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乐与我同行

2009.09.06

昨天，坐飞机时我俯瞰到了福冈，心中真的有说不出的高兴！ \(^o^)/~ 原来福冈是一个这么美丽，繁华的城市啊 O(∩_∩)O！ 令我更高兴的是我的日本的家very beautiful，依山
傍水，家有两层，可以算是别墅了。 爸爸妈妈都很亲切，还都非常有幽默，在一起特别开心。 他们还非常厉害。 爸爸英语非常好，韩语也好，汉语也会一些，做菜特别好吃，昨天
吃了咖喱饭，今天中午是炒饭，太享福了！ 妈妈很漂亮，是一个很伟大的母亲，有六个孩子。妈妈开车技术很好，接我回家时边开车边和我唠嗑，和她在一起我感到特别快乐
(*^__^*) 我还有4哥哥1个姐姐1个弟弟（但弟弟比我还高~~~~(>_<)~~~~ ，我得加油了！↖(^ω^)↗）， 在东京见到的哥哥非常帅。 现在我和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住在一起，姐
姐感冒了了，没怎么在一起玩，但它是一个很开朗的女孩，跳舞很好，英语学得好，朋友很多，我希望他快些好起来，一起玩！期待着...... 真的很爱我的寄宿家庭的成员,也很感谢他
们,希望我们这一年会平安☺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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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O(∩_∩)O~~

2009.09.30

今天，开心O(∩_∩)O！开心!!!!(～ o ～)~zZ 今天晚上排球部结束的很早，5:50左右就完事了，集合时，古典的老师说的结束语,老师可好了，我特别喜欢❤。其实呢，是一个特别严
厉的老师，不怎么笑，总批评回答不好的同学，但我特喜欢，集合时，看到我，还笑着和我说话了呢！然后就想到找她学日文的古文了，换完衣服，我就去了，然后，哈哈，她在，
还有，我的班主任，也在O(∩_∩)O，还有英语老师--特喜欢，5班的英语老师，数学老师，特别可爱，他要结婚了,全是我喜欢的老师，怎么这么幸运啊！我找到古典老师，问她什么
时候回家，她说有时间，然后问了她可叫我古文吗，然后就开始想怎么办。。。然后过了特别特别快乐的一个小时。。。 那一个小时，对话一直很成功（日语说得，听得很好），
毕竟是老师，说的可清楚了，开始一直不知从哪开始学起，还和别的老师说话，说怎么办呢，可难了，那时我说了以后要上日本的大学，还得有古文，在这里还有一年，不能天天听
不懂啊，说我想学。英语老师坐英语老师旁边，那时候，对我笑了！还和古典老师说我英文没问题，还和我说化学老师表扬我了，我的天啊，好事怎么那么多啊，老师们还都问我哪
个行，哪个不行（学习的科目）对，是我说化学可以的时候，英语老师说的化学老师表扬我了。嗷嗷~~~~O(∩_∩)O~，然后，我可认真地学了，我感觉古典老师喜欢我^_^，中
途，我发现，班主任看我了，呵呵。加一个快乐的插曲，古典老师说：“むずかしいね ”そのとき,わたしは “はい”をいわないで ,”たのしいです”とこたえました，她笑了，
很开心的，把这事告诉了旁边的英语老师，英语老师说さすが~~O(∩_∩)O~~我真的很爱学，挑战~~ 现在认识的人可多了，每天不知要打多少次招呼，说多少遍早上好，我相信朋
友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就着么认识了好多人，希望能和她们成为好朋友。 明天休息yeah！！！！ 努力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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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同的感觉看日本动画

2009.10.17

今天看了我最喜欢的动画片--柯南。 发现，有了完全不同的感觉，在中国用着好奇的心情看着它，好多东西都不是那么了解，今天，感觉到了熟悉，动画片的一切都在我的身边，电
车，自动售货机，习俗... 听懂的程度提高了不少yeah！ 加油↖(^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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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吃多了，呵呵

2009.10.17

今天晚上去了书店，回家时，非常幸运，看到了卖烤地瓜的车，听姐姐说冬天时，很多人买。就买了两个，很幸运有时是一个500日元，这次是2个500日元，那个人还说给了我们两
个大的，很好吃！姐姐真好！晚饭是炸猪排，好吃，但因为吃了半个大地瓜，好撑，呵呵 因为去书店，没去上祭典，但日本妈妈给我带了祭典的りんごあめ现在吃不下了，怎么
办？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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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俱乐部

2009.10.20

今天，向排球部请了假，参加了ESS（英语）俱乐部的活动。 这次活动就3个学生，有我，我的同班同学，还有高一的一个女孩子，还有英语老师，老师有30年教龄，真厉害！ 做了
自我介绍，就开始用英语互相提问，对话，我说了很多，非常开心，但是有时杂糅——有时英语加日语一起说，有时想说英语，说完了，却发现说的是日语！但还是正确的英语比较
多，好久没有这么畅快地说英语了，有这样的机会，真好！ 充实的内容，阵阵的笑声，活跃的氛围，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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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9.21 棒球，活动

2009.10.21

今天体育课是棒球，第一次接触棒球是昨天。昨天，因为女生人数是奇数，老师陪我练习，很开心，很感谢老师。 今天比赛，我也不太明白规则，就问同学我下一步做什么。最出
色的是用拿个棍儿打完球，跑到一定位置，然后该跑时跑，又跑，再跑，然后就成功了，出场和同学们拍手祝贺，好高兴O(∩_∩)O~~ 今天下午参加了活动，其实也是一个俱乐部的
活动。有一个智力底下的学生上的小学，离我们学校很近。这次活动是和他们交流，活动时间不长，我和好朋友还有一个4年级的小男孩一起，玩球。 感触最深的是老师有耐心，为
了孩子长大能自理，一遍一遍教，告诉他们该做什么，做了错事时，告诉他们为什么错，比如往水瓶里灌沙子，就把水瓶给他，说能喝吗，他说不能，老师就说：“所以这么
做。。。”小孩说：“不可以”。 去那个小学的路上和新认识的人说了好多，虽然回答的都是问过好几遍的问题，但还是比较开心。。。O(∩_∩)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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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课

2009.11.11

今天在教室上了微机课，学习了二进制。 一直很想学，可是没人教。今天上课，老师的每一句话都听懂了，学会了，好开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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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之旅2009.10.27~30

2009.11.11

北海道的美景 巴士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开始树层出不穷，草丛中间或有急流的泉水，激出晶莹的浪花，然后眼前广阔的水田，被山环抱，清新而温馨。 出了高速公路，导游让我们
看了道路两边的向下指的箭头，导游问我们知道是为什么吗。听到这儿，忽然想起了<<非诚勿扰>>（在北海道拍的电影）。在那里解释了，大雪覆盖时，看不见道路，有箭头才会
知道路在哪里。一个个电影中的美丽的场景浮现。那时，它似乎渴望不可及，但我竟来到了这儿，更加期待！ 到了比瑛的丘，更好地体会北海道的美。下了车，马上感到了寒意，
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进入小亭子，在上面看一片绿，尽头是绵延的山，接着朦胧的天空，好美! 体验活动 上午是骑自行车，路程很长。经常看见地平线，上面蓝蓝的天，下面绿绿的
草地，好喜欢。 下午是做果酱和冰激凌，很甜，很好吃，美食啊，呵呵，，， 快乐的购物 小樽，购物的天堂，我和我组同学快速的移动，尽情的购物，买了好多，巧克力，花畑牧
场的生キャラメル，バ成タ，まりも…… 公寓，宾馆 膳宿公寓的主人的很热情！ 到公寓时下着小雨，带着些许的疲惫到达了公寓，膳宿公寓的主人带着笑容，亲切的说：“辛苦
了！”心中真的是很温暖，真的有到家的安心。 宾馆十分豪华，又有游泳池，又有温泉，享受~ 还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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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瑛的丘

2009.11.11

没法一次传那么多照片就分着传吧O(∩_∩)O~~ 美瑛的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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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瑛的丘

2009.11.11

美瑛的丘（体验活动时） 为什么只能传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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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激凌

2009.11.11

冰激凌 果酱的照片2.07MB 传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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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

2009.11.11

今天体育课，进行了篮球比赛，虽然大部分人（包括我）都是初学，却打得非常激烈，好多投篮，好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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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加油

2009.11.22

下周四开始期末考试，加油↖(^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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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了

2009.12.01

来到日本已经三个月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感觉自己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真的感谢大家，对我这么好 姐姐给我带来的欢乐真的好多好多，只要她在，我就非常开心。 和她
一起疯狂，开心的笑。 寄宿家庭的爸爸妈妈的关怀，老师，同学的帮助，感动着我。 快乐的每一天，我好幸福。 三个月是我这一年交流的四分之一了，还有好多事要做，我要过有
意义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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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

2009.12.06

进研考试考完了 没想到，数学考了全校第一， 没想到，英语考了全校第一， 更没想到化学考了全校第一。 真是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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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姐姐

2009.12.06

我的姐姐在练舞蹈 大家给她加油O(∩_∩)O~~ 哈哈 姐姐的梦想是成为伟大的舞蹈家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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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歌舞片

2009.12.13

昨天和姐姐看了音乐歌舞片，好精彩。讲的是要克服障碍，大胆提意见，告别歧视，欺侮。 很佩服他们的嗓子，唱的真的好好听。 逛街，还照了プリクラ，开心O(∩_∩)O~~ 幸福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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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雪了

2009.12.18

今天福冈下了雪 是我来日本看到的第一场雪 很美 但好冷 O(∩_∩)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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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

2009.12.26

昨天是圣诞节，去了canal city，\(^o^)/~ 可喜欢日本的圣诞节了！ 还可以吃蛋糕，24日和寄宿家庭的姐姐做了蛋糕，很好吃。 在圣诞节时canal city 很美，用很多灯装饰，有好
多圣诞节的装饰品，像铃铛，松树枝做成的ring，圣诞树。很繁华，好像住在那里！昨天在那里逛街真开心 24日寄宿家庭姐姐的韩国朋友到了福冈，一起用英语，日语说话，好开
心O(∩_∩)O~~ 真正放寒假了（不用上补习课了)，要过有意义，快乐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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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

2009.12.30

昨天和寄宿家庭的妈妈和奶奶去了温泉。 不得不佩服设计露天温泉的人，特别美，视觉的享受和身体的享受，恩，还有嗅觉的享受，特别喜欢抹茶的香气。 谢谢日本的妈妈带我
去，好开心O(∩_∩)O~~ 还给我买了那里有名的伊都物语牛奶，好好喝，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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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喱

2009.12.30

今天，从寄宿家庭爸爸那里学了做咖喱饭，yeah 日本爸爸的料理非常好，所以一直非常想学，希望会中国后能做的像日本爸爸做的一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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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元旦穿和服

2010.01.03

1月1日 终于穿上了漂亮的和服O(∩_∩)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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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乐

2010.03.08

昨天，与朋友一起去买东西。买了一样的东西、谈了好多，很开心。 她考上了自己想去的大学。也拿到了奖学金。以后要去大分，见面的机会会很少。祝愿她以后度过美好的大学
生活。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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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天去鹿儿岛 期待中

2010.04.01

后天与host family的爸爸和弟弟去鹿儿岛 很期待 好想去鹿儿岛的温泉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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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假马上结束

2010.04.01

春假马上就要结束了 生日的那天成为三年级学生 好快 但，俱乐部活动也很努力 学习也很努力 很充实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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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去吃自助餐

2010.04.01

昨天去吃了自助餐。 吃了好多蛋糕，很好吃。 但是这样的话不会瘦下来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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みんな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010.04.11

誕生日を迎えたその日に三年生になりました。 １６歳の私は、まだ大人とはいえないですが、いろいろ理解して、前の自分より成長したと思います。 以前ある言葉、聞いた後
すぐ泣いてしまって、ずっと忘れませんでした。それは「誕生日に祝われるべきなのは、自分ではなく、自分の母親だ」。母が苦労をして、私を産みました。 お父さん、お母
さん、私を育て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今は自分の大切さを感じ、両親を喜ばせるために、感謝の気持ちをこめて、頑張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した。 日本に来
た私は自分の楽しいことも悲しいことも両親に話していました。いいことがあるときは、両親は喜んでくれますが、悲しいことを話したときは、眠れないほど心配しました。い
つも悲しいことを言ってしまって後悔しています。心配かけて、ごめんなさい、お母さん，お父さん。私と両親の心はほんとにつながっている。 私の命は私のものだけではな
く、私を愛している人、私の事を気にしている人にとっては大切です。ほかの人の事を考えて行動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です。そうしないと、自分を愛している人に傷をつけるかも
しれない。愛を持って行動したら、回りの人が幸せと感じてくれると思います。 日本に来て、優しい人のおかげで日本の生活になれて楽しく過ごしました。今度日本で過ごし
た誕生日はみんなのおかげでいつよりもたのしかった。 私が優しくな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ほかの人を手伝いたいです。みんなが幸せに感じるために。 今度、誕生日
の歌は何回も聞いて、今でも耳に響いています。 ４月３日鹿児島から帰ってきて、ドアを開けたら、「happy birthday to you …..」ホストファムリーのお姉さんとお母さんが
歌い始めた、食卓を見ると蝋燭がついているクレープケーキがおいてありました、「イートン、お祈りして、蝋燭を吹いて」とお姉さんが言いました。 サプライズで感動しま
した。大きい蝋燭が一本、小さい蝋燭が六本ありました。暗くて、蝋燭だけ輝いて、きれいだった。誕生日の雰囲気がたっぷりで、とても楽しかった。 ありがとうお母さん、
お姉さん。 ４月６日は始業式です。まだ新しいクラスがわかりませんので、朝は元のクラスに入りました、いつものグループのほうに行って｢せぇのhappy birthday to
you…..｣友達が歌い始めました、最後に「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と言ってくれました。ほかのクラスメートがそれを聞いて、「イートン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と口々に言いました。
そして誕生日プレゼントをもらいました。全部私がほしいものでした。最高です。本、ディズニーの写真たて、熊のハンカチ、いいにおいの紙(これも熊の)。たのしかった！ で
も最後のホームルームが終わってみんな新しいクラスに移動しました私は文系から理系に入りますから、今のクラスメートから離れます、教室から出るときほんとに悲しかっ
た、友達と抱っこしました。３年２組は女子８人しかいなかった。知っている人は二人いました。理系のクラスは二組しかないから１６人の女子全員同じクラスになると思うの
に、分けられました。１組の友達と｢同じクラスになりたかった｣といいました、でも、隣のクラスだから良かった、そして習熟クラスは三組ですから２年４組(２年４組は習熟
です)の友達も隣です、それは良かったです。担任は数学の先生で優しくて、うれしいです。 家に帰って、又誕生日の歌を聞きました。お父さんとお母さんからです。お父さん
もお母さんも仕事が忙しくて帰るのは遅いです。別々に帰ってきて、私に歌を歌いながら、誕生日プレゼントをくれました。お父さんからかわいい日本製の熊さんをもらいまし
た、かわいくてずっとだっこしました。お母さんから着物生地の鏡と藤の花をもらいました。ちょうど鏡が壊れて、鏡がほしかったです。楽しい！最高！ お父さん、お母さん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日中センターからも誕生日プレゼントをもらいました。きれいです。好き！日中センターの先生達、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後遅いですが、中国の友
達からも手紙をもらいました。 韓国の友達から誕生日プレゼントをもらいました。化粧品です。これで私が綺麗になるかな。ホホ 誕生日ほんとに楽しかったです。 日本に来て
７ヶ月もたちました。ほんとにみんなのおかげで楽し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後４ヶ月しかないです、楽しく充実にすごしたい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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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练习排球有6小时，累了

2010.04.25

　马上是比赛，为了不后悔，今天一整天一直在学校练习。从早上9点练习到12点，吃饭，再从1点15分练习到4点15分，真的累了。现在蹲下也难～ 　但是很快乐，大家拼命喊出
声音，尽力补球，不让球落下拼命跑，或者摔倒。谁都不放弃。 　 　要有排球比赛，很紧张。每天3小时。但是，多亏比赛现在排球很好。 　现在已是三年级，因为升学考试。我
下周引退，现在回头想想，很累，有时想停止，但那时使出勇气，继续下来很好。 　比起最初的自己相当进步了。继续下来很好。从捡球的我变成能参加比赛的我，那个，真的高
兴 　其次讲讲比赛的事。 　 　一直拼命努力，参加想比赛,不过，留学生身份不能参加，其他的人更有经验，没能参加比赛。 　但是自己的练习也努力，和其他的人组合时也努力
了。 　 　比赛的那天打算像也平时一样地帮助其他的人。比赛前只做垫球和接球。全体扣杀的时，拾球。 　 　但是一场结束之后，队长问我会不会发球,我说会。谢谢。大家说努
力吧。 　非常高兴,不过。一直紧张。 　3场结束，听见老师问我想不想去比赛。我说了想。老师跟队长说不光是发球打一场吧。 　第4场。我作为中心上场了。组合没做的我也相
当紧张。但是多亏紧张相当集中，一直看球的轨迹。不太能扣杀,不过，发球和补球还可以，发球失误也没有。真的紧张做什么才好，不明白。知道了比赛中做什么好。 　全体拼命
努力了,不过，输了。悲哀,不过，对我来说，真的是好的经验。不死心的心情，大家喊出声音全力攻击、、、、学习了很多。 　最初，不懂大家的话，关系不很好不习惯，打球不习
惯，哭着想停止的我。那时使出勇气，真的好。现在，和对大家说，笑，变得很棒。快乐不能忘记。 　想对俱乐部活动关照我的人们说「谢谢」。真的学到了很多。 　今后一定有
很多困难,不过，我想一定能战胜。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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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2班

2010.04.25

　变成三年级，3周过去了。时间过的很快,每天很快乐，感觉充实。最近一直下雨,不过。上课全然不发困非常集中。下课后俱乐部活动努力练习，返回家就累，大致吃饭，洗澡，香
甜地睡。但是早上早早起来学习。 　在变成三年级之前稍微有些不安。大家从理科进入文科，而我从文科进入理科。一样班级的朋友绝对分不到一样班级，理科的女孩子也只有15
人。担心能否交上朋友。 　3年2班的女孩子只有8人。但是有了朋友。每天聊地很开心。关系最好的是中国的孩子。她不是留学生，住在日本，上学。很和善，在一起很快乐。男孩
子们也搭话，跟我说话的男孩子们的名字都记住了，其中有个有趣的男孩，满满地说了很多愉快的事情。介绍中国的事，谈彼此的梦。 　非常喜欢班主任老师。是数学的老师。很
和善。进入这个老师班级很幸福。 　 　在生活中中需要很好地运用知识，俱乐部活动结束后，想更努力学习。 　顺便，study支持考试系统英语的标准分数得了99，很快乐。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張 芸潼的日记



今天打了保龄球

2010.06.06

　今天，和班上的女孩子一起去玩。是班上级集体活动,不过，班里只有8个女孩子，一人有事，所以7个人一起玩了。但是非常快乐，大家的关系越来越好。 　最开心的是保龄球。
我是第一次玩，朋友稍微教了一下，就玩的很不错了。 　分了二个小组，玩了二轮游戏。大家都很棒。气氛也很高。如果谁全部击中，大家就相互击掌。大家不停地喊「加油」。
我也来了一次第一球全中的成绩，真的好快乐。 　然后是购物，照大头贴。 　回来时朋友送我到巴士站。身边有这么亲切的朋友，很幸福。 　真的是很快乐的一天。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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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葵

2010.06.11

看到大家的日记，才想起忘了种向日葵。 一周前，种下了向日葵，有点晚，但是它们茁壮的成长了，会不会在我回国之前开花呢？ 我会好好照顾它们的~

張 芸潼的日记



最近学了一些日本料理

2010.06.11

最近和日本爸爸妈妈学了一些日本料理，回去给爸爸妈妈和朋友们做~

張 芸潼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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