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到东京

2007.09.05

昨天来到东京，心情是蛮好的啦。我们观光了一些地方，东京真得很美，老师们很热情，同学们也很好交。应该是刚到日本的问题，老师们说的话有些很难理解，我相信刚到的时候
应该都是这样的。 来到住的地方很干净，我们是每个人一个房间有点害怕。我给爸爸妈妈打了电话，但不知不觉地就哭了起来，不是因为想回去只是有点想家了。 我会在日本的这
11个月里克服困难，努力学习日语。

裴 東梅的日记



！！！！

2007.10.12

来到日本这是第2篇日记， 别的孩子都写了好多好多。 我也应该常来写日记了。 我的第一个接待家庭已经结束，现在是第2个接待家庭。第一个接待家庭是个中国人，过得蛮开心
的。现在呢是来接我的那个老师，以前老师天天接送我，上学很方便。我很可能要换很多的接待家庭，所以对我来说很累，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可以体验到很多家庭的生活
习惯，和别人不同。什么是都往好了想就好了。 休息天我们会到一些会津有名的地方参观，我去过了很多历史故事悠久的地方，尤其是会津的鹤城，还有日本第3大湖，还有山。
冬天还可以去滑雪呢！！也去了别的城市，叫群山的地放。 学校的老师们，同学们都很热情，对了我在这个学校碰到了我们中国孩子，还是和我一个民族的。见到他们真的好高
兴。有的时候会一起去吃饭什么的。 我到这里来感觉到了很多和国内不一样的地方，特别是在学习上完全和我们学校不一样。我到这里来到现在只上了12天的课。不是休息就是学
校有活动，国内就不会这样，没有上一天可就会不会来的，所以我感到很惊讶。 这样对孩子们没有学习上的负担，但我们学校就不会这样，学习压力很大，为了考上好高中学习学
到3点多，但日本的中学生就不会。 我常常和接待家庭的妈妈一起做韩国料理，中国料理，因为我很喜欢作料理。不好吃他们也会说很好吃。 到日本已经1个月了 我也慢慢习惯了这
里的生活习惯，但是饮食上现在还是很累。 什么事都是见到了暴风雨有才会变得更好，我也一样，虽然现在很累也很想家但是我一定能克服自己的。

裴 東梅的日记



111

2007.10.13

这就是3年一次的学校节日。 开了2天，但第一天因为感冒发烧没有去，但是第2天和朋友们以期玩，真的好好玩，第一张图是我们做的也有我一份。 每个班都会准备些活动，我们
可以随便逛。还有别的学校的学生还有，家人也会参加。真的是很开心的一天。

裴 東梅的日记



真的好开心。

2007.10.15

昨天是国际料理节，所以我们一家去了。 早上我们没有吃饭就去了，就是为了多吃点东西。到了那里我第一个找的是中国料理，还有韩国料理。中国料理里有饺子和大麻花，我们
各买了一份，真得很好吃。然后去吃了韩国料理，那个也不错。吃各个国家的东西，几乎都吃过了。但是还使觉得我们国家的最好吃了。。。。 然后我们去参观一些个国家的衣服
什么的，在那里我见到了很多中国人，还有韩国人，心情真得很好。他们都把自己的联系方法给我，说有事就找他们。我感觉到好温暖。 我们看完那个以后，去了温泉，这是第2次
去温泉。第一 次去的是叫日本一的地方。这次去了东山温泉，洗完温泉是那么的舒服。然后我们就去吃了很有名又对身体很有营养的面。 这样一天就过去了 。 今天我们学校考试
所以我在这里上网呢！！

裴 東梅的日记



和家人做饺子

2007.10.16

前几天，我们一起捉了饺子吃。全部都是自己做的哦！！ 最身体是一级棒！！我们做得都很认真，报的最好看的是我的，呵呵 好像有点自恋。但我得真得很好看。你们猜猜哪个是
我的的？？ 天天我们都会这样一起做料理，真得很开心。虽然我不是很喜欢吃日本料理，但是我现在很努力，什么都会试一试的。 总有一天我会喜欢上日本料理的。不知道朋友们
吃过纳豆，我是吃不了。 我在这一个月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第一个月因为在中国人家所以，我现在的日语真的好差，我好担心我回国的时候我的日语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裴 東梅的日记



雨中散步。。。

2007.10.19

今天放学回家的时候，下起了雨来。 我有没有带雨伞，一起回家的朋友们也没带，我们就那么出去了。在外面我们就那样也不打伞，一边聊天一边走，每个人的步伐都很快但是我
们依然还是慢慢悠悠的走着。 但是雨越下越大，我家是最远的了，所以先到了朋友家借给了我雨伞，所以很顺利的回来了。 到日本来第一次在雨中散步。很有意义的一天。不知道
会不会感冒。

裴 東梅的日记



我又搬家了。

2007.10.22

昨天我又搬家了。 这次比上次还要远的家，这是一个大家庭 ，有奶奶，爸爸，妈妈，还有二个哥哥 ，还有一个姐姐。还有二条很可爱的狗。这里不是楼房，是个2层的房子，庭院
里还有假山，有很多菜地，还有很多我从没见过的蔬菜，有水果数树。真的很好，这就是我一直想来的家庭。我希望住在大家庭里，早上起来可以闻到新鲜的空气 。但是我在这里
只住1个星期。下周又要走了，不知道下个接待家庭是什么样的？？

裴 東梅的日记



在福岛...

2007.10.29

我昨天和家人去了福岛，在路上看到了红叶真得很漂亮，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山，山上长满了数，每一棵树的颜色都很漂亮，现在是最漂亮的季节。 每一个树从下到上都不
是一个颜色，上面还是 有点红红的，下面有点黄色，反正用语言是表达不出来了。 但是昨天发生了很不愉快的事，我们到福岛办完事以后，就去商店了，但是在商店里看到了中国
人，我还傻了吧叽挺高兴的呢1!但我没有主动说话，他们竟然用汉语骂我，我张的就那么讨厌吗？？说我穿的衣服是自己想要得，但是太贵了卖不起，最难听的是“这个小逼仔子穿
上了。。 听完这个我都快气死了，然后我就到她前面说了你们那个嘴是用抹布擦过了还是被牛粪擦过了，怎么就那么脏呢？我这么一说他还来气呢！！然后我就说你们怎么那么不
文明呢？？到了外国还那样，对不对中国脸呀？我们中国有你们这样的真感到惭愧...等等听完那些话我都不好意思给这些日本人翻译。 这样昨天就很不愉快怎么可以这样呢？？ 但
是我一个人和 那个人说话的时候真的好想朋友们，要是朋友们在该多好。 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呢？？还有基金会的老师们真的好想你们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呢？/还要等到7月份
吗？/

裴 東梅的日记



和中国同学的旅游。。

2007.11.08

上周6学校的一位老师问我们有没有时间？？说想和我们一起出去玩。 除了我还有一位菲利斌的留学生，还有2位是入着日本国籍的中国孩子。 别人都没有时间但是，我和中国孩子
有时间所以我们就说好去玩了。。 老师带我们去的是盘梯山，还有因为因为火山爆发而形成的胡，我们坐着船看遍了这个湖，还看到了盘梯上，在船上看显得更美。。 然后我们又
去了比较远的地方但都是山，叫あだたやま，我们先吃了拉面，热乎乎的很好吃。然后我们就开始爬这座山，到了上面真的好冷，风很大连气都喘不上来，看到了整个福岛，真得很
漂亮。 回来的时候还给家人带来了那边的特产，家人都很开心。今天我们玩得也很开心。真得很谢谢这位老师。

裴 東梅的日记



高兴....

2007.11.22

上周我又换家庭了，离学校也不是很远，接待家庭的孩子还是和我一个班的， 就坐在我前面。 我们常常一起出去玩，在班级里和她关系很好，是个一个很善良的女孩，学习成绩也
很好，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的，意志力很强的女孩。 家里的爸爸很有意思，常常会和我开玩笑，还给我说很多日本的故事。 妈妈每天很早就起来为我们准备早餐，还有每天的
中午饭。妈妈做的饭真的很好吃，每天都是一心一意做的，吃起来更好吃。 家里还有2位姐姐和一位哥哥，但是都在东京，正月的时候都会回来，那时候就能见面了。我很希望他们
快点回来。 来到这里以后，不知为什么方便了很多，因为是有了和我一样大的朋友吧。 我已经安定下来了，一直住到回去的时候。 真的很感谢他们接待我。我会把这幸福的家庭当
成我的家。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家庭，在这里我是最小的，我一直就想当妹妹了，因为我在家是老大。 你们给我庆祝一下吧！！ 有这么高兴的事。 哈哈！！ 对了我们这里下雪
了！！ 真的好高兴.0...

裴 東梅的日记



孤独！！

2007.12.10

上周星期5和我每天一起学习，聊天的香丽辉中国了！！ 他已经成为了日本人！！ 但是因为想朋友就回中国了！！2月份的时候会回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感到很孤单！我也开始想回
国了！！看到朋友们给我留得言，很感动！！ 还有朋友们给我写的信真的很感动！！ 那天晚上我在床上偷偷的哭！！来日本之前我对我自己说我很坚强，但是到这里却变成了小
孩！ 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裴 東梅的日记



一个好的开始！！

2008.01.08

2008年到了！！ 没想到这么快就2008年了！！ 首先祝每个人在2008年里也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正月那天我们在奶奶家度过， 家人都聚在一起吃很多料理， 和哥哥姐姐们一
起玩游戏！！ 过的很开心！ 还有我们去滑雪场滑雪, 是第一次滑雪！！ 虽然现在滑的还不好但是加油的话 我相信我也可以的！！

裴 東梅的日记



......

2008.01.21

很快5个月就要结束了。。 没想到这么快就1月中旬了，寒假已经结束新的一个学期开始了，还有半年的时间。 我也要为了我的目标好好努力了。 剩下了半年我要多做一些让这里的
朋友能牢牢的记住我的事，每天上学我不知道和同学们该做什么，该说什么。虽然一起吃午饭，但是我大概除了 吃饭不会开口的。我怎样对待每一个人对方也一定怎样对待我。所
以我会努力和他们一起聊天。留下很多很多开心的事。 剩下的半年要努力了。。

裴 東梅的日记



...

2008.01.23

听说有挺多人想要换寄宿家庭？？ 为什么呀？？ 我虽然换了很多次但是每一次换寄宿家庭的时候都会很伤心的。 一起度过的每一天都记载脑子了。有可能现在的寄宿家庭不是很
好， 但是也要感激现在的爸爸，妈妈。 换寄宿家庭不是件简单 的事情。现在有可能觉得不舒服，过的不自在， 这都是应当 的。 不付出那些努力是吃不到甜果的，天天想着要回中
国，或 是我和这个家庭和不来什么的.. 永远不会有感情的.. 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爸爸，妈妈对你的关心不够的时候 首先从自己开始想办法，找一些好玩的话题，一起聊天等等。
你们自己用笑脸和对方说话，对方一定也是笑脸。你付出的努力 一定会有一定的收获。总只在现在的家庭找一些优点， 小小的 优点也是优点， 所以练习赵有点吧。 我也努力和现
在的家庭成为更好的家族。

裴 東梅的日记



2月!

2008.02.04

时间过的真的很快！！ 都2月份了！！ 在这5个月当中， 过的都很开心吗？？ 这5个月的每一天我都没有忘记， 别人认为一件不必要 记住的，不是件什么开心的事，但对我来说每
一件事情都很有意义!! 没想到5个月的生活就这么过去了，我还以为1年是很艰苦的生活，但是并不那样就这么5个月过去了~ 5个月我和菲利斌的留学生一起度过，她回国了！！虽
然有点伤心，但我已经不觉得很孤单，因为我还有朋友们，还有温柔的爸爸，妈妈。 还有一直都和我在一起的小姐姐!!只是比我大2个月，但还是很关心我！！ 我来这个家庭以后，
她有可能变得有点孤单，爸爸，妈妈的爱要分给我所以有时一定会觉得孤单， 因为我成为姐姐的那一瞬间觉得很孤单，家人都注目在妹妹身上， 我成了玻璃人！！ 小姐姐的心情我
能够理解， 真的很不好意思!!

裴 東梅的日记



大年初一！！

2008.02.07

新年快乐！！ 我给每个人拜年了！！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努力学习！ 真的好坏年每年过春节的时候的场景！！ 除夕的12点首先拿着鞭炮，还有很多很漂亮的画竹拿
出去放！！ 妈妈会在厨房里煮饺子！！ 吃着饺子看着电视，真的是个很幸福的场面！！ 今年春节没有吃到饺子到了明年我一定要吃个够！！ 都长大了一岁，更要董事才可以亚11
我也一样，不能还象小孩了！！ 新年快乐！！

裴 東梅的日记



戒网！！

2008.02.10

2月2日开始我把我的赛我网还有我的所有的电子邮箱都给封了。 以前有时间就和朋友们聊天，但是这样我越来越想朋友们！！ 所以我要戒网！！ 戒网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简单的事
情！！ 但是我现在已经实行了快10天了！！ 把中国的事情忘掉，在剩下的半年了一定要做很多不能忘掉的事情！！ 中国的朋友是中国的朋友，不联系不代表以后开始不是朋友！
在日本要和现在的朋友们还有妈妈爸爸！！过的开心！！ 和他们增加感情，回去以后也不能忘掉在日本的11个月生活！！ 戒网！！戒网！！戒网!! 戒网！！

裴 東梅的日记



情人节！！

2008.02.14

2.14是情人节！！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情人节是日本的节日，听家里人说巧克力公司要把巧克力卖出去，所以把情人节这个节日定为送巧克力！ 我们中国是七夕情人节！！ 今天
是情人节，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过的！！ 我和班里的同学们一起买很很多好吃的，一边聊天一边吃1! 过的很开心！！

裴 東梅的日记



和服

2008.02.28

这是很久以前的照片了。 今天拿出来写日记。 我进了茶道部，茶道部生活很有趣。 我很喜欢。 以前开始很多人都说我不像女生，还以为我会做不到呢。 但是 还可以拉1! 这些相片
是在茶道会上我去帮忙照的。 来日之前我想我想穿这和服照相了的， 能穿上还拍了很多照片所以很高兴。

裴 東梅的日记



好难受！！

2008.03.27

虽然有点晚了!! 你们都到家了吗？？ 回家以后又没有大睡一场呀？？ 首先感谢交流基金的老师们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还有同学们的热情！！ 在5天的时间里不知道感受到了多少家
乡的感觉！！ 不管旁边的人用什么样的眼神看我们， 我们都不会在意。 一直用我们的中国话交流！！ 还记得我们21号的见面吗？？ 为什么那么快就到了24号呢？? 在24号的早晨
看到老师们和同学们的送别中我在车上一直忍着快出来的眼泪！！ 到了机场送每一个人的时候还想和他们说一生加油！ 还想和他们说声再见！！ 但已经看不到他们的影子！！ 但
我一直摇着手， 等我出发的时候却不敢再回看老师和朋友们！! 搭上飞机我的眼泪就停不下来了！！ 真的好难受！！ 老师和朋友们就跟我的家人一样！！ 虽然是不同地方的中国人
但咱们永远是家人！！ 咱们一定要常联系哦！！ 我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完！！

裴 東梅的日记



....

2008.04.12

开学已经有 一个星期了！！ 感觉还可以！！ 班里来了为法国人！！ 但是日语不是很好!! 就坐在我的后面！！ 新学期开始, 每个人都有着目标1! 我也得努力了！！ 没想了时间过的
这么快！！ 只剩下3个月多一点！！

裴 東梅的日记



樱花！！

2008.04.25

上周去看了樱花！！ 真的让我感动！！ 秋天的落叶让我感动，这次的樱花又让我感动1! 在中国的时候日语老师和我说过樱花很漂亮！！ 当时就以为很漂亮，但是我亲眼看到了樱
花！！ 真的是没有话说！！ 实在是太漂亮了！！

裴 東梅的日记



..

2008.05.08

好久没有写日记了！！ 也不知道写一些什么才好1！ 都5月份了!! 不知道都过的怎么样？？ 你们都要注意身体哦!!

裴 東梅的日记



感动！！

2008.05.15

星期一的中国四川大地震！！ 真的是好下人哦！！ 希望能赶紧被救出来！！ 当知道有大地震的时候日本的很多便利店就开始捐钱！！ 看到很多人都在帮助， 真的好感动1! 我们在
这里只有祈祷了！！

裴 東梅的日记



...

2008.05.29

剩下的日子不是很多了！！ 还有 50多天就要和这里的每一个人说拜拜了！！ 从现在开始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不知道应该高兴才好，还是.... 不管怎样剩下的日子更要努力才
可以阿1!!

裴 東梅的日记



为什么？？

2008.05.31

听说Togashi老师要辞掉在交流基金的工作！！ 真的好惊讶！ 我还以为会在7月份还能见到老师呢！！ 为什么不等到我们见面以后呢！！ 为什么要这么快呢！！ 在Togashi老师的
那微笑了我感觉到了很多的温暖1! 为什么要这么辞掉这份工作呢/？ 我们什么时候还能见面哦！！ 真的好伤心！！ 听说要世界旅行别忘了到时候到哈尔滨来！！ 我会代老师到很多
很多好玩的地方！！ 老师！！ 老师！！ 老师！！ 真的不知道为啥只想问为什么！！ 不管怎样 您已经决定了所以希望每天开心！！ 健健康康的哦1 还有别忘掉我哦！

裴 東梅的日记



..

2008.05.31

小岛老师病了？ 是感冒吗？？ 最近天气变的忽冷忽热的容易生病1！ 老师要多注意哦！ 不仅是老师们还有 很多朋友们也要多加小心哦！！ 现在的紫外线很强，要防晒才可以哦！
昨天因学校的活动去了山上，晒的脸很红很红， 洗脸的时候好痛哦1! 别像我似的傻乎乎的没有防晒..要防晒哦1!

裴 東梅的日记



茶会

2008.06.09

昨天是星期日但是我去参加了茶会！！ 早上8点半开始一直到2点！！ 我们参加茶会不是喝茶而是帮忙！！ 一直都是站着的是有点累！！ 但是能参加这种活动也觉得挺好的！！ 能
体验到日本的文化！！ 昨天过的很开心！！ 虽然站的脚都肿了！！

裴 東梅的日记



...

2008.06.25

上周结束了日本语检定！！ 真的事好难。 考场上都是一些社会人！！ 完全不能和他们比，何况一个外国人也没有。 日本语检定是日本人的考试，但因为我只想试试， 没想到那么
难，我一直在拼命的学习，却没有达到我的目标。 结果还要等一段时间，但我心里也已经明白..... 回中国在努力考日本语能力考试吧。

裴 東梅的日记



...

2008.07.03

最后的考试已经结束了！！ 还是一样没有什么可期待的!! 没有一个科目可以让我满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始准备回国的行李什么的。。 我要从现在开始准备了！！ .....

裴 東梅的日记



重要

2008.07.03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马回家的候车票或者是飞机票1! 听家人说现在买票都很紧张！! 要是有家人来接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要是自己回去 的话尽量快点买的好！！ 听说26号到
北京以后就是各走各的！！ 宾馆根本就预约不下来！！ 我是已经在电脑是预约了飞机票， 还有人坐飞机的吗？？ 我好像定了26号的下午。 要是有人坐飞机的话别忘了给我留言!!
你们也赶紧联系家人 吧。

裴 東梅的日记



..

2008.07.07

星期6在留学生家里住了一天！！ 她是个中国人！！ 一直和她关系很好！！ 我们经常一起出去玩。 在这一年里她会听我说很多的苦衷！！ 对她真得很感谢！！ 她会一直住在日
本，希望能开开心心得度过！!! 真得谢谢哦！！

裴 東梅的日记



收到车票...

2008.07.09

昨天回家以后看到有东西到.. 在封面上写着JR卷.. 我好紧张，满头都是汗。 但开以后看的确是到东京的新幹線... 不知道为什么手开始抖起来... 然后开始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看着挂
历看到只剩下的时间就留下了眼泪.. 我都被我自己的举动而吓到.. 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裴 東梅的日记



送别会..

2008.07.10

在星期2 的时候茶道部位我开始送别会.. 我真的好感动.. 前辈们还有后辈们. 都为我送了一段话.. 还买了很多好吃的.. 真的好开心... 真的好感谢他们！！

裴 東梅的日记



恐怖..

2008.07.12

看着一天一天过去的挂历.. 开始恐怖起来... 时间过去的好快... 居然这么快1年就过去了.. 最近同学们都问我是不是快回去了？？ 我回答.. 恩!! 真的好痛苦.... 我尽量和她们不提回国的
事情.. 要不会..更伤心..

裴 東梅的日记



最后的茶道..

2008.07.14

上周星期5到了茶道部.. 但是那一次是我最后的一次.. 他们每一人都知道这次是最后一次.. 但是我们都很正常的进行了茶道.. 最后是我和一位一年级的学生进行.. 最后一次的茶道， 我
回忆着这段时间他们对我的温柔... 他们一心一意叫我的身影.. 做了碗茶，结束了最后的茶道.. 真的好怀念... 我想回国也要沏茶给家人，朋友们，老师们喝..

裴 東梅的日记



送别会..

2008.07.14

周5我会家的时候班主任对我说"明天下午1点30到学校来". 我心里想着应该是送别会... 但也是很紧张.. 在周6的下午的确是为了开送别会.. 我们班里有一位同学要去美国了.. 所以她们
为了我和那位同学开了送别会.. 真的好感动.. 一起吃饭. 然后每一个人要发表.. 他们每一人发表真的好感动.. 他们对我说"いつでも　帰ってきてね！！　待ってるよ。" 真的好让我感
动.. 他们让我有了这么多的回忆真的好感谢他们..

裴 東梅的日记



..

2008.07.14

周末的时候去拜访了第一个寄宿家庭， 是中国人... 在他们家住了一个晚上.. 有一种懐かしい感觉... 和他们一起打羽毛球，还和他们出去吃饭.. 以为天气太热.. 不知道吃了多少雪糕..
好长时间都没有那么的说中国语.. 感到好爽... 在他家国的周末很开心..

裴 東梅的日记



紧张..

2008.07.15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开球技大会.. 我们明天开始就要开球技大会了.. 真的好紧张... 班级的短袖实在是太贵了.. 但也没有办法..只好掏钱买了..

裴 東梅的日记



球技大会..

2008.07.17

今天结束了2天的球技大会... 虽然我们没有拿到第1 但是我们排球拿了第2.. 篮球拿了第3.. 不管成绩是怎么样的 ... 但是我能和大家进行这样的活动.. 我很开心.. 最后最后和大家分享的
这2天的时间... 真的是很好的回忆....

裴 東梅的日记



最后一天..

2008.07.18

今天是我和大家见面的最后一天.. 我们举行了終業式.. 　我在大家的面前发表了我的心情... 当时很紧张.... 回到班级里，和大家分开的时候.... 真的都哭的.. 很厉害.. 时间实在是太快了..

裴 東梅的日记



最后一天..

2008.07.21

真的变的是最后一天了... 昨天准备东西，准备到3点多.... 总算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今天是和他们的最有一天... 在这段时间了真的很谢谢他们... 有了他们我才有了这么多的开
心... 我在日本也有个家庭真的好开心... 还会回来的...

裴 東梅的日记



...

2008.07.22

马上就要出发了.... 难受....

裴 東梅的日记



dao jia ..

2008.07.28

我也到家了.. 不好意思现在才报道.. 你们也平安 到家了吗？？ 我在下次在写日记...

裴 東梅的日记



开心...

2008.08.21

很就都没有写日记 了... 不知道你们都过的好不好... 我也开始上课了 ,虽然来到着里有很多不认识的人.. 但是他们对我都很好... 他们对我都很好..他们一点也没有变 ... 我真的好感动 ..
有一位朋友他还是以前的他... 我真的好感谢他...

裴 東梅的日记



....

2008.09.12

有着么长时间没有写日记了... 实在是没有时间啊.... 我们一天上11节课,上到晚上7点... 真的实在是地狱.. 要疯掉了!!!! 真是不好意思,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联系... 日记一直都没有写.. 老师
们过的都还好吗?/ 我过的很好.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在中国我们会吃月饼还会赏月.. 希望老师们也要看看月亮... 在忙也要看一下... 今天就到这里吧..哪天有时间在会写的..

裴 東梅的日记



好累.

2008.10.29

这又不知道是多久才来写日记 天天都是学习,都没有回家好长时间了.. 学校就跟监狱一样.. 有点急事想出去也很难.. 每天都反复着同样一件事情,真的好累.. 不知道别人过的怎么样 了..
再日本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们都过的好吗?? 真的好想你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给你们打电话, 再过一阵子 我就会回家到时候再打给你们 .. 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注意身体哦!1 交流基金的老
师们也是也要多注意健康.. 不要过度的工作, 我就因为天天学习都快变傻子了...

裴 東梅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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