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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离开了生长了17年的祖国，来到日本，感觉很多事务都不一样，一开始从成田机场去东京的时候，在车上一路看到很多风景，却一点都没有感觉在外国，就想到一个陌生的城
市，一路上大家都聊天阿什么的还蛮开心的，但是到了晚上静下来的时候，就忽然感觉离开家乐，特别孤单想家，想哭，后来就给爸爸妈妈打电话，不想让他们担心，所以就使劲忍
着没哭，告诉他们都蛮好的，他们也就很放心，打完电话就不行了，一直睡不着，就这么醒着，幸好这几天交了多好朋友，有个朋友就来我房间陪我，一直到凌晨2点左右才睡着
了。今天就感觉比昨天好多了，一年时间说长不畅。但是也不短，希望自己可以尽早克服的，早点适应这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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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啊

2007.09.16

麳日本已经有12天了。。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只是食物还有点不适应。。住的家庭的妈妈譵我也很好。。带我去各种各样的地方玩。。吃各种各样的料理。。昨天去吃了意
大利料理。。今天去吃了韩国烤肉。。。额。。妈妈说以后还会去东京、大阪、京都、之类的地方。。。开心啊。。大家都还好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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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9.16

有点郁闷。。刚才发表的日记居然没了。。。来日本已经有12天了。。所有的一切都很好。。妈妈好。。老师好。。同学也好。。很开心哦。。偶尔也会想家。。最大的问题貌似
就是食物有点不习惯。。我那么喜欢吃的人啦。。现在不能吃。。。呜呜。。不过还好妈妈很好哦。。每天做不一样的东西给我吃。。。也会去不同的餐馆。。昨天去吃了意大利料
理。。。今天去了韩国烧烤店。。额。。。妈妈说以后还会去各种地方旅游。。东京啦。。大阪。。京都。。冲绳之类的地方。。。开心啊。。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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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9.17

要無語了。。昨天明明什麽也出不麳。。今天居然有兩篇一樣的日記。。。我的汗吶。。。沒事做久多寫寫日記好了。。哈哈。。也不知道大家怎麽洋了。。。。今天沒上課。。敬
老日。。明天又去學校了。。可以看到同學。。開心啊。。晚上吃了正宗日本拉麵。。。好吃哦。。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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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

2007.09.20

今天和妈妈去看了秋川雅史的演唱会。。真是精彩啊。。。日本观众都好热情喔。。一直不停的拍掌。。。不过他真的唱的很好。。。虽然我不懂他在唱什么。。但至少很用心的在
唱。。这是最重要的嘛。。。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大家还恋恋不舍。。不停的拍掌。。。最后那个歌手又出来唱了一首歌。。才缓缓离场。。。最后我都看到他哭了。。。真的
好感动喔。。^_^。。。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可以看日本的演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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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之旅

2007.09.22

今天和妈妈去了岛取县的大山。。呃。。真的很像富士山呢。。。拍了很多照片。。。可是找不到数据线。。传不了。。郁闷死我了。。不过真的好开心喔。。。不知道大家怎么样
了。。。好想你们啊。。。十一快到了耶。。。。中国的同学都放假7天。。。我们学校却期中考。。。不过老师说我刚来。。所以不用考。。还是蛮幸运的啦。。哈哈。。。大家
多写写日记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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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2007.09.23

哈哈。。昨天的照片可以传了。。可是好像有限哎。。闷闷。。以后我会多传的。。第一张是小学生的运动会。。呃。。很可爱喔。。第二张是我和妈妈去的小吃店的照片。。里面
很漂亮喔。。感觉像是真的到了英国。。小点心就更好吃了。。。没的说。。呵呵。。最后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大山的照片。。很像富士山吧。。漂亮的没话说。。好喜欢这个地方
喔。。忽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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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

2007.09.24

发现自己现在每天都恨开心啊。。哈哈。。今天就在附近逛了逛。没去别的地方。。第一张照片是在妈妈好朋友家的花店拍的。。很漂亮喔。。。第二张是在SATY拍的。。很好看
就拍了。。好玩。。最后那张是午餐担担面。。好吃啊。。。我是幸福的小孩。。。HO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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呃。。。

2007.09.28

这几天生病了在家休息。。。蛮无聊的。。今天还好一点。。喉咙没那么痛了。。精神也好多了。。明天又可以去上课了。。。。哈哈。。。还是很开心的啦。。。晚上去吃了韩国
烤肉。。。和妈妈的朋友一起。。好好吃喔。。嘻嘻。。。真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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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脸啊

2007.09.29

今天发生一件很丢脸的事。。这几天精神不太好。。前几天生病了。。在家休息。。下星期要考试。。今天补课。。所以去上课了。。然后放学的时候在车上睡着了。。结果到了车
站也没下车。。。等我醒的时候。。。看着车站好眼熟。。可是车子又开出去了。。然后我就以为我眼花了。。继续睡。。。后来越睡越不对劲。。。今天时间怎么那么久。。。睁
开眼车上没一个我们学校的学生。。。外面的路也和平常不一样。。。我一看时间平常早到站了。。。才知道自己睡过头了。。然后就在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地方下了车 。。我的天
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然后就在下车的那个车站附近徘徊。。。一直傻乎乎的站在那个加油站。。。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冻死了。。只好打电话给妈妈。。。可是我
又不知道地址。。只好找加油站的人帮忙。。。把手机给他。。让他告诉妈妈地址。。。直到妈妈来接我。。。呃。。这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自己去车站的时候就走错了
路。。。好不容易找到车站。。。那时候以为就是我要乘的那辆车。。。所以就跳了上去。。。.(因为日本的车错过一辆就要等差不多一小时。。不想迟到嘛)结果就是车开往相反的
方向。。那是我第一次自己去学校啦。。妈妈还问了好几次有问题不。。我说没问题的。。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到了下一个车站我就跳下去了。。又是站了好久。。看到我们
学校的学姐。。。(每个学校校服不一样。。看校服就知道了)然后就把做错车的事情告诉她了。。问她要怎么办。。她跟我说坐下一辆就好了。。她和我坐同一辆的。。跟她一起就
好了。。。真是丢脸啊。。第一天正式上课就碰到这种事。。学姐肯定认识我啦。。前一天老师在大家面前都介绍过了。。。。真是没话讲了。。。还有就是日本电线杆特别多。。
我已经撞了N次了。。妈妈呀。。最多一次一天撞到4根。。。。破了我在中国的记录。。。哎～

COCO的日记



足立美术馆之游

2007.10.03

今天又去玩了。。去了足立美术馆。。真是漂亮的地方啊。。太爽了。。都有点不想回来了。。呵呵。。听说秋天树叶黄了还要漂亮。。妈妈说到时候再去。。开心啊。。。那里的
院子真的不是一般的漂亮喔。。大家有机会也去看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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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0.13

好幾天沒寫日記了。。忽忽。。這幾天過的普普通通拉。。沒什麽事情發生所以沒寫日記。。。再過幾天也就是23號我們班同學要去澳大利亞休學旅行了。。我嘛不能去。。所以
由老師帶著去東京玩。。也不錯喔。。嘻嘻。。。不知道能不能去迪斯尼樂園耶。。好想去喔。。。對了。。。。今天我還用我從中國帶來的湯圓粉包了湯圓。。和我們班的一個同
學。。她爸爸是中國人耶。。媽媽是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孩子。。她在中國出生所以會中文。。這是我第一次包湯圓。。所以亂七八糟的。。不過媽媽和同學都說還好吃喔。。開
心。。。。上面是我包的湯圓照片喔。。。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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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0.14

昨天晚上真是险了。。有4级地震。。房子都在摇了。。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地震啦。。忽忽。。。吓了一大跳。。。还好时间不长。。一下次就过去了。。早上醒来什么事都没
有。。我还以为做梦了。。然后问妈妈。。她说真的有地震喔。。日本经常有的。。叫我不用在意。。。呃。。还是吓了一大跳啦。。今天和同学去SATY玩了。。这是我第一次和
同学出去玩。。中午妈妈送我到SATY。。然后我们在那里吃了自助餐。。好好吃喔。。再然后妈妈买了一套衣服送给我。。让我去东京的时候穿。。开心。。后来同学来了。。妈
妈就去超市买了些东西回家了。。。我和同学在SATY吃了冰激凌。。拍了日本的大头帖。。。还去吊娃娃了。。虽然没吊到。。但还是很开心喔。。同学都很幽默很好玩。。。忽
忽。。。还有一个星期就可以去东京玩了。。。期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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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

2007.10.21

本來今天是佫很開心的日子拉。。因爲有一年一度的活動。。具體是什麽就不知道了。。反正蠻好玩的。。但是我發現我胖了很多很多。。一點也不誇張的說整整14斤拉。。我的
媽呀。。前幾天我媽媽從攝像頭對面說我胖了我還不相信類。。現在不信也不行類。。胖的自己都認不出來了。。特別是和以前的照片一對照。。我的媽媽呀。。嗚嗚。。沒臉見人
類。。今天來修水管的人看到報紙上照片上的我。。然後再看看我。。問到。。是同一個人么。。怎麽不像啊？啊。。。做人太失敗了。。。不行了。。一定要减肥。。不然不能活
了。。。從明天起每天是白米飯和泡菜。。其它就戒了。。要不然真成豬了。。。我的美食啊。。再見了。。雖然很捨不得你們。。可是我還不想成爲豬呢。。要不然回國我媽就認
不齣我了。。怪不得我還在中國的時候日語老師說你去到日本一定會胖的。。哎。。。 不說了。。第一張是島根市立美術館里拍的照片。。漂亮吧。。第二張就是那個什麽活動的
照片。。很好玩喔。。第三張是我今天包的餃子。。。雖然比較丑。。但是媽媽說很好吃。。這是我第一次自己剁陷耶。。雖然肉是剁好的。。基本上沒怎麽費力氣。。不過很有成
就感拉。。。自己的照片就不傳了。。太胖了。。哎～明天只上半天課。。後天就去東京了。。。快樂之行。。還能見到交流中心的老師喔。。。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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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前的準備

2007.10.22

明天就是我一個人的休學旅行了。。去東京。。老師和媽媽耶一起去。。還能見到交流中心的老師。。嘿嘿。。開心。。不過我們班同學去澳大利亞。。我也好想去喔。。不過那是
不能的拉。。看看我的準備。。。第一張是昨天買的。。很暖和喔。。晚上穿的。。不過不是去東京的時候用的。。第二張今天買的。。很帥吧。。。也是媽媽買的。。她說東京冷
在校服外套上面穿。。第三樣就是我的旅行箱。。還是媽媽買的。。裏面的衣服基本上也是媽媽買給我的。。今天大袋小袋的買了好多喔。。真是幸福。。有個那么好的媽媽。。。
忽忽。。。。以上就是我的準備。。出發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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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的修学旅行

2007.10.24

现在在东京的日中交流中心。遇到老师。快乐。从上月开始再是过一个月。每回中文日记在写，今天。因为没有中文，用日语在写。好难啊。但是，努力着。ado与老师一起吃饭。
fufu。。好。下面，歌舞伎啦去看。全体一起不去澳大利亚,不过，一人的修学旅行也快乐，老师也亲切，妈妈一起也在，真的高兴。返回之后，出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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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

2007.10.26

回來了。。忽忽。。開心啊。。不過累也是相當的。。。拍暸幾百張照片。。但是只能傳三張。。有點遺憾。。哎。。東京夜景真是漂亮。。跟上海有點相像。。大家都急急忙忙的
走路趕電車。。真是佫快節奏的城市。。23下午4點左右抵達東京。。然後就去了賓館。。接著就是吃晚餐。。順便到東京站附近逛了逛。。第二天見到了交流中心的老師。。真親
切啊。。想想已經有40多天沒見了呢。。就像嫁人一樣。。我們一起吃了午餐。。第一張照片就是吃飯的時候拍的。。有交流中心的老師。。和我現在學校的老師還有媽媽。。接
著下午去看了歌舞伎。。晚上和媽媽老師還有媽媽的朋友去了一家很好吃的刷肉店。。第三天就是淺草。。看到好多休學旅行的學生耶。。在淺草買了好多的禮物。。不過掉了一
袋。。嗚嗚。。可惜。。接著去了上野。。去了博物館之類的好多地方。。。最後一天也就是今天去了夢法人公園。。一個超級漂亮的地方。。有很大的南瓜。。最大的那個有我人
差不多大。。我和那南瓜拍了照片。。忽忽。。那裏的人工島跟真的島一樣。。有很多熱帶植物還有一個小瀑佈。。小瀑佈穿過去就是小山洞。。我還看到了我最愛的水果榴蓮的
樹。。無法言語啊。。最後去了台場。。又有很多修行旅行的學生。。聽說那裏是演員之類的人出入的地方。。不過很可惜我是沒看到拉。。反正就是一個很開心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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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

2007.11.01

今天我們班同學從澳大利亞回來了。。帶了好多東西給我。。吃的最多了。。開心是沒錯了。。但是擔心也是相當的。。我正在减肥中啦。。這次同學回來說幾天不見你臉又圓
了。。哎。。不要活了。。吃的。减肥。真是矛盾。。估計這輩子也减不了了。。最喜歡那個袋鼠了。。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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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開心的一天

2007.11.03

又是開心的一天。。今天的行程。。大山。。松江。。。今天一大早我們去了大山。。雖然已經11點了。。還算早吧。。然後就是開錯道。。。再是我把通路卷弄丟了。。
哎。。。不幸的早上。。。不過最終到達大山。。這次是第二次了喔。。和第一次完全不一樣的感覺。。葉子已經漸漸紅了。。。漂亮啊。。。第一張照片就是喔。。。然後回來的
時候去騎了馬。。我第一次騎馬耶。。好緊張的。。。雖然我屬馬。。。不過感覺很好喔。。第二張照片就是。。。帥吧。。。不過又胖了。。眼睛都要看不到了。。滾滾圓的
臉。。。哎。。失敗。。。第三張就是我們親愛的松江。。。我最喜歡的島喔。。漂亮吧。。。這是在船上拍的。。。來松江以後一直相乘的沒機會。。。今天天氣又好。。真的好
漂亮。。。第三張照片。。。忽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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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日本以後胖了的人進來報道

2007.11.07

同志們吶。。我對不起你們啊。。又胖了兩斤。。加起來已經一共胖了16斤了。。哇哇。。最近我們班同學也說我胖了。。可想而知我胖了多少。。所以大家要是有誰來日本胖了
的進來報道下。。順便把胖了幾斤也寫下。。讓我心裏有點平衡感。。不然真不想活了。。哎。。還有最近我居然在長牙齒。。哇靠。。再過幾天就要17歲了怎麽還長牙齒啊。。
痛死我了。。我們班同學說她們中學就長完了。。我怎麽那麽晚吶。。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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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旅行

2007.11.11

昨天又去玩了。。是巴士旅行。。早上5点起床准备。。好困喔。。6：50从松江出发。。去了广岛厳岛神社。。。是世界遗产。。真的是个很漂亮的地方。。。有好多鹿喔。。很
又好的。。碰它都不会跑。。。吴湖帆影啊。。没事间找你不好意思拉。。。第一张照片是我和妈妈的妹妹的照片。。。后面就是神社的大门。。在水上的。。好厉害喔。。。接着
在那里吃了午餐。。虽然我觉得不是很好吃。。但是貌似很有名。。有好多人。。。吃过午饭买了点礼物就去山口了。。。貌似王天一在山口喔。。。还是没时间。。。去了锦带
桥。。是很古老的桥了。。站在上面吹着疯感觉自己好威风喔。。忽忽。。第三张就是照片了。。回来的时候已经是9点了。。一天基本上都是在巴士上度过的。。。累啊。。感觉
骨架都散了。。我第一次坐那么久的车。。。因为晕车平时都不怎么坐的。。不过还是蛮开心的。。。

COCO的日记



部活動

2007.11.15

最近一個字就是累。。因爲我參加了學校的舞蹈部。。由于我平常部運動。。以至于現在腰痠揹痛。。今天是第三天。。可是下星期一就有發表會。。所以我要很努力才行。。那個
累啊。。現在每天回家都要7點多了。。不過雖然很辛苦但是真的很開心喔。。感覺生活很充實。。而且還認識了很多新朋友。。大家都很友好。。真的很開心。。從現在開始我會
更加努力的。。加油！大家也要努力喔。。

COCO的日记



京都之游

2007.11.19

上星期去京都旅行了。。可漂亮了。。先是去了平安神宮。。再是清水寺。。京都車站。。有好多好多照片喔。。可是就只能放這麽三張。。介紹一下。。第一張平安神宮。。第二
張平安神宮的裏面庭院。。漂亮吧。。第三張。。有名的清水寺。。真是漂亮到極點。。有好多游客喔。。還踫到中國人了。。雖然我沒上去聊天。。可是聽著國語就是舒服啊。。
下麵介紹歷史。。雖然不是自己寫的 平安神宮:1895（明治28）年為紀念日本古都平安遷都1100周年，根據前平安京朝堂院建築縮小重建。平安神宮祭奉桓武天皇和孝明天皇。紅
柱碧瓦，採用了左右對稱的建築格局。正殿里的神苑是日本池泉回遊式庭園的代表傑作。 清水寺：京都最古老的寺院，建於公元798年，占地面積13萬平方米，慈恩大師創建。相
傳慈恩大師是唐僧在日的第一個弟子。現存清水寺為1633年重修。 　　清水寺為棟樑結構式寺院。正殿寬19米，進深16米，依懸涯峭壁而建，大殿前為懸空的“舞台”，由139根
高數十米的大圓木支撐。寺院建築氣勢宏偉，結構巧妙，未用一根釘子。寺中六層炬木築成的木台為日本所罕有。 　　清水寺正殿旁有一山泉，稱為音羽瀑布，流水清冽，終年不
斷，被列為日本十大名水之首，清水寺爰此而得名。 反正又是佫開心之旅。。。

COCO的日记



出雲大社

2007.11.24

今天去了比較近的出雲大社。。風景很好。。去得時候天氣也出奇的好。。雖然回來就下雨了。。。第一張照片出雲大社的風景。。第二張可以免費試喫試飲的地方。。哈哈喜
歡。。有我愛吃的。。。第三張回來的時候去得契茶店。。風景好吧。。還可以看到飛鳥喔。。又是開心的一天。。。

COCO的日记



生日

2007.11.30

谢谢交流基金老师记得我的生日。。邮件已经受到了。。。真是感动啊。。哇哇。。我会努力运动减肥的。。正在努力中。。虽然没什么效果。。17岁了。。又老了一岁。。要更
加加油努力。。向前冲啊。。。

COCO的日记



舞蹈發表會

2007.12.06

明天就是舞蹈發表會了。。去别的市。。这是我加入舞蹈部以后的第一次发表活动。。好紧张啊。。还有好多学校的学生也会去。。。给自己加油

COCO的日记



和服寫真

2007.12.08

今天我拍了和服寫真。。和媽媽的孫女一起。。哎。。人又胖了。。滾圓滾圓的臉。。都不想活了。。還是給大家看看照片吧。。第一張我和媽媽。。第二張我和媽媽的孫子。。本
來是打算讓他也穿上衣服拍的。。可是他說難爲情不要拍。。呵呵。。第三張是媽媽的孫女。。可愛吧。。像個公主。。就這麽幾張啦。。以後見面了給你們看照片。。。

COCO的日记



圣诞礼物

2007.12.20

今天。。一个大惊喜。。上星期和妈妈还有妈妈的朋友去了一烟百货。。哪里摆满了圣诞礼物。。结果阿姨(妈妈的朋友)就送了我第一張照片的礼物。。很可爱的。。很喜欢喔。。
结果就在那家买礼物的店。。我看到一件“圣诞衣服”。。其实是个大袋子。。现在才知道。。真的是很可爱。。挂在那里。。不禁说出口好可爱啊。。结果阿姨听到了。。她也说
好可爱呢。。店主是阿姨的朋友。。阿姨和店主说我是中国来的留学生。。说我很喜欢那个“衣服”。。结果店主就把她送给我了。。这些都是今天才知道的。。真是个大惊喜。。
打开后才知道是个比我人还大的大袋子。。忽忽。。装什么好呢。。忽忽。。第三张是在上课的时候一个小型的paty收到的礼物。。是每个人带一样礼物放在一起。。然后按照抽签
顺序选择自己喜欢的。。我运气不错喔。。好可爱的。。今天食物文化课的时候还做了蛋糕。。照片有限。。传不了。。接下来就是件恐怖的事情了。。昨天晚上我遇到传说中的鬼
压床。。忽然之间身上好重。。而且动不了。。眼睛也睁不开。。持续了一分钟左右才好。。真是恐怖到极点。。现在已经不敢自己睡觉了。。晚上去妈妈房间打地铺。。。恐
怖。。。

COCO的日记



日本的葬礼

2007.12.23

今天去参加了日本的葬礼。。是妈妈的女儿的丈夫的爸爸。。具体的不是很清楚。。不过听说一直很健康的。。昨天的时候还和平常一样去自己的公司上班。。忽然之间就去世
了。。昨天去了医院。。忽然之间就哭了。。虽然我没见过他。。但是和我奶奶同年。。我最亲爱的奶奶。。在今年6月底去世了。。忽然之间就想起来了。。忍不住就哭了。。今
天去了守灵的地方。。每个人都穿了黑色衣服。。很庄严。。基本上和中国差不多。。本来是不想去这么悲伤的场所。。可是又害怕一个人呆着。。而且妈妈也说去参加也是种体
验。。不过好想参加日本的婚礼。。妈妈还有个小女儿已经有结婚年龄。。可是还没结婚。。好想看她结婚啊。。哎。。心里祈祷。。姐。。。你快结婚吧。。。

COCO的日记



2008～

2008.01.01

今天是2008的第一天。。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交流中心的贺年卡也收到了。。谢谢老师。。今天我很准时的睡到11点起床。。然后出门。。先去了爸爸的墓地。。哇。。第一次
看到那么大的积雪。。那个兴奋啊。。妈妈说拍个照留念。。然后我就屁巅屁殿跑向车里去拿相机。。那时候还想会不会滑倒啊。。结果再下一秒我就滑倒了。。。真是的。。从小
就倒楣。。这种倒霉事一想准会实现。。。哎。。。不过今天玩的蛮开心的。。因为吃了整整一天。。。虽然说好要减肥的。。又没希望了。。还收到了压岁钱。。真开心。。感觉
大家真的把我当一家人。。不仅妈妈。。还有妈妈的弟弟妹妹。。。HOHO～看样子我真是个幸福的孩子。。接下来2008大家也要一起努力。。。

COCO的日记



交流中心老師老看我了....

2008.01.28

貌似最近太懶了...日記都沒寫....要加油了.......今天交流中心老師來看我了...那個叫開心啊.....算算我休學旅行之後再也沒見到過他們的...好幾個月了....真親切啊...不過三月份的時候又可
以在大阪見到大家了...真好.....忽忽....三月20號快點到啊...期待中......雖然我真的胖了很多...可是你們不要不認識我....那樣我會很傷心的...千萬不要說不認識我.....

COCO的日记



除夕

2008.02.06

今天是中國的除夕節....第一次沒有和家人一起過春節...沒有漂亮的烟花...沒有好吃的食物....沒有熱鬧的聯歡晚會...好想家....好想回國和大家一起過年....去年春節我記得我還放鞭炮了...
一直晚玩到很晚....今年卻什麽也沒有....冷冷清清的....在日本呆了5個月....學到了很多....尤其是現實的殘酷.....過了年在中國已經算19歲了.....我媽總說我像小孩子...以前總是不承認....現
在才想...原來還真只是佫孩子.....

COCO的日记



最近很忙

2008.02.09

今天用日语写日记。今天早上9点半参加部活，12点结束，再从下午4点开始第一次去学了日本舞蹈。四月六日要出席节日庆祝活动。有些紧张。时间有点短。内容是藤娘。今天穿
着浴衣，学了最简单的。虽说简单，对我来说也很难。不过，我会努力的。会成为很好的体验的。三月16日是舞蹈部的定期，大家都很努力。已经是最后的舞蹈了，定期结束后，
就基本上没有跳舞练习了。有些难过。我只参加和三曲，定期时，舞蹈根据曲子。由于服装不同，所以必须要买衣服。日本的服装很贵，我不能买那么多，有些遗憾—，但没办法。
跳日本舞的时候大概有和服借，不用担心，现在必须练习，我会努力的，大家也努力吧。三月20日再见吧。。。。

COCO的日记



情人节

2008.02.14

今天是情人节.....收了好多巧克力....又要胖了....不过不得不说日本女生都好强喔...自己做巧克力.....还了是我肯定不行.....大家的情人节国的怎么样了啊......

COCO的日记



下大雪了....

2008.02.17

今天下大雪了耶...第一次看到那么的雪...兴奋啊.......结果就和妈妈的孙子孙女去做了三个大雪球...最大的也就是中间那个是我做的啦...我最大嘛.....旁边两个分别是瑛佑和里菜做的....也
不弱啦....那个完整的雪人....前个星期去大山的时候拍的...做的好好喔....嘎嘎...懒得一点没上传就是了.....

COCO的日记



定期发表会

2008.03.16

今天是学校第三度舞蹈部定期发表会。。。很成功。。我总算没出错。。哈哈。。。开心耶。。马上就苛苡和大家见面了。。。期待。。。卟过我还没收到老师寄来的机票。。老师
寄出了麼？

COCO的日记



五天四夜

2008.03.26

五天四夜的相聚 好短好短 一眨眼就没了 还有好多话都没来得及说 就已经回家了 狠不舍 可是没有哭\ 笑着跟大家输再见 自以为走的很潇洒 可是真的狠伤 不哭芷是因为我想我已经
长大了 真的长大了 期待下次相聚 我 正慢慢成长

COCO的日记



3天2夜

2008.03.30

刚从迪斯尼回来..累啊...卟过真的很好玩...虽然等的时间比较长..但是真的狠刺激...芷是没和米奇米妮拍照留念有点遗憾...照片实在太多传不上就各一张...第一张是迪斯尼海拍的照片...
第二张是迪斯尼乐园的SHOW...米奇够帅的...第三张是宾馆门前...累的啊....看了大家写的日记又开始伤感起来了..虽然说好不哭的...现在我们分开了7月海苛苡再见...可是7月分开了可
能就再也见不到了...到时候是什麽情景想也卟敢想...宁可7月晚点到...哎...这几天积累的疲劳受不了了...严重睡眠不足中（尽管每天基本上睡足8小时）..我要进行暴睡...

COCO的日记



愚人节

2008.04.01

愚人节..今天是愚人节节耶..卟知道日本国不过这个节日..想起了去年的愚人节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真的狠好玩...今年貌似好点寂寞...一个人的愚人节...

COCO的日记



大风

2008.04.02

今天风好大好大 所以呆在家里呆了一天 透过落地窗看外面的风景 忽然想是卟是要刮台风了 想着想着又想到以前刮台风的情景 以前刮台风的时候总是和朋友一起出去大吃一顿 心情
一下子无限好 好像会因为大风把坏心情吹走 到日本以后还没刮过台风 所以也没在台风天出去过 感觉自己真的是老了 总是想起以前的事 哎... 人老卟中用了

COCO的日记



日本舞踊

2008.04.06

今天是日本舞蹈的发表会。昨天让人把头发作了。为了今天不把头发搞坏,昨天没有睡觉。今天困极了。日记写完后马上就要睡喽。今天忘记带上照相机,遗憾,想给大家看的,没办法了
呀。头发和化装跟歌舞伎很像的哦。发现的时,用日语在写。哈哈

COCO的日记



明天开始上韓語课...

2008.04.13

明天开始上韓語课..兴奋期待中~~~~~~~~加油!!!!!

COCO的日记



受了很大的刺激..

2008.04.16

昨天学校有身体检查..结果居然发现我矮了两厘米...去年来日本之前做的身体检查明明159cm的..现在居然只有157cm..于是卟想信..找到班级同学某A...传说中A同学161cm...看丄去很
高的那种...站在一起看了看镜子..打击还要大..差了半个头多..某A说..老师没量错吧..你确定卟是155是157?郁闷..看样子真是老了..居然骨头都开始缩了...受刺激...

COCO的日记



遠足

2008.04.20

明天徒步旅行去冈山，真期待哦！ 去去就来~~~~~~~

COCO的日记



春游~~~~~~~

2008.04.21

刚从冈山回来...脚疼死了...玩的蛮开心了...还拍了好多照片..大头帖也拍了..超搞笑的...这是我们学校外教...那表情实在是太好玩了...还有很多照片卟过没同学允许就不放了..累死了...睡
觉去了....

COCO的日记



第一次打网球

2008.04.24

今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打网球..感觉很难..好几次被球砸到脑袋..还有一次摔在地上..快结束的时候更惨..去拣球..结果站起来的时候..撞上了墙..那个疼啊..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我可怜
的脑袋..撞的我现在还晕晕的..看样子我实在是和体育没多大缘分..每次体育课总会受点小伤..昨天我还第一次跑了1000米..自己都卟知道怎么跑完的..只觉得当时脑袋里就只有跑这个
字了..以前在中国最多也只跑过800米..而且上高中以后就没跑过步..严重缺乏锻炼..哎..

COCO的日记



钓鱼

2008.04.29

今天去湖边钓鱼了..传说中的穴道湖...今天才发现钓鱼是见多么难的事情...等几个小时都不见得有鱼上钩...像我这种急性子的人是没什麽耐心的啦..所以最后还麽也没钓到...卟过得出一
个结论就是去钓鱼的人不一定是为了想吃鱼...钓鱼苛苡修身养性..所以去钓鱼的人大多可能会报着散心的心态去得...毕竟如果只是想吃鱼那么简单..去买就好了..何必花那么多精力还卟
一定钓的到...纯属个人意见..嘻嘻

COCO的日记



大山花回廊

2008.05.03

今天去了大山花回廊...有很多很多的花超漂亮的..第一张照片隐约苛苡看到大山..第二张给我感觉好像是英国的乡村..空气感觉都很好..因为homestay的妈妈去年從英国拍回来的照片
有一张和这个感觉很像...第三张是鯉幟..马上就要到了..是5月5号男孩节~~~~~~~~~今天晚上去妈妈妹妹家的烤肉party..期待中..减肥计划再次泡汤..

COCO的日记



母亲节

2008.05.11

今天是母亲节..感谢我妈妈生下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从来沒和我媽说过谢谢..因为怕难为情..写在我要說..谢谢你..妈妈..讓我来到这个五彩缤纷的卋界..谢谢

COCO的日记



四川大地震

2008.05.14

这星期一四川发生了7.8級大地震..死伤人员以万计数..无数的人被迫无家可归..妻离子散..虽然我卟能幫到什麽忙..苛是我会在心里为他们祈祷..同时为中国祈祷..希望中国人民一条心..
一起度过这个难关..顺利迎接奥运..

COCO的日记



三天的默哀..

2008.05.20

19号到21号是全国默哀日..纪念那些在地震中过世的人们..让我们在心里为他们祈福..希望他们一路走好..这几天全吃素来悼念他们..

COCO的日记



DANCE聚会

2008.05.22

自从3月16号发表会以后我就退出舞蹈部了..原因就是因为到文化祭为止没有发表了..退出以后跟舞蹈部的成员还是很好..昨天我们一起去聚会了..去吃了刷肉..大家都玩的很开心..第一
张照片是穴道湖的夕阳..很漂亮吧..第二张是吃完饭以后还没回家的一起去拍的大头帖...第三张是舞蹈部全员..[除了一个提前回家了]..虽然参加舞蹈部没有几个月..但是和舞蹈部的成员
各个感情很深..以后就是回到中国我也卟会忘记她们的..

COCO的日记



AQUAS海洋馆之游..

2008.05.24

今天去了AQUAS海洋馆..白海豚在的地方..真是苛爱啊..白白的..圆滚滚的...好想去摸摸...苛是卟能摸..最好玩的是海豚的额头居然是软的..看那个潜水员摸的很舒服..眼馋啊..第一张照片
是白海豚的海报..据海报上写的是世界中只有岛根的白海豚会吐水泡泡..看到白海豚吐水泡泡的人会得到幸福..嘻嘻 ..第二张是白海豚在玩耍时候拍的照片...第三张是传说中的白沙...还
有好多从来没见过的海地动物..照片也还有很多..苛是只能传3张..好遗憾啊...

COCO的日记



神户之旅..

2008.06.02

昨天到今天去神户玩了两天..真是个漂亮的城市..东西狠好吃..衣服鞋子相对来说既好看价格又不是很贵..所以买了一大堆...昨天晚上还和homestay妈妈的亲戚一起吃了晚饭...总之是玩
得开心..吃的开心..买的开心...神户这个城市硪真的很喜欢..給硪一种熟悉的亲切感..有机会的話還想再去玩...

COCO的日记



MONCHHICHI

2008.06.07

最近疯狂喜欢上モンチッチ...那个苛爱到有嚸变态的猴子...真的好喜欢啊...日本的一些玩具真的好苛爱...可是松江这里没有卖...大家要是有看到モンチッチ的手机挂件幫硪留意一下
喔...谢谢啦...照片是モンチッチ样子...再过两个星期左右又要期末考试了...最后的一下期末考试了..希望不要考的太难看...

COCO的日记



日语能力考试

2008.06.13

现在大家都已经在日语报名了...好像大家报的都是一级...可是我准备报二级...一级还是没信心啊...毕竟才學了两年...明年再考一级好了...大家加油报名喔...

COCO的日记



2级报名..

2008.06.16

今天是日语2级开始报名..我很幸运的同学幫我抱进了..大家也要加油喔...

COCO的日记



寿司

2008.06.21

今天在家和妈妈一起做了寿司..狠好吃的喔..照片为证..哇哈哈...第一张是准备步骤..第二张进行时..第三张完成时...嘻嘻..大家都快回国了...学点日本料理給中国的家人吃喔...

COCO的日记



伤感中,,

2008.07.04

还有两个星期学校生活就结束了,,现在每天看到同学就悲伤,,,明天是期末考试最后一天,,也是硪最后一次考试了,,,有点解放的感觉,,可是也傷心,,,哎..时间过得真快,,, 听说回北京以后大家
就各自回家了?老师是真的麽?

COCO的日记



球赛

2008.07.07

明天因为是球赛、、回国之前的最后球赛，绝对要赢，全力以赴、、大家fighting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COCO的日记



感动

2008.07.17

明天就是学校生活的最后一天了,真的时间好快好快,,特别是这个星期,,时间像飞一样過去了.在硪還没做好准备和大家說再见的时候时间就已经溜走了.昨天下午第一节课,是综合课,平常
都是写小论文的,吃过便当大家都不在教室,好朋友A跟硪說今天在club house 的有讲演,就4班一个班,硪也就相信了,因为4班是特殊的一个班,国际交流班,经常有特殊讲演的,来到club
house那个教室,A走到拉门的一边,讓硪到另一边的拉门去,A是个狠活泼狠有趣的,,经常都大家笑的,所以硪芷是以为又是A要搞恶作剧逗大家玩了,,可是当门被拉开的时候,,A把硪推了进
去,,同学都围着门形成个圈,老师站中间,,就在硪被惊倒的时候还有同学去放了音乐,,大家一直拍手,,好一会儿硪才回过神来,,真的是很大很大的辷个惊喜,,负责硪的老师告诉硪星期五会在
全校面前有送别会,,所以硪压根没想到同学会給硪这么大辷个惊喜,,一节课下来,,大家又玩又吃,,接近尾声的时候..更感动的出现了,,A作为代表給硪写的信,,,本来硪都想好要笑着离开学
校的,,可是听她读的信眼泪就是没办法停下来了,,,最后另一个朋友B給硪了全班同学的各种照片,,,都是这个星期乘硪不在教室的时候拍的,,还有全班給硪的礼物,,給硪的祝福,,班主任給硪
的礼物,,,结束的时候大家分两边站,,举起手讓硪通过,,,当时硪連話都说不出来了,,回想一下这个星期的事情,,总算慢慢明白过来了,,为什么这个星期一开始A拉着硪去别的班和以前舞蹈部
的朋友一起吃饭,,其实是为了让B有时间拍同学的照片而不被硪察觉,,为什么每次吃完饭硪想回教室的时候A总是抢在前面回去,,是为了通知同学硪要回去了,,把写给硪的祝福藏起来,,,这
是花了多少心思啊,,,3年4班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么亲切,,可是过了明天硪就很难再见她们了,,, 今天放学还是A跟我一起,,她說就要走了一起吃饭去,,这是很久以前就说好的,,,放学后A說等
她一下她写下作业再走,,,可是也没见她怎么写一直说笑,,,還發短信,,硪也没太当回事,,跟她嬉闹着.,,后来到了吃饭的地方,,,她拉开门让硪先进去,,结果,,硪看到舞蹈部的全体成员都在,,包
括高2年级的,,,然后又是硬發了老半天呆才回过神来,,转身看看A,,她看着硪笑..舞蹈部其它成员也看着我笑,,,玩得狠开心,,可是开心之中是悲哀,,马上就要看不到她们的笑脸了,,,真的想和
她們一起毕业的,,, 看看自己写的已经语无伦次了,,真的卟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心情,,,硪真的狠舍不得她们,,,这将近一年給硪的快乐,回忆是硪一生的宝贝,,永远都卟会忘了的,,

COCO的日记



一切还未结束,不说再见

2008.07.18

接近一年的学校生活在今天告一段落,本来想着是笑着跟全校同学告别的,,可是当我走到舞台的中心,,看到哭的眼睛红红的朋友,,马上眼泪留下来就留下来,,结果是一句完整的話都没说
成,,还是不够坚强啊,,收到狠多信,,有同班的,,也有不同班的,,,硪觉得硪真的是很幸运,,也很幸福,,有这么一群好朋友,,,还有那么恏的老师,,收到了很多很多礼物,,其中包括一整套系列的浴
衣,,辷个狠大的史奴比抱枕,,硪都卟知道要怎么表达自己的心情,,今天虽然和大家告别了,,但是硪一点都卟觉得自己马上要离开她们了,,,真的一点都卟感觉我门就要见不到了,,,朋友們都
没跟我說再见,,因为硪們之间的距离虽然遠,,可是友情永远存在,,,我不会忘了在日本的一切,,看到她们的信就会想起她们的..

COCO的日记



送别会

2008.07.19

今天是和家里亲戚的送别会，，hostfamiy的妈妈特别給硪穿了浴衣，，，以上是照片，，和家里亲戚是最后一次见面了，，难过是肯定的，，卟过硪坚信硪們还会再见的，，，

COCO的日记



月下美人

2008.07.20

照片上的花名叫月下美人，，传说中一年才开两次，，一次就只有三小时就榭了，，今年原本硪以为都看不到了，，，可是奇迹就这么发生了，，所有花苞一下子全开了，，硪那个
感动啊，，花也是有灵性的，，后天就要离开这个家了，，整整生活了11個月的家，，，狠舍不得，，卟过硪一定还会回来的。。

COCO的日记



到家了

2008.07.27

回家了,,感觉,,很复杂吧,,在北京我没哭,,因为不想哭,,,感觉坚强了吧,,不想在分别的时候还让人看到我哭的脸了,,给人留个我微笑的影象吧,,只是从上海回来的路上,,回忆过去的一切,眼泪
就这么划下来了,,人为什么要有分别呢,,不想分别的,,刚下车看到爸爸妈妈的时候,,感觉就平静多了,,毕竟有失去的也有得到的,,,今晚差不多所有的亲戚都来了,去外面吃了一顿饭,,很饱很
饱的一顿,,大家都欢迎我回家,,, 所有交流基金的老师谢谢你们一年的照顾,,我还会经常写日志的

COCO的日记



台风来了,

2008.07.29

台风来了,刮台风了,都出不了门,哎,倒霉,刚回来就刮台风,已经开始怀念在日本的生活了，,真是有点后知后觉.

COCO的日记



发烧

2008.08.03

这几天一直发烧头疼,浑身没力气,说是感冒可是也不塞鼻子不咳嗽,哎,反正是很痛苦的了,明天还要去医院挂盐水,顺便验血,,大家要注意身体别生病了

COCO的日记



又感冒了

2008.08.15

又感冒了,,比上次还严重,,很痛苦,,大家要小心啊,,夏天空调吹多了要感冒的,,注意身体,,

COCO的日记



上学去了

2008.08.29

今天就去学校了，以后不能经常上网了，大家有空多联系，发短信给我吧

COCO的日记



国庆长假

2008.09.28

好久没来了，平常住在学校里都没时间上网所以没来写日志真是不好意思，大家还好么？十一快乐噢～

COCO的日记



呼呼

2009.02.04

很久没来写日志了，主要是平时住在学校也没什么时间，唉，大家都还好么，新年过得怎么样啊，我们十五号就开学了，你们呢。好怀念你们哦。老师们也都还好吧。有空多联系。

COCO的日记



希望妈妈早点好起来

2009.02.24

明天妈妈甲状腺开到住院，希望她早点好，大家也要注意身体不要生病哦。

COCO的日记



迷茫

2009.03.10

最近在找可以读日语的学校，是指大学本科噢，自考类型的，可是没有合适的，本来想报名新世界教育的，自考出来说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本科文凭，但是不知道真假，希望有知道
的老师或同学给我出出主意推荐一下，谢谢了。

COCO的日记



老师

2009.06.29

老师你好，你给我发的邮件已经收到了，我这里暂时打不了日文所以没给你回邮件。我有空的。我手机号码是XXXXXXXXXX到时候你来了打我电话好了。

COCO的日记



好久没来啦

2009.10.01

真的好久没写日志类，好想大家。怀念一下，嘿嘿。不知道第四届的哪个小学妹在岛根呢，老师知道的话告诉我一下哦，我想跟她联系下

COCO的日记



好久不见

2010.03.04

大家好久不见，都过的还好么？今年三月份在北京的研讨会我可能去不了了，今年四月初我将到日本留学，要忙于出国前的准备，请老师们见谅。

COCO的日记



好久不见

2010.04.26

好久不见，大家还好么。我已经在日本了，在琦玉县上语言学校准备考大学，有在日本的2期生请联系哦。过完黄金周打算开始找工作，听说现在工作很难找，要好好努力了。

COCO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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