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户行

2009.10.17

照片拍的见笑了 到今天才发表第一篇日记 再看看同志们的日记 我汗颜了 不知道大家中秋和国庆是如何度过的 本来还想和同志们在因特上共度良宵来着 哎~·~ 吃了月见饼（怎看着
这么别扭） 拍两张蹩脚的照片 也算我过了 从到日本以来每天都有事情发生 多了很些伤感（这词儿有点きもい）或偷着乐的契机 嘿嘿 跑题了 今天 期待已久的神户 去了 远足 译成
中文 是不是秋游类 八点半准时出发 沿着阪神高速 向神户 推进！！ 这一路 欢歌笑语 非常恰当 担任和副担任先生 首当其冲 一曲 居酒屋 大家都颤动了 下面是拥有着经典脸型的山田
君 校歌 那是无与伦比的抑扬顿挫 这次是震动 大家全趴下了 刚又看一遍 依然很震撼 大家高喊着あんこる 　突然 有同学叫我 天天 吓我一蹦 这敢一唱 车上木人了 俺找谁玩切 十点
四十 抵达mosaic停车场 分头行动 我看着斜对岸靠着的粉红色的海贼船蠢蠢欲动 怎奈这是是小组行动 呼 直奔车站 一直在问路 感觉人们都特别亲切 很热情 讲到你听懂为止 还有一
位老爷爷看到困惑的我们 还主动推荐一些值得去的地方 很是感激 但带等下次了 　 途中 快到南京町那个很复杂的路口 有几位（应该是）志愿者吧 貌似是保护神户市小学生道路安
全 类似请愿书的东西 留下大号 呵呵 去往南京町 　 　はは　　少不了吃的 小小怀念一下 肉包 烧麦 锅贴 只是都挺有日本风味i 肉包吃着像蛋糕 就是蛋糕好像没咸的 还有长安门口
的大肚子弥勒佛 拐角的李小龙 看得很开心 那个在搓铜盆边的小朋友 至今我仍充满疑问 在工艺品店居然看到了国内各大景点均有销售的木头蛇 乃大惊 但时间很紧迫 我们便马不停
蹄的赶往三宫 这已经是返程了 因为2：15就要集合 （据说那温柔可爱的班主任 发起怒来是极其可怕的 嘿嘿 仅仅是据说 因为我完全无法相信） 连HF的お母さん都为我们惋惜 这怎
么跟小学生的远足似的 嗯 下次去 一定逛个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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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2009.10.19

今天 啊···· 已经成昨天了 去买了一辆自行车 我都惊叹了 这是我购物时间最短的一次 15分钟 买成了！！ 就是跟祖国不老一样 要试骑 带先把导购员叫来 把脚蹬子安上 才能坐上那五
花大绑的自行车 到底是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呢 还是为了防盗类 自行车也依然是像超市一样 出小票 慢慢就习惯了吧 只怕回去后又不习惯了 那就好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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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的开始

2009.12.07

12月 以艾滋病日为起点 今日正好是第七日 大雪 更冷了 naho 走好 尽管我们不能算朋友 尽管在你走后才看到你的笑容 尽管我已不如那个满月之日那么悲伤 但在七日 大雪的节气 祝
你来生不用再在寒风中辛苦奔波 平平安安 完整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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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泪~~~~~

2009.12.18

我哭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
我连夜赶制的日记啊 就这样销声匿迹了 ~~~~~~~~~~~~~~~~T_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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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月初三

2009.12.19

七点半才起床 还是让未任里叫起来的 太能睡了 八点出门 地面发湿 一白花花的小东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击中我的脸 邪？下雨了？（难怪将お母さん似乎隐约说了 雨披？） 正愣
ing 躲之不过避之不及 啊啊！ 再次被击中 我被它欺负了~~~~~ 别傻了 快迟到了 蹬上车子 扭头看到お父さん刚出完垃圾往回走 仓促挥下手 ····· ！！！！！是雪！！ 下雪
了！！！！！！！！！！！！！ 立刻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情油然而生 你个马鹿 红绿交错的深沉的山 的确是泛起了白色 云彩依然那么强悍并性感着 沥青的路面一润 便显得干净起来
吹着飕飕的冷风 我居然心情无限好 即使在我讨厌的阴天 这就是雪？ 总能带来一丝如意？ 或者说 是弥补了お父さん灌输的和歌山无雪的缺憾心情？ 对 今儿早上我蹲那会还情不自
禁的哼哼 是薛之谦的《认真的血》 并且我不很喜欢 或者说很不喜欢这首泥泞的曲子 再度陷入胡思乱想··· ！警报 ！车速！！！ 耳朵突然感到 后方 驴同胞 出现！！ 干侧过头 它便
嗖的擦肩而过 上同学。 好久不见 上学路上 但自从上次上次你说了那些很不好的话之后 这句单程的早上好 便无论如何也无法道出了 Because 我已经做出努力 但结果却是深深失望
心情如日本的海洋天 急转直下 换！ 昨天看了《恋空》 在国内就无数次听同学提起 却一直没机会为快 吼吼 这次可是BS 就是没字幕o(╯□╰)o 羞愧了 我很不想哭 因为它并不新鲜的
套路 但愈发觉得 怎么上了年纪 眼睛反倒愈发不争气了 曲终人散 一边的袖子已被浸透 咳------- 抬头看天 我想起了洛阳 我活动在这个小地界儿 时常会想起 因为两者之间许多相似
的巧合 但也许是我自作多情 比如 同样四面环山 同样的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流 并同样因地命名 同样拥有世界遗产 并同样因佛教而存在··· 但我也 同样说不清 对自己所脚踏的土地 怀着
怎样的感情 比如现在 这里有着我所钟爱的小山包子 天空和云 也存在着我所恨之入骨的短裙 噪音和尾气 ··· 也许如是 人生多彩 调色板上 各种鲜明的色彩 手持刷子肆意搅和 往往结
果一致 是深浅不一的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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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月初四

2009.12.20

周日 大风 海阳天 哈哈 一觉睡到自然醒就更高了 收衣服 搭衣服 叠衣服 晒被子 吸屋子 劳动的确是很有成就感呐 吼吼 晚饭 焼肉　最高 \(^o^)/~ 日本有线大赏 那是不是还有个无线
大赏嘞？ 看起来不错 可 今天 仁 SP 哇哈 哈 哈 O(∩_∩)O哈！ 但是无法接受 嗷嗷嗷嗷嗷 什么意思嘛

梁 文青的日记



冬月初六

2009.12.22

从今天开始进入三者恳谈。 一想起来， 心里就七上八下， 早上由于下雨迟到了 已经非常着急了 太糟了～～ 下课后被相田老师批评了 不好意思。 老师总是很亲切的。。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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饼

2009.12.30

放假真是要把我放傻了 今天都已经三十号了！！ 在家人的敦促下 今天总算去把钱取了 哈哈哈哈 一人儿去的 好有成就感！！ 午饭后是去ayanetyan家 期待了好些天的 饼！！ 但是
同一个字 用中文打出来和用日文打出来感脚还真不一样嘞 感觉脑袋里烧饼和年糕在飞旋 飞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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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第一篇

2010.01.03

想起12月31号时还觉得明年很遥远 嘿嘿 现在说去年也挺别扭 昨天去根来寺初次参拜 这个词让我觉得自己叛变了 お姉ちゃん和真美姉ちゃん 非常耀眼(*^__^*) 嘻嘻…… 路边摊挺
好吃的 想起了文化节的感觉 不过下次吃就到樱花开放的时候了 今天和真美姉ちゃん是第一次见面 听姐姐说一直很想见我 叫我小紧张了一把 非常认真的听我讲中文 哈哈 很荣幸 和
服真挺不方便的 ( ⊙+⊙ )真的 第一次喝日本甘酒？ 甜酒 味道太奇妙了 本来光看假名没往汉字上联想 还以为是稀饭内 喝下去时真太无语了 yadai 我当houdai吃 估计她们都看傻了
经济上也过年嘛 只不过冬天还没过去 春天不知道远不远 今天去大阪イオン 继续过年 战利品 奢侈品 呵呵 是对于我 其实也不算几个钱儿 人真多呀 午饭排队 掏钱排队 下午茶星巴克
更是在队伍里就要开始点 不很懂咖啡 モカ 我想应该就是摩卡吧 什么绝望等待？ 是扯淡？ 红薯蛋糕 哈哈 还是サツマイモの方がいい CD店 看得我那叫个心潮澎湃 我买了盘儿猫和
老鼠 估计是要叫某人笑死了 呵呵 昨天一次带toy散步 半程录像 回来忘了 おねえちゃんおかあさん笑得合不拢嘴 我才恍然大悟 说臭狗屎 臭狗屎 我算明白了 很深刻···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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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游梅田

2010.01.05

今天去梅田！！ 挥霍上次的积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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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袋

2010.01.07

昨天お姉ちゃん下班顺道去AEON 给家里的小腊肠toy买了福袋 刚好午睡起来 便兴奋的叫我去看 西瓜的小帽子 的确很好玩 DOGDOLL？ 上次狗仔运动会的Maker？ 嗯。 这个要多
钱？ お姉ちゃん很详细的解释 那个橙色的小背心单价是3000 福袋不带衣服的话是3000左右 帽子也是3000左右 5000左右的话可以再任选一件衣服 光着个背心就3000··· 看来是森
的那句话 XX 好好学日语吧 ``` 5000日元 挺贵的？ 如果大家发现这段没流水账中包含着什么不良情绪的话 拜托提醒我一声 但愿我不是在嫉妒 太丢尅气了 想起曾为一条500日元的
围巾而踌躇 呵呵 仅从这一点看 这次出来也是对的 看看自己已被这个世界甩掉了多远 我还是败了 不过自认为已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物价 买那条李维斯的时候 也是毫不迟疑就把钱扔
了出去 有没有小心疼一下 现在也忘记了 那句滥掉了的话说 如若不能改变环境 就要去适应环境 改变环境··· 我就不扯这个淡了 拿着日元当人民币花 这日子就没法儿过了 咱也为促进
经济复苏贡献一点绵薄之力么 就是日币汇率已经在一路飙 升了 再说 狗狗也是要过年的嘛 连我在打开福袋 一样一样翻看里面的东西时 都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 toy一头扎进袋子里
是绝对不足为怪的 这便是所谓的格差？ 昨天还看新闻 中国将取代米国 成为世界Top 真有意思··· 托日本媒体的吉言 咱明天就跻身发达国家 咱也给狗狗买爆米花吃去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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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朗的一天

2010.01.24

天气超好 ❤情超棒。相机似乎有masi 看来还有戏。因为很想得到鸣人的玩具 不是很想 是无比(ˇˍˇ） 想～ 那天在地上看见了佐助但没捡 要悔死我了 今天说什么也要去 没想到爸爸
妈妈姐姐都同意 万分感激\(≧▽≦)/ 妹妹因为要去心斋桥考试 就有妈妈代份了 呵呵 途中发短信问她想要的套餐时 得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未心爱的围巾在车站被飞走了 额 我非常非常
的表示理解 那种心情。 不过 当我看到鸣人 啧啧啧 心情即刻回暖 不要逼我 否则我要把happy set吃一个遍 下午去扫墓 妈妈的爸爸和妈妈的爸爸的妈妈和爸爸的妈妈 嘎嘎嘎嘎 虽然
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我可以表示诚挚的歉意 不过说实话 学到很多东西 我也非常感谢家人们愿意带我来 因为不知怎么 似乎冥冥中感觉 这个词有点恐怖 吼~ 我又唠了 这是我真实
的想法 愿意带我去扫灵 愿意向我介绍他们的家族 他们家族的历史 他们的过去 真的让我很有归属感 有一种真正的家人的感觉 我很感动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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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没迟到 偶哈哈

2010.01.26

早上的SHR 今天的尤其长 后天就现地研修了 作为担任 必然是临行密密缝啦O(∩_∩)O~结果还是少说了 估计是走到楼梯口又匆忙折回来 交待大家研修后紧接着的马拉松大会 的各项
事宜 班主任太不容易了%>_<% 窗户里突然弹出个的脑 eisuke omedetou 啊，yuhi 篮球队长 今天是eichan生日？！！！！ 噢 下来登场的tomokun 五音半圈 哈哈 唱着happy
birthday 提着一个灰色塑料袋 全班人都乐了 男孩子们围坐在一起 幸福开心的笑脸 照亮了因天气而阴沉的教室 但课间好时光 永远很短暂 这么长时间以来 第一次上理综课 就在今天
我很平静、、 任课的是副担任的曾和老师 上来给我来了个隆重介绍 估计当时我表情特傻 哈哈 大家往后看！ 刷 差不多全扭过来了 众目睽睽之下 我摸了摸后脑勺 额 我抑郁了 面无
表情？ 若有所思？ 午饭后 日语课 这周开始既要变成两节了 我也不清楚自己的想法 不过下星期就要做Madeleine了 记得金三顺上提到过 是一位女性作家的小说 名字根河有点关系
结果满脑子都成了悲伤逆流成河 额····· 不过 高兴 哈哈哈 迎接即刻而至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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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小年

2010.02.07

从冲绳回来都已经一个星期了 天哪 这也太快了 今天都小年了 还是亲友口中得知 %>_<% 和盐泽老师诸田老师周四meeting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心中感激 回想起这半年 其实快乐的
时候更多 重振信心！！ 期待和大家的京都重聚 O(∩_∩)O 只是至今都还想不通行李要怎么拿才好 郁闷 还是飞机方便 好好泡了个澡 今天马拉松的疲乏总算减半 嘿嘿 从下午一下睡到
了晚桑 怎么能不胖啊 T_T 再想想今天的马拉松 真有够恐怖 先是忘穿长裤 动了个半死 然是是大风小道的 最后六分的时候 感觉就快要被吹到河里去了 吓了个半死 哈哈 爽！！ 人在
劫后余生时的幸福感 飘飘然 哈哈哈哈 跑完就暖和了那么一会 又叫冻得鼻涕横流三千尺 我jiao Nami 大救星啊 把okasan吼来 温暖的wagon啊 我和mittyan在Nami温暖的房间里一
起看金太郎 一直等到otosan下班来接 ↖(^ω^)↗ 天变暖和了 为啥不是中午跑 那么冷 穿裤衩还不能套taitu t_t 为啥 国内是穿得少了会被老师咔嚓 什么逻辑 +_+ 额 我又鸡婆了 哈
哈 但是 六千米 我脚的自己好伟大 吼吼吼吼 嗯••又超时了 睡觉 明天两千块去kanku当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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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 后记

2010.02.20

电脑一下休眠了好些天 刚儿开开时感觉像是要爆炸 它是该愤怒了 本想以 京都疾走 为名 发表篇日志 这么无作为的话 太对不起极品老师的号召 的确这5天是真够急了 仅仅3天后的今
天 已让我对 中间研修 这4个字产生了足够的朦胧感 我在怀疑 我是不是失忆了 现在看来 答案是NO 因为那几个小时 至今仍无法释怀 萦绕脑海 在17号的清晨 大家都纷纷合影留念
而翻开相机只有和丹丹在最后时刻的两张合影 这还要感谢诸田老师 那会的我们 在灿烂的阳光下 笑的还很灿烂 但随后的画面就是 丹丹流着泪与车上的我们挥手告别 还清楚的记得
在京都车站 含露箱子的拉杆拔不出来 我帮不上任何的忙 记得起当时的难过 但今天更多的是耿耿于怀 为什么自己不能像阿童木或是哆啦A梦那样神通广大 人数一点一点的减少 最后
当丸山老师念出 kaisansimasi 这几个音时 我感觉我快哭了 我想 在心里 我已泪流满面 而当时思妤是真的哭成了泪人儿 再下来只剩我和坤儿两人 有一点相依为命的感觉了 我记得我
一直很沉默 坤儿便也不再说话了 在大阪站 我努力告诉自己 不要回头 但我还是失败了 这是我回头时看到的景象 坤儿已消失在站台上来往乘客的洪流中 我周围的每一个人 每一对人
每一队人 都在疾走 而我拉着箱子站在原地 看着这于电影里相似的快镜头般的画面 在与我一米直径外不断闪过 像是一点点陷入一个漩涡 刹时的孤立感将要把我吞噬 在我眼睛能看到
的范围内到处人头攒动 但我找不到我同其中的任何一个个体有任何的联系 后来 我在大阪开往纪伊的电车上睡得头昏脑胀 完全没有注意到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大姐长得特漂亮 这不是
我的一贯作风 但幸运的是我没坐过站 当我捂着脑袋走出电梯时 还没发觉 在金色的阳光下 正前方正在忙活的正是我亲爱的okasan 像是做了个长长的梦 在今天这个晴朗的下午突然
醒来 现在的我迫切的想知道 我亲爱的朋友和亲人们 你们都好么？

梁 文青的日记



我的智齿

2010.02.23

　我的智齿昨天长出来了。特别痛。 而且，昨天的晚饭是麻婆豆腐，痛到心里了！ 　可是，非常感到喜悦。说到原因，虽然只长出来一个,不过比大家都快。刚来日本的时候，只有
谷粒大小,不过，现在已经比米粒大了。 　还有，姐姐是齿科护士，所以感到非常放心。因为无论什么时候都能的到帮助，很有安全感。昨天姐姐又告诉我好多知识。但好像，如果
不对智齿进行适当保护，相当有可能被拔掉。%>_<%可怕。我不要！ 　所以，今天漱了二十次口。感到吃惊的是，很意外疼痛消失了。　　 呵呵呵，太棒了！^_^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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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2010.02.24

我抑郁啊 倒地 再爬起来都两点了 播放列表都进到38了 只有未的房间亮着灯 在为明天的课目复习吧 这个 夜猫~子、 我没妈的孩子 我容易么

梁 文青的日记



深夜

2010.03.09

树人先生深夜写作是为了拯救人民 我汉着仅仅是为了挽救自己 我饿得要把世界填满 心の隙间を激しい音で埋めていって 眠りに着くんだ Good night to you I always do think of
you even when I am far away Were you wonderful today? Because surely there will be good tomorrows, sweet dreams So beautiful I've never known this joy When
the trip is over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こんな日々過ごして来たよ 離れても感じてる 一人になったら君を想い話しかける もう寝たかな？ Good night to you I always do
think of you Even when I am far away

梁 文青的日记



初便当

2010.03.09

第一天自己为自己做自己的便当 哈哈 能吃！ 难吃！ 哈哈哈哈

梁 文青的日记



翻译宝儿？

2010.03.10

我就挺奇怪了 咱老师是有啥翻译的软件吧 看样子应该还挺高级 我跃跃欲试啊 谁能解开我的困惑~~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 那是什么~~

梁 文青的日记



久违的中文

2010.05.22

几年没有写日记的感觉 也许题目应该叫 久违的日记 今天估计是我这一辈子最充实的一天了 晚上一点睡 早上六点起 匆匆忙忙赶到学校 上了第一节课 拿到了期待已久的物理成绩 老
师很满意 但我不能宽恕自己 第二节课就开始公欠了 吉林省的同学们 你们终于来了 老师们都在感叹 真是精英啊 那是 西装笔挺 皮鞋铮亮 再加上一脸蓬勃的朝气 我逊色了··--# 不过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么 我是没哭 就是激动得忘本了 不会说中文了--！ 但是 校长先生的欢迎致辞的翻译 也算是完璧了吧 我尽力了 参观学校的设施 有日文到中文的说明 一节中文
科我也极限了 匆匆吃了午饭 藤田老师已经穿着和服袅袅的来了 是该去茶道部了 一节课还要多的时间 竟然不够准备 是和歌山嘛社？的记者 反正是来了一个抱着非常本格的相机的先
生 我们还在惊慌之余 就被老师通知要被采访了 我和部长无奈的去了 噢 是上次让千寻上报纸的内位 上次在健康之林的茶会 但这次要做千岁盆的 是我 三十多位同胞面前 我通过了
加上今天 我一共做过三次这个技法 我崇拜我自己（安培） 下面是柔道 帮忙把作法室打扫干净 我和璐卡匆匆跑去格技场 还好 没偶错过 最后回到原点 会议室 同学的寄宿家庭意义前
来认领 又做一回翻译 今天算是过足了翻译瘾了 并且 还见到了我们北京的老师们的哥们儿 海若老师 惊喜之余呀 跟新媳妇儿见娘家人一样的感觉 这个比喻有点变变 好吧 这一天还未
结束 还有羽毛球部

梁 文青的日记



5.23

2010.05.23

怎么越是到离别时 反倒越是过的开心 一个月前 想到要回去 还那么的无所谓 可是 现在 却清楚的感觉到了自己的不舍 这都是因为日语的交流变的顺利的原因么 或者说 是我做了一次
正确的选择 进入了全年级唯一的理科班 并选择向大家敞开心扉 不再对自己的感情遮遮掩掩 在每天微笑着和大家说早上好时 在品尝着大家在总学课上创作的饼干时 在收到朋友考查
发表期间 亲手编制的幸运结时 在和大家用中日英三国语言开着玩笑 打打闹闹时 在即将登场表演 受到大家一句句 ganbare 和一个个鼓励的拥抱时 ······ 想到这一切的一切 都即将有
可能是最后 一时的开心 与过后的失落 总让我难以释怀 我想我无法如预期那样笑着离开了 也许是我还不够成熟···

梁 文青的日记



Bad day

2010.06.09

记不起上一次这样痛哭流涕 已经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 从来没有 这样强的挫败感 我忽然间狠狠明白了 那时电视里的那句话 不是所有的努力 都应得到回报 那时感觉这句话太消极 因
而十分厌恶 但现在却洗具的发现 它是真的 为了那并不快乐的三天合宿 错过了日语考级 而紧接着就发现七月份的这次考试 对我有多么必要 我努力了 但又无能为力 整体的计划不得
不全部打翻 我就这样乱了阵脚 因为那些嗯嗯啊啊的原因 不 因为是留学生 因为是菜鸟 您就直说嘛 我不可以参赛 并必须要放弃最后一次看大赛的机会 那时对前辈的承诺 算了 我的
承诺一直都很不值钱 痛痛快快哭一场 我清醒了许多 在相同的地方无数次跌倒是可耻的 而生活从不因泪水和悔恨停下脚步 你 必须继续前行

梁 文青的日记



Shiro生日的日子

2013.01.08

好久没写日记了。有些忐忑。

大家元旦怎么度过的呢。(´・ω・｀)

11月的同窗会以后都没有见面呢。

我元旦的晚上在大阪通宵制作生鱼片。

可能从此以后在也不会想买超市里的盒装生鱼片了。

打工开始前在休息室看了一眼红白歌会。

那个变身萌妹之后,篮(Arashi)带着有趣的表情唱“故乡”是吧

从２０１２年生存下来了。

２０１３年第一餐是早上5点松屋的猪肉味增汤和韩式辣酱汤。

两张套餐的券，店员叔叔看我不要米饭，衣服惊讶的表情。(ΦωΦ)ﾌﾌﾌ…

装进洛阳人水席料理的胃袋忙着消化。

这里为了纪念要纪录一下。

 

今天下午3点起床、没赶上付款。

拿了住民票回家时太阳还没有下山

等信号灯时，每见过面的阿姨想我打招呼。

“今天好冷啊”,“是大学生吗”什么的开始搭讪。她家好像里我宿舍也很近。

听我说了国籍，她说中国发展的好快。

我说准备报考同志社大学，她问为什么不考立命馆

有说自己女儿在立命馆社会学部，在学中文。

问我可不可以教中文，我答应了。

还请我去吃饭，并交换了电话号码。

说下一个路口要去买米，就分手了。

我要复印志愿书,有很想吃行人豆腐就去了LOWSON。

不太习惯复印机，花了很长时间，好郁闷。

一起那想过如果这家点招工，一定会去，曾盯着店门看了1个月。

今天无意看到招工广告，却不由打退堂鼓。

对了，LOWSON的EVA果冻好像卖完了。

还有今天第一次，店员忘记给我收据了。

网上订购的收据也差点忘掉。

正式放学和下班的高峰期，店员一个人想必很辛苦。(´・ω・)

梁 文青的日记



时薪760不能理解。

有3个朋友都是今天生日。

从很多角度讲今天都不是一个寻常的日子。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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