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

2006.09.18

为什么好不容易写的一篇没了？？？？！！！！ （原文）

蘭 鈺珂的日记



满怀希望地写一篇……[所有保护措施都做好了！]

2006.09.28

住在别人家真的很幸福，很多事情都不用自己担心，但也辛苦他们了，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他们！ 讲讲学校吧，我上高一下，我在国际班，全是女生，很热闹。大家都很热情，常
常帮助我，我感到非常温暖。第一周是运动会，进行了2天，校长在开幕式时把我介绍给全校的，我好紧张啊，在台上都语无伦次了，哈哈。。。比赛时无论选手还是拉拉队都很兴
奋，虽然都是女生，但加油声吼得震天响！我们班排球一举夺魁，大家都兴奋至极，总名次年级第4{8个班}，全是女生哦，第4很不容易了，其中还有和男生的比赛呢！最后班主任
饭岛老师奖励我们请我们吃哈根达斯，大家都辛苦了！ 我在这里上的课程有现代文、古文、英语、家庭、体育、数学、生物、保健、音乐、政治经济等。文科都很难，古文能看懂
的只有汉字，语法跟现在一点也不一样，不过有中国古文，据说日本古文源于中国古文，所以学中国古文有利于学习日本古文，中国古文我当然是没什么问题，但把它译成日本古文
我就完全不懂了，其中有《诗经》、《孟子》、寓言故事、古诗词、成语等等许多许多。日本古文我只能凭汉字看懂一点点，其实语法并不难，慢慢学应该能掌握的。现代文比古文
好一点，但我速度完全跟不上，不会的词语太多了！数学简单，学得多但是并不深，高一学我们高二的内容，不知道高二会不会变难。生物比我在中国学得多多了，涉及的面很广，
跟数学一样，也不是很深，学到了很多新知识，很有意思。理科都能接受，因为没什么很难的单词。英语好难啊，同学们写的演讲稿我都看不懂，老师还说这些写的一般般，这里英
语要求的词汇量很大，我4年没碰英语了，全都忘掉了，不过英语课我都能听懂，老师讲得比较慢。我上的第一节家庭课是做鸡蛋盖浇饭，5人一组，很快就做好了，很好吃，但做
法都忘了……吃自己做的饭真的很有成就感，要是每天都有这样的课就好了，可惜后来的家庭课都是在讲营养学，没有做饭有意思。下周考试，我都参加，所以现在在疯狂地补文
科，加油吧！！！！！！！！虽然不会，但尽力而为！！！！！！！！！ 考试之后秋游，去儿童忍者村[不知道翻得对不对]，好期待啊！ 马上是中国的十一长假，6号是中秋节，祝
大家节日快乐！ （原文）

蘭 鈺珂的日记



流行的言词

2006.10.01

マジ=真的 きもい=心情恶叫的 うざい=吵闹的 微妙 超 （訳文）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蘭 鈺珂的日记



下周考试

2006.10.01

加油！！！ 虽然都是没学过的，考0鸭蛋也有是可能的…… 不管成绩怎么样，体验体验日本的考试嘛！ 大家国庆节快乐！

蘭 鈺珂的日记



中秋节的日记

2006.10.07

10月6日的日记 校外研修 我是伴随着吧嗒吧嗒的雨声醒来的，这声音听起来真不祥…… 果然，去忍者村的计划被浇了……为什么？！运动会也下雨，校外研修也下雨，每次的大好心
情都会被浇得拔凉拔凉的，沮丧 上午是去大学参观学习，基本上都在讲英文，听得我云里雾里的。中午饭是在大学食堂吃的，超好吃！意大利面、大块大块的炸鸡肉、杏仁豆腐……
最后还给我们上了米饭和酱汤，撑死了！为了这顿丰盛的午餐，每人要交纳400日元…… 下午先是去一个美术馆，其中一小部分是川端康成的资料展，其它大都是一个叫东山魁夷的
画家的油画。那些画都很美，我挺喜欢这样的画风的，朦朦胧胧的，没有过分写实也没有那么写意。画得基本上都是自然的景观，又像是作者的梦境。说他浅显也浅显，不像那种抽
象画让人始终不得其解，画中自然的美任何人都可以欣赏。说它深刻也深刻，它能让人们在德意志小巷的掠影中感受到德国人庄重中透着点情趣的生活气息；在秋天枫叶迷人的色彩
中感受到生命的绚烂华丽；又跟随着精灵似的白马的步伐感受到大自然的深邃与无穷…… 接受完艺术的熏陶之后，我们来到非常有名的善光寺。在善光寺大殿的前方有一个香炉，据
说用手把里面的烟雾扇出来薰以下脑袋会变得聪明。进了大殿的外殿，看到了一个叫宾度罗{binjiru}的菩萨的塑像，人们抚摸他的后脑勺来祈求病愈，那个后脑勺被摸得锃亮锃亮
的。然后到了正殿，大家都很虔诚地拜佛许愿，参观指南上正殿的照片拍得十分华丽，金碧辉煌的，其实里面只能看见一个很大的如来佛塑像，其它的摆设只能在星星点点的反光下
隐隐地感觉到，神秘兮兮的。正殿的最里面是okaidanmeguri,不知道用中文怎么说，是从楼梯下到一个漆黑的回廊里，真的是一点光线也没有，比闭上眼睛感觉还黑。在里面要把
右手举到齐腰的高度，摸着墙壁前进，最后要在墙壁上找到一个叫极乐锁{gokuraku no jyoumae}的锁，找到了据说就可以和密藏的主佛结缘。那个锁很容易就找到了，挺大的，只
要顺着墙摸就能找到。找到之后，就忽地重现光明了，感觉就像摸了锁之后一扇门就被打开了似的。其实里面感觉蛮恐怖的，当时特别担心有什么岔路之类的和朋友走散或走不出来
了。最后发现出口就在入口旁边，看了导游图之后才恍然大悟：我们绕着戒坛转了一圈。出来的时候我抽了一支神签{omikuji}，大吉！我人品好，没办法！！我还在那买了一个木
雕的小马的护身符，好可爱的，也好贵的…… 我发现日本人都很相信占卜，也相信自己信奉神灵能给自己带来好运。把神灵当作心灵的寄托，也许是给自己的愿望假想的一种保障，
相信宿命但不听天由命，实现愿望自己的努力也是不可少的。我觉得，人最应该相信的是自己，自己就是自己的神，不是吗？ 后来到了土特产的小街上，东西都好贵的。我买了一
个oyaki，是这里的名小吃，虽然长得不咋地，但很好吃，还有点中国的风味呢。 今天是中秋节，但这里的月亮被乌云遮住了。月是故乡明，不知道南京的月亮是不是又大又亮。天
涯明月共此时，即使这里看不到月亮，我心中的明月也会升起，希望所有挂念着我的人能看得见！ （原文）

蘭 鈺珂的日记



试着碰～～～～

2006.10.07

「akeome,kotoyoro」是什么意思？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蘭 鈺珂的日记



考试

2006.10.07

第一次体验日本的考试，范围基本上都是我来之前学的内容，所以这次成绩不要紧，下次就要和大家一样了。 英语：分两次考，考前疯狂复习的，关于ET小说的问题都答出来了！
另外一次文法的就不行了，希望及格…… 数学：简单！但是手生了，又由于是日语看问题速度也慢了，最后来不及检查…… 现代文:3篇阅读和十几个汉字检测，没有作文，前两篇是
课内的，好像是议论文，没看懂，是在我来之前教的。最后一篇是课外的，都看懂了，比二级的阅读还要简单一点，不过问题不是选择题，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古文：我只会汉文
的翻译…… 生物：蛮难的，好多没学过，也有好多外来语 政经:完全没概念，不过都是填空题，还是填出来了一些，如果中国政治考试也是填空题就好了…… 总之，“考试无国界”
日本考试和中国考试么什么很大的区别，只不过铃声没那么刺耳，那种钟声貌似是全国统一的。 （原文）

蘭 鈺珂的日记



笨笨日记

2006.10.14

昨天 交流中心的老师来看我了 先来看我上古典课的 一起吃了饭 还见了下两家homestay的妈妈 每日新闻的记者来采访我了 我才发现我在这写的日记不光是给同学和交流中心的老
师看的 吃饭的时候我都僵掉了 我发现大人讲话我听不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问题才好 我说话语无伦次 老师肯定觉得我很糟糕 对不起，不过我会努力学的 谢谢交流中心的老师这
么关心我，还特特意意地来看我 谢谢Togashi老师，谢谢Hori老师

蘭 鈺珂的日记



成绩下来了

2006.10.16

考试成绩下来了，我高估了我的心理承受能力……ショック…… （原文）

蘭 鈺珂的日记



祝妈妈生日快乐

2006.11.07

今天是妈妈的生日，happy birthday!! （原文）

蘭 鈺珂的日记



盒饭制作

2006.11.07

　我上星期一直为我自己作了盒饭。学校很近，早上的时间不很紧。以前，没有一个人作过菜,不过，家族的妈妈很热情得教了我。做盒饭不是很难。冷冻食品的使用方法非常简
单。最难的是迫使用蔬菜时。因为火控制得不太好，常常把蔬菜烧焦，味也不好吃。进步必须得练习。我会努力！吃自己作的菜，很开心！ 　大家抱歉，我忘记照片，下一次一定
发表。 （译文）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蘭 鈺珂的日记



做蛋糕

2006.12.03

上周在ホストファミリ的姐姐的辅导下做蛋糕，中国好像很少见到在家里做蛋糕的，日本超市里做蛋糕的材料应有尽有，家里面也很齐全。我们做的是比较简单的苹果蛋糕，不过毕
竟是第一次，用了很长时间，也不算成功，最后出来根大饼一样，倒出来的时候还一不小心弄散了……其实味道还是挺不错的。做完苹果蛋糕我们还作了红薯和菓子，很成功很好
吃，那是应为基本上是姐姐在做。没关系没关系，时间还长着呢，我总有一天能做的又漂亮又好吃的！！！！ ps.这周考试，时间挺紧的，成绩还没有全部出来，英语考试我都及格
了，难以置信，我太happy了！！！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啊，我考前很认真地看了英语了，不过由于时间有限，付出的代价是政经等科目一个字没看…… （原文）

蘭 鈺珂的日记



又做了蛋糕

2006.12.09

薯蛋糕，形象比上次作的漂亮，勾起了食欲。因此，试吃后，拍了照片。^-^ （译文）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蘭 鈺珂的日记



haha

2007.01.03

　新年快乐，最近我kutchane做着，胖了。。。。。。每天悠闲，过分写的心情没有，简单地写吧。 　妈妈，与姐姐一起把除夕菜和年节菜做成了。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真的好
吃。诸位年节菜也吃了吧？怎样？ 　去姑母见n的家，遇到了很多的亲属。全部多嘴多舌是有趣的人。热闹的气氛犀牛Ko!!!!!!!!!!!!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蘭 鈺珂的日记



hoho～～～

2007.03.17

必须认真地写感到哎呀，长的间一直没写的气，一次…最 近写了的大概新年的时候吗。自己感到有感情与其说有一般认为是现在写的懒汉的担心，不写，大家中没有存在感。写？好
不 容易写的心情来了(异怪的文…什么)。归结最近的生活说吧。 　去年的年末，我进入了一边有复杂的心情，一边新的主人家族。这个复杂的心情是对前面的主人家族的心情。说不
定谈这个事的话变得长。很强地感到在那个主人家族有的时候对每次父母做邮件的每次里(上)哭出身那样相当远地离开的事。招呼着每天，「爸爸」，「妈妈」，也已经「??」
「??」的意义看不到了。 　主人家族的妈妈对我这样说了，「我们不是女儿，作为留学生对待着你」。当时，认为那个言词厉害地冷的，怀乡病激烈吗。但是，如果冷静考虑，明
白了这个不是当然的事吗。我自己作为留学生人应该交往。不能很好地生活的我，也有被那个妈妈严厉地说了的事。心情坏,不过，这个以前，对父母净是撒娇的我不被听得见。并
且，父母也明白了一直忍耐这样的拙笨的我的事，厉害地后悔着。这样的年的我应该理解父母。逆忠言耳朵，主人家族的妈妈很强地总是对我说忠言，听了的时候苦,不过，明白了
学习生活的事重要，试着有自信的事重要等很多的事，自己这个刚刚四个月之间早点增长了感到。感到了分别了的时候，对妈妈中文对我说了「加油」，gyuu和身体强的力量象被
注入了一样的心情。妈妈，谢谢，我一定努力!! 　现在的主人家族轻松愉快的气氛溢出。全体也明亮可爱。这个家族朋友多，这个，我是种种的成为了人和朋友，中国人的姐姐也在
那个中，高兴的～～可是，由于那个原因，去了广岛的时候，买土特产使用了很多钱(玩笑)。a，对了，现在的主人家族的人很好地记玩笑在我上，我非常喜欢。同学们是与全体我
出色的留学生想，不太记玩笑，这个也至今烦恼之一。因此，现在，非常喜欢玩笑的话了。 　最近，旅行多。是2月的时候，参加了在轻井泽被进行了的English Camp。对于不太
能英语的我，那个三天真的严重。要交流，言词一边考虑重要，这个，稍微一边成为了怀乡病。现在在日本的我想用跟人的会话，想办法会说不太有说中文的机会，日语,不过，正
是中文对另外的人确实能表示我的心情。kedo，那个三天也有快乐的事的------滑冰，而且首次挑战！全然不能,不过，变得憧憬风那样的快的速度一直一直练习着三小时，最后，
运动音痴的我出乎预料稍微出现，高兴，百折不回也能可称作吧～～笑。是除了滑冰以外，在宾馆的阳台什么都不考虑，凝视冬天的景色身体也使舒畅的好的放松。是应该学习英
语,不过，那个三天，对我来说最印象深刻的恐怕，那里的景色假名(富余)。是旧历新年的时候，留学生的集合，不很长地写，不管怎样，那在我的留学生活中的最高的每天!!!也去了
三月的开始，又的去了东京进修，横滨的唐人街。确实中国的气氛溢出,不过，在意了的，是那里的物价的高度，那个与中国完全不同。 　那么，必须面临旅行后，试验的结果，
太，非常严重……反省中～～～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蘭 鈺珂的日记



照片

2007.03.17

在唐人街吃了的￥１２６０日元面条 女孩节:主人家族的雏先生 　　　　　一起做的广告单寿司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蘭 鈺珂的日记



wa！

2007.04.11

住在隔壁的阿姨家养得柴狗「樱」生孩子了，特可爱的!!!!!!!樱，真辛苦了!!这件事是3月份的事，相当推迟了。3月份,真的发生了各种事情。在三月里我过了生日，很多人都给我祝
福，我很快乐，大家给我各种各样的礼物。 新学期已经开学了，可是，我经常睡懒觉。确实「春眠不觉晓」。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蘭 鈺珂的日记



已经马上体育节

2007.04.28

马上要有运动会了。 可是，体育方面我不太行。 但愿不要托大家的后腿。。。。。。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蘭 鈺珂的日记



迟到的日记———充实的GW

2007.05.28

黄金周的前半部分，我拼命做了作业。电影也稍微看了一些。 4月29日有真田祭祀。真田祭祀是为了纪念真田幸村进行得祭祀。很多人穿着从前的武士，忍者的衣服，走在路当中，
好帅！除此以外，流动面条啦，猜谜啦，狮子舞啦，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真田祭祀从上午10点开始一直到下午3点才结束。为了不忘记古人，也为了保护古代文化，这里的人们每年
都举办真田祭祀。我认为非常好。(突然结尾用「です」，「ます」是为了尊重古代文化～～) 五月一日我校开了运动会。天淅淅沥沥下着雨,但是，大家精力充沛。特别我所在的八
组，全体人员都是女同学,不过，绝对不输给男同学，最后漂亮地取得了第三名。真得非常感动!!运动会的内容也很有趣，与中国的运动会完全不一样，跳马啦，二人三脚啦，二十人
二十一脚啦等等，都是我首次看到得。虽然因为我跑得慢，没有参加障碍物接力赛,但是我一直在边上看着，觉得该项比赛也很有趣。比赛不用手，用嘴从面粉中找出小甜饼干自己
吃。选手们的脸都被面粉染成雪白色。。。。。。是谁想出这样的比赛的呢。还有，各位老师也参加了接力赛，老师们跑得身姿各种各样，特别可爱。运动会一结束，天气就晴了下
来，真是得，这天气有意与我们做对!!!运动会很累，但我们都很快乐。 　GW的后半部分我去旅行了。去了高山的飛騨。高山是一个古老城市，它是江户幕府的天領地，当时设置代
理官员。现在那里还保留了以前的风貌，它被人们称为小京都。 那么，要说飛騨，它的代表就是飛騨牛肉。飛騨牛肉特好吃!!哎呀，对不起，肚子又饿了。。。。。。我还想再吃飛
騨牛肉。为了要吃飛騨牛肉，就必须更加努力！ 离开飛騨以后，我还去了白川乡。那里有世界遗产的合掌构造。据说从前，平家和源氏打战以后，平家输了以后逃到那里，最后一
直生活在那里了。合掌构造是那时家的构造。 　由于时间关系，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白川乡，我就出发来到了能登半岛。对着大海看了好久。 　「哎呀！
海。。。。。。。。。。。。。。。。。。。。。。。。。。。。。。。。。。。。。到处是水」(笑) 终于，我回到了七尾阿婆的家。晚饭是吃美味得生鱼片。那种食用感觉，我一
生也不会忘记，非常满足。那天晚上我家附近有祭祀——或者看山节。刑警山是非常大艳丽的木制花车。几百个人一起拉着花车。刑警山虽然很大,但是，除了规定的小道以外是不
能通过得。因此，调整方向的人很了不起。拉花车的时候也很可怕。因为花车很重，所以它只要一动，速度就非常快。因此，看上去就好像是人们在追赶着花车一样。其中，有些人
跌倒了，有些人鞋也脱落了。不注意的话，非常危险。花车很大，在窄小的路上，一点也没有宽余，有时，有可能撞上电线杆子。 　GW中，我还去了金泽。它是有一百万个石头组
成得。在那里，还有点心展览会。展览会上陈列着很多看上去好吃的点心。我感到非常幸运。日本的点心真得太棒了，为何说日本的点心很棒，是因为它很有味，(笑)。然后，我去
了Vuitton。它的设计虽然漂亮，但我不知道它为何这么昂贵。 　日记就写到这里。 最后，让我在这里对一起参加旅行的A，B，C，D，E，以及一直照顾我的阿婆表示我的谢意！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蘭 鈺珂的日记



体育。。。。。。

2007.06.03

昨天，我参加了某体育的会。 我体育方面不行。。。。。。 虽然我觉得搞运动的人很帅,不过，我想我永远也不会那么帅。。。。。。 最近，有很多全国大会，我校上星期举办了欢
送会。选手们都很帅，我非常憧憬～～～ 昨天，街上到处是穿射剑服的学生。就像死神一样!! 今天6.1，是儿童节，恭喜大家！ 我们还年轻，好像有些成年人还在享受儿童节的快
乐。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蘭 鈺珂的日记



坐禅

2007.06.13

最近，我去体验了一次坐禅。 坐禅是在山中一个很安静的小寺院中进行的。 在坐禅之前，住持为我们介绍了寺院的情况。 它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寺院。非常意外的是，它与中国有很
深的关系。在那里，有极好的屏风，上面写有「出师表」。在隔扇上还写有「桃花源记」。。。。。。 终于到了坐禅的时间。做了所说的结跏趺坐趺座位(ke或者fuza的)痛的坐相。
整个坐禅过程非常安静，有一种全世界都安静下来了的感觉。在自己中也安静了，头中，什么都没考虑。住持说了「这个时候的自己是真的自己」。请坐禅的时候，「警策略」也体
验了，象不瞌睡一样地打右肩。稍微痛。 因为佛教是从中国传来了到日本的，中国坐禅某也沸腾。最近，用网络调查是明白这个的。。。。。。在日本，体验各种各样的东西，变
成了真的好的学习。 顺便，还是因为下周是期末考试，最后的试验，后悔之类不残留不是？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蘭 鈺珂的日记



稍微没附有

2007.06.16

昨天，星期五，课程终于结束了！让我们高高兴兴地迎接周末吧！在电车上，我考虑着文化节的合唱曲的旋律。歌曲是叫Mamamia的英文歌曲，它是非常可爱的歌曲。突然，我注
意到了，窗外的景色很不同——车站已过了。。。。。。 我只得走回去。。。。。。所幸运的是，我没有迷路!!平安地到达了家。但是，当时我已经非常累了，下周还有考试，书包
里放了很多书本。。。。。。。很沉！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蘭 鈺珂的日记



不幸运(2)

2007.06.21

首先，让我先向大家说明一下我是如何去学校得。 首先，骑车去家附近的车站乘坐电车，到了学校附近的车站下车后，再骑车去学校。 前几天，课程一结束，我就回家了。象往常
一样，我乘坐电车，在家附近的车站下车以后，准备骑车回家的时候，才发现钥匙没有。糟了。。。。。。是忘在电车上呢，还是挂在停在学校附近停车场里的自行车上的呢。不管
怎样，我不得不返回学校附近的车站。。。。。。 我很幸运，钥匙挂在停在学校附近的那辆自行车上。我终于安心下来了!!!!!!如果那辆自行车上没有我要找得钥匙的话，我准备向
车站的叔叔（管理人员）商量。。。。。。 钥匙找到了，我当然高兴,但是，我很希望这一世界不需要锁。 另外，上次期末考试的时候，我很努力,甚至于拿着书睡着了,但是，结果
将会是怎样的呢？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蘭 鈺珂的日记



呀喝

2007.07.31

各位大家好，我27日回到了中国！ 28日到达南京。南京现在非常热，可能大家想象不出来，气温38度!!!据说因为炎热而已有人不幸去世。。。。。。真可怕！ 从现在起，我要好好
学习了，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还想去日本游玩！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蘭 鈺珂的日记



LARAla

2007.08.03

回国以后，与父母，朋友一起玩。向大家介绍了许多有关日本的事。但是，好像日语有点忘记了。我以后学习会更忙，与日本人的交流机会也将越来越少。我感到非常为难！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蘭 鈺珂的日记



大家好～～～～

2007.11.07

　好久不见！ 　从哪说起才好呢。从日本的悠闲生活进入到了超累的中国的高二生活，真的很辛苦。每天每天，都像战争一样，我还常常失败，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说日语的心情
也没了，已经很差了。在这勉勉强强地用日语写的日记，大家能看懂吗。 　上周日，桥本老师和什么什么老师(名字忘记了，对不起)来到南京，和我们一起吃了饭。好久没有吃到日
本菜，我一直吃到肚子受不了。别人都不停地说着话,只有我，像个馋鬼一样。。。。。。其实，想说得很多,不过，就像被什么堵住了一样。。。。。。老师们特意来到这里，并
且，鼓励我们，真的谢谢。在一起的时间很短,不过，我非常高兴。啊，对了，我还拿到了生日的熊，超感动。谢谢！ 　下周期中考试，数学的课题多死了。化学的课题难死了。我
想要睡觉！已经12点半了，晚安。。。。。zZZ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蘭 鈺珂的日记



又见到了日本高中生

2007.11.17

今天，我们学校举行了和名古屋东邦高中的交流会。隔了好久后，我又见到了日本高中生。 我们班唱了「3月9日」这首歌。好象很受欢迎。之后，东邦高中表演了看起来很难的跳
绳，也跳了舞，非常热闹。 之后进行了分组交流。我参加了书法·绘画小组。今天学了水墨画。大家都没有画过，,不过，竟然都画得很好。佩服。与其相比，我学过日语，也学过水
墨画，翻译的时候，说不定说出了很怪的词，让大家觉得很差劲。。。。。。 总之，今天的交流，我很高兴。明天还有，我要继续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蘭 鈺珂的日记



d

2008.01.06

d

蘭 鈺珂的日记



累死了～～～

2008.04.30

今天去徒步旅行了！ 据说有15km哦。。。 5个小时左右一直都在走路也 沿途也没什么漂亮的景色。。。 只是一个劲地走路 现在身体发软，好累哦~~ 但是，恐怖的考试之后，拼
命运动，一直到身体不能动弹位置，反而是种放松呢。。。 什么都不想，头脑一片空白（现在的状态。。。） 这样就足够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蘭 鈺珂的日记



aha～好久不见～

2009.01.26

大家好。春节愉快。 已经很长的间没在这里写东西了，恩，从哪里说起才好呢。。。日语水平也不如以前了。。。 恩，回到中国之后辛苦了一年半终于有了成果，终于顺利通过了
大学的推荐考试。现在非常高兴。然后，2月初要去参加为期六天的交流会。虽然能去东京但由于是日本财团组织的，属于团体活动，或许不能见老师们了。十分想念。。。。。。
恩，暂且，在这里提前问好了。什么时候自己去日本一定见见老师们。现在开始，为能到日本而努力地挣钱！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蘭 鈺珂的日记



写给こじま老师

2009.01.30

对不起。因为不知道怎么把日程写在联络板，因此就写在日记上了。我收到的就是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变化。。。。。。 ２月×日　下午　财团表敬访问、入住宾馆 ２月×日　
上午　参观××博物馆 　　　　　下午　参观××大学 ２月６日　上午　参观电视台 　　　　　下午 自由体验 ２月７日　回国 完毕～～～～～～～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蘭 鈺珂的日记



偶不会说日语了……

2009.02.08

谢谢交流中心各位老师的招待~让我在日本的这几天过的很充实~谢谢了！还要跟桥本老师说声对不起，我忘记给您打电话了以致您等了很久。 以后老师们如果到南京一定要狠狠地
剥削我啊~要不然我都不好意思了~ 怎么觉得我中文也写的很奇怪呢……

蘭 鈺珂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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