冲绳人的生活照常继续，仿佛没有受到一点影响。 天依旧宽广，海水依旧湛蓝。海风大了一些，吹得人有一点站不稳。阳光很好，照的人很舒
服。 坐在海岸边，吹着海风，晒着太阳，很惬意，有点慵懒的感觉。 冲绳真得很美！ （原文）

顧 悦婷的日记



冲绳的学园祭

2006.09.23

今天是我学校的学园祭，大家都很忙。 我们班的主题是美食，大家分成了四组，分别负责章鱼丸/咖喱饭/刨冰/鸡肉串，全是日本人很喜欢的食物。 我所在的组负责咖喱饭，我们从
昨天开始准备，洗菜/切菜/煮，很累，但很充实，很开心。和大家一起努力，真得很快乐，也真正感受到了日本人的团结。 同宿舍的好朋友在一班，她们班做鬼屋，好像很恐怖的样
子，总是有阵阵让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从里面传出来。还有一个小孩子极不情愿的被他的妈妈拖了进去，后来他在里面哭得惊天动地。。。 明天学校对外开放，又要忙一天了，
嗯，加油！ （原文）

顧 悦婷的日记



三周已过

2006.09.29

本周过的好轻松啊！ 今天是学校的第三回实力测试，我们两个坏孩子没有参加。。。 不能怪我们啊！我已经四年没有学英语了，全都忘了，这里的英语书就像天书一样，完全看不
懂啊。。。其他两门是顺带这一起不参加的。我从教室里开的时候果然引来了无数惊奇的眼光！大家，不好意思啦。。。 前天和基金会的莫姐姐还有堀俊先生一起吃了饭，好高兴
啊，他们来看我们！很温暖！ 回答TOGA先生的问题啊，咖喱好好吃的。 （原文）

顧 悦婷的日记



初中的体育祭

2006.10.01

今天是初中的体育祭，我们高中放假。不过下午因为感到无聊，所以决定去学校看体育祭。去的时候已经快要结束了，不过看到的初三同学表演的冲绳舞蹈真的好壮观呀！ 六号是
中国的中秋节，我们要和另外一个高中的元同学/仇同学一起到冲绳华人华裔中心(可能是叫这个名字吧，不记得了。不好意思！)，和他们一起过中秋。 有一件让我很高兴的事哦！
我们要参加这里的修学旅行，去北海道！啊，从日本的最南边到最北边，感觉真好，回去的时候也可以向同学们炫耀“我全日本都走过了！而且是在天上走的！” 今天给爸爸妈妈
打电话，他们说会给我寄衣服来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我们很好，大家也要保重！ 生活早就已经习惯了，越来越觉得这个学校好，无论什么地方都很好。但是开始感觉课程难
了，特别是古文，完全看不懂！可是我会坚持学的！要努力！加油！ （原文）

顧 悦婷的日记



大家中秋节快乐！

2006.10.06

中秋啊！！！第一次没有在家里过，感觉怪怪的。 今天，在冲绳的四个人应该是最幸运的了！今天晚上冲绳县的华人华侨联谊会邀请我们参加他们的中秋晚会。虽然在日本，但是
可以和很多中国人在一起过中秋，应该会减少一点对家里的思念吧。 都说“月是故乡明”，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冲绳的月亮真得很亮！ 最后，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最重要的是，
大家要保重身体，天气渐渐变凉了，要记得加衣服！很可惜的是，冲绳没有加衣服的必要啊，每天依旧保持二十八九度，接近三十度的高温。。。 （原文）

顧 悦婷的日记



那霸节与姬百合和平纪念资料馆

2006.10.11

上周六是我的第二次homestay。妈妈来接我们的时候已经是周六下午了，正好是那霸节开幕的时间，所以再回去的路上顺便看了那霸节，果然很壮观啊！不仅看到了冲绳当地的民
族舞蹈Eisaa，还看到了北海道的民族舞蹈！晚饭是在丝满市的海边吃的，回家的途中由于爸爸妈妈晚饭没有吃饱，所以又去了当地一家很有名的寿司店吃回转寿司！ 第二天一大早
先去看了白天的大海，果然和晚上有着截然不同的感觉！更加辽阔，更加碧蓝！之后，就去了姬百合和平纪念资料馆。 姬百合和平纪念资料馆是当年冲绳之战时的冲绳陆军医院第
三外科壕的遗址，现在被人们称为“姬百合塔”。“姬百合”是指在冲绳之战中死去的冲绳师范学校女子部与冲绳县立第一高等女学校的女学生。冲绳师范学校女子部的学生曾经被
称为“乙姬”，冲绳县立第一高等女学校的学生曾经被称为“白百合”，合起来就称为“姬百合”。走在纪念馆里，周围弥漫着的都是悲凉与哀愁的味道，让每一个来这里的人们都
不禁落泪！站在一个废弃的院壕外厅当年的幸存者说当年的经历，听她说她们是如何被迫去支援，如何在那种条件下救助伤员，如何艰难的活着，如何恐惧的面对解散命令，如何在
死亡线上彷徨，又是如何面多自己的同伴一个一个的倒下！战争已经结束，可是为了告诉人们当年是多么的惨烈，她必须要一次次的面对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因为她需要和平。就
像我们一样，我们也需要和平！我们不需要战争！ 怀着沉重的心情过完了周日。 爸爸周一要回东京了，因为是单身赴任，所以很辛苦，只有在长假期的时候，才可以会冲绳休息。
中午在机场和爸爸吗一起吃了冲绳汤面，之后和妈妈一起把爸爸送上飞机，然后就回到了宿舍！ 下午花了很长的时间，写了一篇很长的发言稿，因为这个周六要去另外两个来冲绳
的孩子——小元和球球的学校——演讲！努力！ （原文）

顧 悦婷的日记



在高中的演讲

2006.10.15

昨天下午，举办了一个类似于留学生交流的活动，我作为我们学校的留学生代表去参加了这个活动，并且发表了题为“我的留学生活”的演讲。 以下是我的演讲内容： 皆様、こん
にちは。私は中国江蘇省南京市の南京外国語学校からの留学生顧悦婷と申します。始めまして、どうぞ宜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月日が経つのは早いもので、沖縄に着いてか
らもう一ヶ月ぐらいになりました。生活はもう慣れて、毎日とても楽しく有意義に過ごしています。飛行機から降りる前に、機内の大きなスクリーンに沖縄が見えました。とて
も感動しました。海に埋め込まれた宝石のように、小さいけれど、きれいな島だったからです。その時「この一年間、こんなに素敵な島で留学生活を送れるなんて、とても幸せ
だ。」と自分に言って聞かせていました。東京にいた時、高校の先生から「沖縄の人達は、みんなゆっくりしていて、のんびりしている人達ですよ。」という話を聞かされまし
た。その時は、自分の目で確かめ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した。今、本当にそういう感じを持っています。朝晩のラッシュ時でも、東京のような速いリズムで動き回る人はいません。
でも、沖縄の皆さんはとてもゆっくりしているけれども、とても情熱的です。 今まで、皆様に、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学校に来たばかりの時、何も知らない私に、ク
ラスメートはいろいろなことを教えてくれました。授業の時、どこを教えたとか、今何を教えるとか試験の範囲とかなどです。朝、登校途中、道を横断する時、ボランティアの
人は、「横断中」と書かれた旗を挙げてくれるし、スーパーでは、必要な物がどこに置いてあるのか、店員さんが親切に私に教えてもくれた、本当にありがたく思っています。
実は、日本に来る前、「必要な物がない時」、「クラスメートと交流できない時」、「寂しい時」どうすればいいのか、いろんな不安な事がよく頭の中をよぎりました。でも、
ここに来て、そのような困った事は全くありません。先生方と一緒に日本語が上手になるために、一生懸命勉強したり、友達に難しい問題を説明したり、あちこちへ遊びに行っ
たりしています。 私は日本語科の学生ですから、中国にいた時、日本文化や日本人の生活について読書しました。本当の日本人の生活は本の内容と同じかどうか、自分の目で
確かめたいし、日本文化を知りたいです。今、ホームステイをして、本当の日本人の生活を体験したり、学校の授業で勉強出来ないような事を勉強しました。本当に充実してい
ます。 日本は中国と同じように、地域によって方言が異なります。方言の中で育ち、暮らしている私達にとって、それはいわば着慣れた普段着のようなものです。気取らずに
伸び伸びと、自分の気持ちや感情を表すことができます。方言はその地域の日常生活に根ざしていて、その地域の人々の親しさを増長させ、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円滑にするの
に役立っています。私たちが今習っている標準語は、東京語が基盤になっていて、日本全国に通用する言語です。共通語を習得するのは当たり前ですが、私は日本に来る前、ど
んな所へ行っても、その地域の方言を習いたいと思いました。成人して、もし仕事で、再度そこへ行く機会があったら、その地域の方言を使い、きっと短い時間でそこの人と友
達になれると思います。沖縄方言は日本でとても重要な言語で、東京から大学の研究者などが、よく調査しに来ることで知られています。今の若い人はぜんぜん使わないようで
すが、私は沖縄方言にも興味があるので、勉強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このように、文化とか、言葉とか、どんなことでも知りたいです。いろいろ体験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そし
て、日本人の友達に中国の文化や歴史、中国人の生活習慣を紹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ここ数年来、中国人と日本人はお互いに不信は深まるばかりのように見えますが、一衣帯
水の隣国で、歴史的、文化的なつながりも深いのに、両国人民がお互いに不信感を抱くのは不幸な事だと思います。お互いに、理解し合い、よく話し合い、両国間の交流はます
ます盛んに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微力ながら、友達を多く増やし、友好交流をもっと深められるよう、頑張りたいです。私の方から、中国の事を紹介したら、きっともっとた
くさんの日本人が中国のことをわかってくれると思います。両国間の交流に自分の力をささげたいと思います。 最後まで聞いてくださって、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演讲的时候很紧张，手心在不停的冒汗！好在老师说我表现得很好，所以已经很满足了！ 今后还要加油！

顧 悦婷的日记



中心考试

2006.10.28

一转眼，就快有两个月了。第一次发现时间过得真得很快！ 昨天参加了他们的中心测试，可想而知，成绩一定是糟透了！

顧 悦婷的日记



宿舍舍生的球技大会

2006.10.31

昨天晚上，在学校的体育馆举行了宿舍舍生的球技大会。 虽说是球技大会，但是因为场地的限制，只有排球和篮球。不过，非常非常得开心！ 原定的计划是晚上七点到九点，分成
四组。共比赛12场，排球和篮球分别6场。 中途，我们可敬可亲的名城校长还专门亲临指导，实在是深受感动！我们用嘹亮的声音念了校训：「私たちは、恐れず悔らず気負わず、
やるべきことに取り組みます。私たちは、暖かみ厳しさ知性を身に付け、感謝と奉仕の心を実践します。」之后校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告诉了我们运动的重要性，还告诉我
们文武兼备的学生才是真正的冲尚学生！最后，校长大人还特别体谅我们的把时间从九点延长到了九点半！感动！ 其实和大家一起打球真得好开心。就算输了，也还是一样欢笑。
比赛中途经常因为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就笑成一团，没有年龄界限，就连老师也笑倒在了地上！比赛的结果其实不重要，重要的只是过程！过程就是欢笑与汗水！ 两个半小时很快就
过去了。 于是一起，一路欢笑的回到宿舍。之后是联欢会！一起分享准备好的蛋糕和点心，一起分享友谊，一起分享欢笑！好开心！ 最后，我想说：『沖○エイサー』。 注明：
『エイサー』是冲绳方言，意思是加油。

顧 悦婷的日记



テーブルマナー

2006.11.05

昨天中午在国际街的一家大饭店里吃了法国大餐，但是主要的任务不是吃，而是学习餐桌礼仪。 看着餐桌上金光闪闪的餐具，一个一个记熟它们的名称和用途，再听着老师一点一
点地讲解，然后实践，感觉真得很好。 第一次尝试吃金枪鱼的鱼籽，果然和想象中的味道一样，无论如何都适应不了啊。 老师告诉我，去北海道的话，就要吃的，所以让我赶快适
应。加油！ 照片里的是我们全班的女生，大家都很可爱吧？现在我们已经像一家人一样了！ （原文）

顧 悦婷的日记



语言艺术

2006.11.07

前几天试着把一篇中文文章翻译成了日语。今天一大早，满怀信心得拿给同学看，大家看了之后都用极其郁闷的表情跟我说“わかりにくいですね。”当时以为这是赞美的话，就很
高兴的拿给老师看，结果却得到了一个小小的打击。原来是因为我翻译的意思让人根本无法理解。 老师对我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想这对我来说，会是很好的经验。老师说：
“语言是一门艺术，翻译也是一种艺术。不要急于求成，关键是你在翻译的过程中体会了多少‘真正的日语’，这‘真正的日语’是指‘日本的な考え方’，是真正日本式的思考方
式，而不是以纯粹的语法来思考。先试着翻译一些短语，再试着翻译一些句子，然后再慢慢的到段落，到文章。这样的话，你的提高就会很快了。” 确实，语言是不能急于求成
的，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加油吧！

顧 悦婷的日记



国际交流会

2006.11.14

就知道小苏同志会很不自觉啊！ 果然不出所料，让我来介绍那个过程极其纠结的游戏——传递爱！ 其实是这样的： 第一个人对第二个人说：i love you。第二个人说：哎？ 第一个
人再对第二个人说： i love you。 然后第二个人对第三个人说：i love you。第三个人说：哎？然后第二个人再对第一个人说：哎？ 第一个人再对第二个人说： i love you。 然后
第二个人对第三个人说：i love you。 然后第三个人对第四个人说： i love you。第四个人说：哎？ 然后第三个人对第二个人说：哎？第二个人再对第一个人说：哎？ 第一个人再
对第二个人说： i love you。 然后第二个人对第三个人说：i love you。 然后第三个人对第四个人说： i love you。 然后第四个人对第五个人说： i love you。 第五个人说：
哎？。。。 以此类推。 就是这样了！ 很纠结吧！ 某人不自觉啊！ 你们看懂了吗？ 我觉得我解释得也很纠结。。。。 （原文）

顧 悦婷的日记



打雷啦！下雨啦！

2006.11.22

两分钟之前，一道闪电划过，紧接着的就是轰隆隆的雷声，不过还没有下雨。 前天夜里倒是下了一整个晚上，直到第二天中午。那是我在冲绳经历的第一次大雨。。。。。。 （原
文）

顧 悦婷的日记



明天出发，目标北海道

2006.12.07

期末考试在同学们的一片欢呼中结束了。成绩也于前天全部出来，总的来说，并不满意，虽然每个老师都表扬我，但是就是高兴不起来。离自己的目标有一定的差距。唯一比较欣慰
的是，现代文的考试，我居然过了平均分，还过了很多！ 发现有很长时间没有写日记，除了考试的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是，宿舍的电脑坏了！任何网页都打不开！所以自然写不起
来。。。 在这里要纠正一个错误，王同学说这里傍晚会冷，其实冷的只有她啊。我个人比较抗寒，还不觉得。现在外面在下大暴雨，是我在冲绳见过的最大的雨。。。还时不时地
有闪电和雷声。。。 明天就要修学旅行了。很开心，有点兴奋。今天韩国组和澳大利亚组已经出发，所以班上少了不少人上课，于是课就变得很混乱，基本上都是在看录像，古典
可居然看了动画片，叫什么名字记不清了，昨天看到今天，用了2小时才看完，正好两个课时。。。。明天我们北海道组和伦敦巴黎组就要出发了。 很详细的计划，感觉很充实，也
很期待。真想快点出发啊！有点担心明天早上起不来，负责我们的老师说5点50就要从宿舍出发了！真得很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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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天纪念

2006.12.19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奥，昨天是我们到日本的第一百天！！！ 热烈祝贺一下！！！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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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上报纸了。。。

2006.12.26

今天宿舍的老师会对每个房间进行大检查，明天是冬季特别授课的最后一天，早上两节课结束之后，就是结业典礼。后天还是正式放假。而我也要开始我最长时间的一次
HOMESTAY。很期待。一共有两家，有一点遗憾的是两家都在冲绳本岛的南部。其实很想去北部看看，那里有一直很想去的海洋水族馆。但其实南部也很好啊，比如那霸，这个我
已经生活了3个月的城市，很喜欢这，因为有我很喜欢的我的高中。 昨天写了一篇短文，真得很短，就200字。内容就是我对学校的看法以及这三月来的感想。今天老师找我照相，
说是报纸要用，下了我一大跳。老师问我紧不紧张，说我就要变成有名人了。。。我笑。呵呵，等上了报纸，一定拍照给大家看啊！ 2月2日，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考试——日本语文
章检定2级。加油！ （原文）

顧 悦婷的日记



寒假小结

2007.01.10

12天的寒假一眨眼就过去了。。。。 12天的寒假，一直homestay。。。。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homestay，认识了很好的两家人——湧川和大石。 特别是在湧川先生家里，6天的
生活，我也许一生都不会忘记。家里有三个女孩子，果然还是和有孩子的家庭比较好交流，特别是年龄相近的女孩子。湧川先生是个极其喜爱音乐的人，所以在家里成立了一个乐
队。湧川先生担当吉他，大女儿梨沙担当贝斯，二女儿沙也香担当鼓手，小女儿由香担当键盘手。在湧川先生家的六天里，湧川先生很热心的教了我们如何弹奏吉他和冲绳独有的乐
器——三味弦。 利用这12天玩了冲绳的很多景点。去了位于冲绳本岛最北边的世界最大的海洋博公园，以及在冲绳本岛西北部的屋我地岛和古宇利岛。还去了位于冲绳本岛中部的
琉球村，东南植物园和中北部的北谷町。最后去了南部的冲绳之战的遗址——旧海军壕公园和冲绳文化王国——玉泉洞。 此外还看了电影，打了保龄球，吃了韩国料理。最重要的
是第一次在日本过了日本的新年，吃了御せち料理，拿了「お年玉」还和湧川家人一起新年的第一次「初詣で」。 很开心的新年，很开心的寒假，很开心的homestay。。。 昨天
起开始高二的第三学期，这个学期要继续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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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开始变成了到高中3年级

2007.02.05

从今天开始了新高3体制。所谓，从今天开始我成为了到高中3年级。从理科为文科转移，属于了更加一号好的文科级。全体，真面目在学习，真的学习的气氛溢出。想从现在开
始，更拼命学习。下周的期末考试为目标。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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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业式

2007.03.24

今天是全校的结业式。 明天开始放春假，我也要开始个人的旅游计划和春假的homestay。 高二最后一个LHR的时候，班主任哭了。。。 哭得真得很可爱，像个小男孩。。。 虽然
大家都看上去无所谓，但其实每个人都很伤心。。。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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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的生活

2007.05.19

诸位，十分抱歉！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写日记，实在是对不起！ 昨天，期中考试结束之后，同班同学聚在一起吃烤鸡肉串。女孩子们都作着烧烤前的准备，男孩子们一直烧烤着鸡
肉。因为鸡肉的量很多,大家吃得都很饱。我因为胃有些痛，不敢吃得太多。 从学校返回，从老师那儿拿到了国际交流基金会的来信，读了信以后，很吃惊。在日本的时间只剩下2个
月了。但是，我还有许多事情想做。因此，从现在开始，我一定要好好干。 各位，让我们一起加油!!!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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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最后的总结作文

2007.06.24

从老师那里收到这个这个消息的时候确实很吃惊。 时间过的真实快啊，十个月的留学生活就这样一晃过了9个月。和周围的好朋友们说起的时候，她们也都吃了一惊。这么一段时间
我到底学到了什么？到底收获多少？我好好的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还记得去年11月的时候，第一次让国语老师帮我修改作文，结果却是满面的红字。而这次，再一次让老师帮我
修改作文的时候，结果却是老师的一句“完壁”。这就是我十个月来想要得到的最好的答案。真的真得很高兴！！！ 现在开始还要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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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最后

2007.07.15

上个星期和大家一起拍了毕业相册的照片。原本不想拍的我，听老师说：“不论你在那里，你都是这个班的一员。”之后，拍了照片。 上周二的时候，我们学校接待了从台湾姐妹
学校来的师生团。我很荣幸的担任了翻译。然后周五的全校高中总结会上，我做了在这所学校最后的演讲。 前天，因为4号台风的原因，全冲绳的中小学校放假，于是一整天呆在同
学家里，为她们做了正宗的中华料理，还教了她们好多汉语。 明天是我参加的书道部为我准备的送别会，然后下周五是班级的送别会和宿舍的送别会。 现在才感觉到真的要走了，
但事实真的舍不得他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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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拉

2007.08.28

已经开学一个多星期了。果然不是在日本，那种轻松的感觉一下子就没有了。 和在日本的同学虽然不能见面，但还是彼此想念着，仍然保持者一周一次的邮件交流。我希望我们的
友情可以天长地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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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2007.10.29

好久都没联系了。。。大家好吗？ 日语水平又提高了吗？ 我们学校最近考试很多，所以都没有时间和大家联系。。。 见谅啊。。。 交流中心的老师要来南京看我们呢。。。很期
待。。。 老师要和我们联系哦。。。 下周期中考试，希望自己会考出好成绩。。。 然后要接待名古屋东邦高校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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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考试

2007.12.03

昨天刚刚考完一级~~ 感觉还不错吧~~ 比较郁闷的是听力，感觉他们说得太快了~~ 真得很希望自己能过啊~~ 大家考得怎么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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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见！

2008.01.25

大家好吗？ 好久都没见面了~~最近忙着期末考试，所以没有时间来写日记。不好意思啦~~=^-^= 一眨眼都2008年了！ 给冲绳的同学和老师们寄了贺卡和礼物，收到他们回信的
时候好开心呐！ 原来的同学基本上都定下了要去的大学~~可我和州、兰都还继续在高二奋斗！ 之之和沙沙都去日本~应该会和老师们见面的。 大家也要加油啊！！

顧 悦婷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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