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come japan

2008.09.03

哦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到了。。呼吸的是岛国空气了- - 电视上看日剧动画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昨天看了614.. moe.. 貌似被分到的住宿的学校= =很纠结... 但是私立的...安慰了..

唐 夢芸的日记



吃死了- -

2008.09.03

最近吃的好好啊...昨天意大利自助..今天日式自助..中午也是大盆的- -本来还想来减减肥的..越吃越胖了.. 以后穷困潦倒了我想会有那一天的..

唐 夢芸的日记



和椅子的奇妙一天- -

2008.09.04

纯粹是为了每天坚持日记- -.. 今天和椅子过了一天..下午坐了4个小时= =..额额额额.. 有打了电话给以前班的同学..打了我半个小时- -瀑布汗.. 明天日程比较紧张- -今天得早点撤..

唐 夢芸的日记



满满的一天....

2008.09.05

真是累的可以... 今天起的特早..然后去见了一个貌似是副大臣的男人.. 为什么总觉得日本的大叔都有Otaku的感觉- -瀑布汗下.. 然后顶高温去参观了那什么什么国会= =..名字忘记了..
非常壮观并且强大... 然后然后...在不知道的莫名食堂吃了中饭= =其实不怎么好吃..然后然后就去了基金会的总部- -见了一个作家什么的.. 然后就是欢迎会- -...总感觉气氛特紧张的..
没有看到来接我的学习啊..只有一个公务员大叔.. 据说我那学校住宿的人很少..所以很sabishii啊.. 很羡慕某何san..有个kireina姐姐和kakkoi妹妹..还有kawaii狗- -..我只有寮.....希望能
找到收留我的家人- - 阿弥陀佛..

唐 夢芸的日记



上一篇的补充- -

2008.09.05

今天看到ARASHI开演唱会了- -虽然就看到了牌子- - 人很多..我也超级超级超级超级无敌无敌无敌无敌霹雳霹雳霹雳大激动!!!!!!!!!!!!!!!!!!!!!! 不知道有没机会看到NEWS的KAT-TUN
的- - PS:晚上吃饭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肉当生鱼片咬了- -(有血...)真不是一般痛= =...我RP看来下降了..

唐 夢芸的日记



一周总结...

2008.09.13

- -有一火车的话想写..不知道从何写起.. 已经在学校呆了1周了... 有机会再补充吧..总之先写了一点证明我还活着- -

唐 夢芸的日记



三连休

2008.09.15

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 也已经习惯了学校的生活。。学习上也没有问题。。 上周去了敦贺庙会。。。 marumaru烧烤。真好吃啊。。 在气比神社买了护身符。。（有点贵--）
昨天是中秋节。。和原田一家出去了。。 去了敦贺的海边。。好棒啊。。。我的家乡只有人工湖。。。 之后就是吃饭。。略。。 然后去了Book.off 买了１－３５的犬夜叉漫
画。。 有点安心感。。。才1750日元。。。 中国可没那么便宜哦。。 超超超超高兴。。。。 晚上也像平常一样度过了。。 中国的家人们现在应该在吃月饼呢吧。。 就写到这里
了。。待续。。睡觉。。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唐 夢芸的日记



寿司寿司寿司

2008.09.27

今天中午和社团的大家去了寿司屋^^~ 超级好吃- -那个碟子最高的就是我的- - 写不出什么。。多看看寿司吧。。右下角那个白色的鱼。。 最喜欢。。貌似叫ika。。

唐 夢芸的日记



这个是10.1的日记- -写好了就断网了..

2008.10.02

中国的高中7连休啊。。 啊啊啊啊啊。。。 我要举国同庆啊！！ 今天真是lucky啊。。 昨天社团时候把相连摘了结果今天早上找不到了。。 急的要死= =那是钻石啊啊。。（真
钻） 然后在体育馆的地下缝隙里找到了。。 真是好运。。还以为丢了呢。。 然后今天开始homestaly了。。 是班里最聪明的孩子的家- - 话说今天来的路上看到了好多
chibimaruko(樱桃小丸子) 超级可爱。。。moe。。 上面的图是东京和敦贺的对比- - 真的是inaka啊- - 都没有好玩的地方。。 住的人家也就1个月。。也不可能去哪里玩= = ··以
后自己赚钱旅游！！！

唐 夢芸的日记



<半月小结>

2008.10.18

咳咳..半个月没来了.. 先扔上点照片..这里只能扔三张..所以合并了一下.. 第一张是上次LT时间开什么大会..很有日本高中的感觉- -..留做纪念.. 第二张是现在妈妈的做的便当..3合1~那
个哈喽KT挺好吃的.. 第三张是上次去福井市的周边店淘来的..真是贵啊..但是为了我家鲁鲁大人..值了.. 期中考结束了..古典我还以为我最差..还有比我更烂的日本孩子.. 数学昨天看到有
某笨女和我一样..没看到反面..估计不合格的.. 英语么不想说了..我就是英盲- - 明天去長島スパ—ランド..回来再写篇感想好了.. PS:这个小结真的很小吧..

唐 夢芸的日记



長島スパ—ランド(游乐园)

2008.10.19

- -直接正题... 今天突然觉得活着真好啊...真以为要死了..太恐怖了= =.. 玩了最刺激的就是上面2个- -超级人气。。排队都排了有半小时.. 图一是我把两个图拼起来完整的= =衔接那
里有点问题..可以忽略.. 很庞大的设施..一圈5分钟..很快速的那种.. 这个玩好就快死了.. 还要挑战图二..图二还有一部分拍不下来了.跟图一感觉差不多的很多圈.. 那个最高的地方有97
米- -。。冲下来还没缓过来又冲第二个。。 感觉人啊要飞出去了..而且我还是在吃好中饭去玩的- -没吐很对得起自己了..现在突然觉得杭州乐园里的过山车是小儿科- -.. 重点讲完再
讲几个好玩的.. 图片就没了.. 海贼船..很正常..没话讲.. 垂直落体..这个有点疯狂的..一下子冲到最高落下来..第一次坐.. 旋转摇滚的..坐在一个圆里一直转..是垂直转不是水平= =还要那
个很低的没生命危险= = 写着叫云霄飞车- -就是和过山车差不多。。有个圆洞的。。正的开不是很可怕..结果还倒着开。。倒着转圆洞..没想到- -吓了.. 摩天轮..挺大的..转了一圈10
来分钟..风景很好.. 鬼屋..一点都不恐怖。。都是假的机械。。中国有人吓人的好玩.. 激流勇进..这个中国也有..我有看到水冲下来有彩虹噢..很漂亮.. 差不多就是这些..还有些很儿科的
不写了..有损我名声的- - 晚上在岐阜吃了烤肉..藤太烤肉..据说有名.. 如图三..自己烤自己吃..然后很累的回来了.. 以上= =..其实今天不想写了..昨天说过要写的..怎么也写了点..（话外
音：写了这么多还叫一点~~~~（>_<)~~~~ ）

唐 夢芸的日记



要远足..没干劲..

2008.10.21

明天要远足了...但是一点都不开心... 去的是金泽..本来是去京都的.. 然后又要有摄像机跟着..不自在... 想去animeto..但是又因为各种各样原因不能去.. 一点都没动力了..................╯﹏╰

唐 夢芸的日记



远足了...

2008.10.23

如计划一样.. 去了远足... 早上比以往早起了一个小时.. 坐了两个小时电车到了金泽.. 去了兼六园..很有中国的感觉..记者说是古时候为了一个什么皇帝造的公园...模仿中国风的... 如图..
很中国吧.. 中午去了M..吃了儿童套餐..为了小丸子的玩具..OHOHO.. 下午是自由活动..逛了些商店感觉很普通.. 之后去了Animeito...超级开心...原本以为很远去不了的.. 扭蛋!最高!..
然后浑浑噩噩的就结束了... 摄像机跟了一天..总归有点不自在啊..... 晚上去了电影院想买BLEACH剧场版的票..居然不在这里上映...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 ~!!太遗憾了..! 这周双休社团有县
的篮球比赛..要去当拉拉队..到时候再来描绘一下社友们的英姿..

唐 夢芸的日记



想请问下关于打工

2008.10.24

同学寒假要去打工3周。。我也想去。。不知道允不允许的。。 一来可以充实寒假生活。。二来能接触更多文化方面。。 什么都想体验一下嘛。。三来能赚点零用钱。。回去的时
候有好多东西想买啊。。。和同学一起去。。我想应该没问题的。。 所以想请问一下。。打工可不可以的。。 如果是不允许的那就算了。。

唐 夢芸的日记



<诞生日>

2008.10.25

生日了。。。17周岁了。。。 明年的今天我就是成年人了。。。哇卡卡卡卡卡。。 晚上去吃了自助料理。。吃到走路困难。。 我再下去就是nikuonna了。。 收到了最要好的一个
同学的礼物。。杂七杂八好几样。。 HOHO~~ 顺便说下今天的比赛。。一直坐了一天。。 上午的赢了。。下午的输了。。落后逆转被逆转。。 明天还要继续。。。自从考试周开
始每天都不早于2点睡觉。。 没有懒觉。。快昏了- -但是今天吃了各种各样的肉。。活了半条命了。。。 看。。说话都语无伦次了。。

唐 夢芸的日记



去看了NEWS的演唱会！！！

2008.11.02

啊哈哈哈..... 目前我精神完全崩溃ing... 无比的激动....无比的哈皮...无比的无比的无比的无比..... 今天完全被手越电到了... 咳咳..冷静一下..正题开始.... 由于新寄宿家庭的妈妈是NEWS
的Fan俱乐部的... 所以今天有票去看演唱会... 演唱会是4点开始的..3点半赶到会场的.. 话说一到就在停车场看到亮ちゃん了~ 虽然很远..大家都确信那是亮ちゃん... 貌似正在玩着手机
还是电脑...实在太远..我拿相机拍了个大概.. 之后去了正门那里...全是女人- -(庞大的场面..)而且都是辣妹型的... 因为是站台..比较远..但还是很近的..会场比较小..没有像东京那里的会场
这么大..基本还能勉强看的出谁是谁的.. 开始从一颗很大的钻石里6个人升上来走出来...巨High啊~~ 玩了第一曲第二曲是Weeeek...更High了... 然后一连唱了好多..跳过... 因为明天就
是亮ちゃん的生日..所以solo的时候大家都超级High.. 在刚开始打招呼的时候..亮ちゃん说的是:福井のやつら..こんにちは.. 这个时候也很High.. 之后有近距离..因为是站台..所以不能
面对面的看到.. 手越 增田和加藤都从我这边的站台通过了..大概有3.4米距离看过去.. 手越真是帅的可爱的一塌糊涂.............. 最后安可了2次... Weeeek唱了2次... 都舍不得...最后是亮
ちゃん让大家回去吧..一直拜拜的.. 才散了... 真的一生难忘啊... 死而无憾了....... 照片是会场/门票/和我买的小戒指~是NEWS设计的..成员们都戴着..还有买了个小帽子贴不上来了！！

唐 夢芸的日记



我这里也下雪啦..仍上图..

2008.11.20

第一张是城市的.. 第二张是早上玄关前拍的..这么冷的天还穿裙子和袜子..我真佩服日本人.. 第三张是学校的内院..因为没人去..雪很完整.. 不过今天早上是吓了一跳..才11月呢..秋天的
说.. 才一个晚上就积的这么厚了..下到脚踝那..走路都陷下去了..据说还会下的更可怕..一般到膝盖.. 早上去学校真是要命.. 但是还是很哈皮..杭州也下雪不过没这么夸张..

唐 夢芸的日记



雪だるま

2009.01.18

前两天放学和和紫野ちゃん都没事干.. 就去堆雪人..哇咔咔..当年在中国也堆过一次..很迷你..这次堆的比较爽..边上还用脚踩了okaeri~ 第三张是大门刚进来..雪都埋楼梯了.. 晚上吃好
饭去看了下雪人..头没了..早上起来连身子也不见了...放学偶然发现在边上一个车子的后轮胎后面- -.. 太纠结了..我的るまちゃん！！！！！！！！ 年仅2小时...

唐 夢芸的日记



今日の別れは明日の出会い

2009.02.21

想说的大家基本都说了..扔几张照片纪念下吧.. 戴蒙同学说的对..7月不会是最后的见面的..

唐 夢芸的日记



去了下个月的寄宿家拜访!

2009.02.21

话说今天真的很想睡懒觉的说.. 还是硬着头皮起来换好校服去了学校.. 然后和班主任教导主任一起去下个寄宿家拜访.. 有见过一次那个家的爷爷..是一个叫海外贸易振兴会的社长.. 还
有个事务所是个貌似人才挖掘事务所的感觉.. 在那次见面时候他们有问我想不想去迪斯尼.. 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迪斯尼就是没有爱..只想去秋叶原.. 那个时候还说起我喜欢cosplay..那个
老爷爷还说在我家cos好了~那个时候感觉应该这个老爷爷不是那种封建型的.. 今天又见面了..还见到了我以为的"老奶奶"..其实年纪没那么大..类似大婶类型..然后还参观了一下他们
家..确实很宽敞..3楼..还有一个和室..电脑都有三四台- -..他们家女儿在东京上学..儿子去了美国..如果有机会去接他女儿的话..可以顺便去秋叶原~~~~啊~好期待啊.. 现在也没什么太大
的担心..听了某些同学们的怨念对白..我觉得我过的满好了..啦啦啦..~

唐 夢芸的日记



为什么会有跳绳这种东西!

2009.02.24

话说这个学期体育课是跳绳..(你们有没有?) 原来日本的跳绳和中国不一样的.. 中国跳的是规定时间里的个数的多少.. 日本跳的是技术.. 中国跳绳我就一直很不行了.. 只会平跳..外加断
断续续两三个的花跳- -..真不好意思说.. 我们这里跳绳分10级..1级最强大..然后我又很不好意思的说我一个学期了还在跳9级- -(貌似就我一个- -..明天应该能过的!)..要到6级才合格的
说.. 最近快学期结束了..所以放学都要留下来补习.. 感觉日本人跳这个都很擅长..看他们跳双飞后花跳连续的- -..那就是超人- -.. 不过我也算有进步了- -..刚开始后跳也不行..现在能跳
两三个后花了..但是8级就有双飞- -..7级是连续双飞- -..就双飞我这辈子还没跳成功过一个..哎..巨郁闷..补习了肯定也是赤点的..哎..总之努力跳过8级吧.. 下学期听说体育课是马拉松..
每天跑步..- -打击啊!! 话说你们体育课都干啥的- -..我宁可上学期的跳舞的..

唐 夢芸的日记



~毕业式~

2009.02.28

话说..今天我们学校行事是毕业式.. 以前老在日剧里看到..今天自己也参加了一回... 在昨天就已经排练了几次..所以今天满顺利的.. 体育馆里很冷..中间致辞什么的非常的困.. 但是还是
坚持到结束了.. 然后在最后三年级退场的时候..一起鼓掌.. 然后那个钢琴音响起..看着前辈们有的嘻嘻哈哈..有的满无奈..突然想起了极道里..然后突然感触了一下下.. (PS:很佩服那个弹
钢琴的孩子...) 然后么就是这样结束了..下周开始高二就是最年长的了.. 话说下周还是期末考..要学习一下下了..

唐 夢芸的日记



话说今天貌似是女孩节

2009.03.03

如题- -.. 刚才听同学说的..说今天是女孩节..我中国那高中里的外教还穿了和服..为啥今天班里就完全没听到今天是个节日的话题- -..我就知道男孩节是挂鲤鱼旗..女孩节是干什么的..

唐 夢芸的日记



新的寄宿家

2009.03.05

前文也提到过了..昨天是刚搬来这个家第一天.. 话说晚上就去了个好高级的地方吃.. 貌似是这家人的大儿子生日..然后还有我的欢迎会.. 好奢侈啊..不过蟹don真的很好吃.. 还有吃了活
着的乌贼..那头还会动呢..ika最高! 然后这里电脑也可以收到电波..虽然弱了点.. 感觉这一个月过的应该会不错.. 有空拍几个照片来传....

唐 夢芸的日记



话说我见鬼了!!!

2009.03.10

真的..今天见鬼了!!!!!!! 今天晚上洗澡的时候..先是冲了下..浴室里当然都会是雾气了..然后进浴缸泡.. 泡了十分钟想出去再冲下..结果看到镜子上有个手印.. 那个镜子就是在浴缸的一头
上.. 我开始以为是我自己进去时候扶的..但是我没有扶的记忆.. 然后我下意识的在镜子上又按了个手印.. 结果大小完全不同.. 那个手印小多了..开始以为雾气..一想不对.. 雾气退散的话
应该是更大不是更小.. 问了朋友..说可能是原本就有油印.. 但是不可能我之前冲的时候没看到的啊!!! 还有今天我的校内被个不知道谁拿我的名字和照片注册来冒充我!!巨抓狂!!

唐 夢芸的日记



不得不说.今天这风实在刮的太恶心了!

2009.03.13

呃..如题..今天我体验了什么叫寸步难行的感觉.. 早上出门骑车就感觉风有点大..骑到逆风区跟骑上坡一样.. 骑上坡就只能推车了... 在学校里一天都听到刮风的声音..我理解了什么叫北
风呼呼的咆哮.. 好了..恶心的是放学..放学时候没下雨..就想着骑车回去吧..刚骑出学校就有两个下坡..一直都是逆风....眼睛根本睁不开..不过因为毕竟是下坡就眨着滑下去了..然后努力的
骑.. 边上就是很多田..感觉自己要被吹下去了..事实已经在被往田里吹....然后这里就开始寸步难行..领带也快吹飞了....裙子乱飞都已经管不了了..一步都骑不动..然后就走下车推车..艰难
的推了两步风小一点了赶紧再骑几下..就这么艰难的走过了逆风区.. 之后一个转弯那条路一直很顺风..都不用骑风带着你飞.. 然后再转弯..又开始恶心..看到两个小学生也在艰难的抓着
帽子走.. 之后好不容易快骑到家的小路..有条路边上全是小沙石..然后被那恶心的风一吹..我体验到了什么叫枪林弹雨的感觉... 最后终于坚持到家了...最后又恶心了一下..头发全打死结..
梳的我头皮都快扯下来了终于通了.... 话说..这真的是第一次碰到这么恶心的风..

唐 夢芸的日记



日归USJ~巧遇东方神起Live~

2009.03.14

哇哈哈哈哈哈!!!真是激动的不行了!!! 废话不多说..先扔三张图.. 第一张大门.. 第二张我和地球.. 第三张就是神起啊!!!!!!!!!!!!!!!!!!!!!! 太帅了..帅过头了..虽然不是近距离.. 勉强也只能拍到
这个程度..真的是巨帅..现场live也没有走音什么..受不了!!!!!!!!!!!!!!!!!!!!!!!!!!!!!!!!!! 咳咳..今天呢..和同学去了USJ玩..然后就是玩了一些里面的东西..然后今天还下雨了..不过还是人山人
海...唯一值得的就是碰到了神起!!!!!!!!!!!!!gya!!!!!!!!!! 晚上吃了大阪的章鱼烧..果然章鱼烧就该吃大阪货~~ 好了..就到这里..今天好累好困..但是却激动的睡不着..

唐 夢芸的日记



3国聚会- -..

2009.03.21

话说今天家里开party.. 来了三个中国人..两个菲律宾人..还有的都是日本人.. 然后吃了好多好多..话说我在日本第一次喝了啤酒.. 之前好像听说日本未成年喝酒要坐牢的..一直没敢喝-
-.. 今天偷偷的喝了点..啦啦啦~~~ 还学了两巨菲律宾话..一句是我爱你..念maharukita..ru发音很轻..还有句再见..念paaramu.. 感觉今天像是国际聚会了..三国洽谈.. 啦啦啦...吃了好
多..不行!我要减肥了!!!

唐 夢芸的日记



新学期新气象.啦啦啦..

2009.04.08

话说今天开始就是高三了的说..然后今天还是始业式.. 今年高一的人特多..感觉学校一下子变热闹了.. 分了班..男生一下子变到20个..女生才14个.. 灰常不习惯..以前男生10个女生22个
吧.... 教室没有换..但是隔壁班却搬走了..哎.. 反正分班的感觉不太好.. 还好跟我要好的几个都分在了一起的.. 还剩最后个学期..不晓得会发生什么呢....

唐 夢芸的日记



去看了柯南剧场版第十三弹~

2009.04.18

今天和同学约好去看了柯南... 之前没看到BLEACH的太遗憾了.. 然后就去看了..感觉这本有点扯.. 最后的十分钟高潮部分好看..前面一直看的我腰酸.. 这部总的来说我感觉没上部绀碧之
棺好看.. 期待下部吧.. 啦啦啦.. 照片是买的些周边..那镜子我很喜欢的说.. 话说回来的路上迷路了- -..结果被我迷回家了.. 此刻我深深感受到地球是四通八达的...

唐 夢芸的日记



很久很久了..

2010.09.01

貌似很久很久没来过了.. 突然看到了邮箱里的心连心发来的网页.. 所以回来转一转表示我的存在.. 也不知道写些什么.好吧.. 惯例的问问：大家都在做啥.. 我9月开学自考了..在家休息
了一年.. 日子过的很平淡...........

唐 夢芸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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