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2011.08.31

今日から日記を書くのです、これからはどうぞよろしくおねがいします～

劉　丹茘的日记



ANIMATE

2011.09.08

今天去了传说中的ANIMATE，

感觉到了天堂QAQ。

买了GATE7，

周边好多，漫画好多，价格好贵

果然漫画还是在中古店买好了

买了便当盒，里面也是这种颜色，不过盖子是透明的但是花纹一样

萌死了，特别是那兔子

周边各种萌

劉　丹茘的日记



部活的见学❤~

2011.09.09

呜呼呼今天和TOMAKA一起去了花茶道部，

虽然都是用的一个和室但是其实是两个- -

今天是花道，

于是某只正在研究怎么把蔷薇弄（……）进去的时候，

说了句把BALA弄得BALABALA结果被吐槽说好像杀人狂一样= =

窗子是纸的有花纹~推开以后看到操场上挥洒着各种青春的汗水的同学们……于是发现一种类似与足球不过是用手的运动叫啥来着，

盯-----

然后穿着红衣服的正在休息的同学转了过来= =

这是四楼啊你是怎么感应到的有妖怪电波么！！

再然后去美术部

门口的画板上画了只草莓蛋糕好好吃……

果然在美术部找到了同好啊多不容易QAQ波长相近，大家都是活在二次元的物种。

准备一起去电影院看KON

纠结去哪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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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节

2011.09.18

「确实叫神灯。。」。goi老师的回答总是让人感谢。

然后，给第二篇日记鼓掌～

之前参加了岛田的文化节。

特别快乐。

炒面啦·金鱼啦·烟火，都只在动画片中看到过。还是用自己的眼睛看好！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劉　丹茘的日记



期末考试- -

2011.09.29

才日本都快一个月了。

才一个月就要期末考试。

= =说压力不大那是骗人的说压力大也是骗人的

基于一种反正再怎么折腾这次考试也肯定会挂科的心态我破罐子破摔拼了！

事实证明就算这样也不能帮我在世界史看到那一堆外来语的人名地名的时候多拿一点分数。。。TV 这是在打击以下买的
JUMP。。好吧这不是一个好借口就算不打击我也会买连载了猎人的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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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想去涩谷

2011.09.30

【日本乌鸦参上！】我决定为了Sephiroth每天写日志！果然FF7通关以后再来看
AC感觉就是不一样！我要去涩谷看蜡像！努力啊少女！！

TO后井老师——恩、休刊两年了。。猎人确实在8月3号连载就开始了，一如既往用草稿的富坚大神不知道为什么又开
始了不过大概过十几话就会休刊吧，重制的TV版是在10月2号上午开播。。我还是比较喜欢原来的声优= =

……对自己喜欢的事一不小心话唠了。

TO有贺老师——本来在国内文科比理科好的自己有了一种崭新的体验原来我是热爱着数学这种谁都能看懂的阿拉伯数字
的！

TO诸田老师——虽然说是爱JUMP其实我就只是喜欢火影猎人银魂BAKUMAN啦~❤

TOLIN老师——中文！TVT好感动，不知道给学校申请可不可以放国庆呢WW

来说一说今天的事吧！考完数学和理科综合以后心累……目前死亡中气息为0- -，今天星
期五漫画和动画都出来了！！……怎么又说到动画了。

今天吃了鲑鱼饭团和丸子汤【就是那种加热一下就可以吃的汤】？喜欢鲑鱼饭团>w<汤里
面的油豆腐也很好吃！！！油豆腐大爱~不过拆包装的时候把海苔撕碎了。。谁知道那个
包装有两层海苔是夹在中间的啊。。

回来的路上骑着自行车，发现前方小树林一大群乌鸦飞了出来就像小魔女宅急便里的那
样，蔚蓝的天空中飞翔的黑色乌鸦，没有什么不吉利的感觉反而很好看。就是太大只
了。。真的好大！

停下车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走，到家的时候乌鸦也停下来了。。停在房子四周的电线杆上
像布结界一样不动了。。这算怎么一回事！

据寄宿家庭的妹妹说冬天的时候会有上百只乌鸦。。宇智波鼬君你的多重影分身都用在这
里了么。

最后还想问一下。。中文翻译成日语是林老师么，您辛苦了！应该不是机器翻译的吧要不
然我的日志怎么读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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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中心的大家平时都在做些什么呢，好好奇。

 



旅行预定！！！

2011.09.30

寄宿家庭的大家决定一起去旅行，由于十月放假多多~去京都哇哈哈哈油豆腐北野天满宫。。这两个完全扯不到关系。。。

我好幸福-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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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去COS照相~

2011.10.01

今天下午很好玩~

首先和TOMOKA一起去游戏中心下面的COS区换上衣服照相！第一次知道有这种换衣服免费照相花钱的地方。。和中
国不一样的是照相之后可以在相片上面自己画东西，然后再打印出来。好好玩-V-

穿了镜音的衣服。

然后去吃冰淇林，再然后去逛街。

走了一下午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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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照片。>w<。慎入

2011.10.03

我觉得在这里面俺瞬间年轻了十岁= =

时间不等人啊。

头发一放眼镜一取——我看不到路了 AKB……cos。。在TOMOKA强烈要求下= =

镜音

……真的好幼齿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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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了学校的照片

2011.10.04

今年四月份新制服新校区~❤

好漂亮的学校

二楼照的

一楼是剑道和柔道部，二楼是有6台空调的室内体育馆

去茶道部见学的时候

吃点心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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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大人很成熟很气质= =

小卖部里没有方便面只有这种加热水一分钟就可以吃的。。。面包浓汤？

看上去特别高级的食堂。很干净，打算下次去吃

出了食堂以后就是操场，



出了校门以后就是这样的路。

TVT今天试着自己走到车站【以前是坐巴士】然后发现。。。太危险了！对钱包来说太危险了！因为是市中心一路上有煎饼店面包店*2豆大福和果子炒面关东煮章鱼烧拉面炒饭牛肉
饭【松屋和SUKIYA】等等QAQ好想吃。。

最近长胖了一圈= =吃得太好了

会员卡。因为离学校很近。。不知道店员看出来这个小孩不是日本人没有。

车站，从这里坐电车然后再骑自行车就到寄宿家庭了

我爱静冈~

 



补发的照片。

2011.10.08

原来不是吃点心的。。。袜子我错了m（—。—）m

今天下午去买相机终于要买相机了QAQ

找到了在天朝的时候别人给的零食~盐味仙贝。

一下午就可以解决一大袋好好吃。

然后去吃了丸龟的乌冬面、。。。应该是叫这个名字没记错的话。

虽然里面只有酱油但是味道好啊乌冬也是现做的不过只有一点点当时点菜的时候没好意思要大碗的。。。

照片是祭典的时候的、

神社门口

去的时候比较早但是人已经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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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球。。不过我想要纯色的动画里的那种

抹上糖浆还是什么的煎饼上撒各种颜色的朱古力，我有看到挂出来的画上有一只悟空。长大后的。。

香蕉巧克力

够魔幻。。的水糖。。开了闪光灯就变这样了



你们有谁小时候吃过糖饼么。。类似于饺饺糖【我只是觉得这个字比较好看不知道写成什么】不会凝固

就是太甜

这张多正常。。。很猎奇的某一张已经被我删了

那三个字和门口的一样。御神灯——上次说过

。。。突然发现上个月的日志都不在了

洗手池——。。。。好吧其实看着汉字就可以知道意思了我的翻译很。。通俗！

葡萄味的冰



岛田的祭典。家门口也挂上了灯

 



……突然意识到

2011.10.08

我的头像没问题吗，新番动画回转企鹅罐回るピングドラム的配角企鹅一只【爱死这番了越看到后面越是神展开】。。。宠物一样的存在，。不行的话换掉好了。

10.9去京都，1天。

恩。。。好像没有其他的事了吧。。。

啊！外国人登陆证的复印件只要在下周之内寄出去就可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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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凡事都具有两面性

2011.10.08

凡事都具有两面性，人不能总是从一个角度来看问题。

我是这样认为的。

打个比方——

最近发现走路的时候长袜会向下滑，一开始的一周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在学校】

如果从不好的一面想，得出的结论就是我吃多了长胖了。大多数人的角度来看都是这样。

但是就如我所说的人不能只从一个角度看问题

比如说、明明是因为我减肥成功了变瘦了长袜才往下滑的。一定是这样没错。

所以说。

得出的结论就是——

我绝对绝对绝对没有再长胖了！=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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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事

2011.10.19

很郁闷。。。

照片老是发不上来，

发了一半页面就卡在那里了。。。。。

哎。。。

月考刚结束。。

比期末考提高了很多= v =

我照的照片格式不能当做头像。试了好多次TVT

现在这张是别人画的同人图。。。

不行的话再换。。。恩

大概就是这样

等可以传照片的时候再把它们一起发上来。

做好觉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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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了！

2011.11.24

大家好我灰太狼又回来了……

请不要大意的扔鸡蛋吧……

别打脸就行

这里的照片死活传不上来我累了……

电脑君玩傲娇什么的最讨厌了~

公告一下

以后不传图片了= =

写日志给你们看

图片……试一下

每次会比较短，没图说起来没意思…………

就是这样！！

……

从今天开始这就是每日动态新浪微博

想看照片者会中文者移驾QQｘｘｘｘｘｘ~加我哟

……实在穿不上照片了，

不过每天都会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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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2011.11.25

车站口有一家哈根达斯，
每周五优惠，7个冰淇林球折合35RMB左右。
很想买。
但是旁边有家蓝蓝路，
最近一个月的宣传活动是一盒鸡块7块钱。
平时是3倍……
重点是，
我才去蓝蓝路吃了薯条和橙汁还有炸鸡排……
吃不下7个……
就算是我，也吃不下7个……
5，15,25号是5个42块钱左右
……我爱霓虹家的优惠~
最近快乐儿童套餐再送快乐的大脚玩具……
读音很像
……我要看！！
帮我买碟子！！
快乐的大脚……
应该是2？
……中午吃饭食堂突然开始放残酷天使纲领……
还是男低音…………
最后用一句少年啊成为魔法……少年啊成为神话吧！
……气势恢宏的结了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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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落了……

2011.11.27

要搬家了~

……昨天去买了个箱子回来。=V=

然后一清理，一抽屉的宅物，塞满了。

买了好多条毯子

要过冬了！！冬天自行车好冷……久违的走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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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2011.11.30

这两天都做了很猎奇的梦。

具体……不泄露。

刚才去翻译了一曲子【AMV？】

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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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总是不知道取什么……

2011.12.02

下一家，

据说妈妈是天朝人。

好想吃辣的啊~

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嗷嗷

劉　丹茘的日记



富士山上下雪了

2011.12.07

从学校里看过去，

白白的山顶很漂亮很清楚。

像戴了个帽子。

劉　丹茘的日记



去图书馆

2011.12.09

在一个很大很漂亮的公园里。

天气很好，心情也很好，骑着自行车一路晃过去~

公园里的树叶掉了一堆。

有小学生在旁边踢足球。

图书馆里有田中芳树大人的书~

虽然没有找到银英不过有药师寺凉子和创龙传什么的。

正在啃，——药师寺凉子怪奇事件簿-小心水曜【妖】日。

国内看过译本

不过原文看起来更好~

外文书籍果然还是要原文！

下次打算认真找找哪里有银河英雄传说。=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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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1

2011.12.12

今天去买C81场刊

死沉死沉的，

回来的时候摇摇晃晃走在路边

……差点一头栽进路边的芦荟里面去

一大片绿油油的芦荟……带刺的！

吓死了扫了一眼还以为是杂草想撞撞也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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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普拉

2011.12.13

PARUCHE的5楼有家animefriends

旁边有家……神店

等会儿给你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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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011.12.14

终于搞清楚了似乎

新相机像素太高……

传不上来

C81，Comiket是日本最大的同人志展会，全称Comic Market（コミックマーケット），是由Comic Market准备会举办的日本以至全球最大型的同人志即卖会。略称Comiket
（コミケ）或 CM。展会主要以动画、漫画、游戏、小说、周边的自费出版物的贩卖和展示为主要运营形式。与会者由企划参与者、读者和普通参与者三大群体构成、Comiket从
1975年由漫画评论家米泽嘉博（06年10月去世）以现场同人志贩卖而开始举办第1届，逐渐扩大规模，展会在每年夏冬各举办一届，每届历时2～3天，现时每年八月的第二个星期
五至日和十二月二十九及三十日均在位于东京都台场的东京国际展示场举行，免费入场。包租全部东馆的6大厅，西馆的4大厅。直到2008年夏天已经举办了74次。八月举行的的
Comic Market会叫夏コミ而十二月举行的则叫作冬コミ。

这次传照片~

刚普拉~中间夹杂着海贼的手办

PARUCHE的五楼，新搬上来的文教堂里摆着的，

还有粘土什么的看着完成品就好像买QAQ可惜那是技术活……

给跪了！

眼瞎中

劉　丹茘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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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一次性的上传似乎是有容量规定所以上传不了像素高的吧老妈说的啊哈哈哈那就一部分一部分的发上来吧

 

 

 



照片2

2011.12.14

继续~

魔法少女小圆中黑化掉了的SAYAKA酱

前暑假流行了一段时间呢喂……

为了以防万一解说一下后面的翅膀……

是另外一个的不认识的大家伙的【求有贺老师指教！】不是VIRTUE的……

EXIA那把剑确实帅不过我记得GN粒子应该是绿色的……

Trans-Am 的时候也应该是全部变红……的吧……

表示曾经组装过的只有……EXIA和NADLEEH

再来一张海贼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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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据说第十个伙伴来了……呢

下面高能注意——

 

 

战舰大和！

战舰大和！

没错，就是他！

战舰大和！！！！

可惜此相机像素不够……

再接再厉！

竖着看！

嗷嗷这长度我当时有多想搬回去啊可惜在ANIMETO买各种周边书本已经让我钱包里的纸币一张不剩了……



好想念新相机的像素。。

电传虫……好吧就是蜗牛了啦……

收容小物品用

 

 

 



照片轰炸机

2011.12.14

发现可以一次性上传

……

关键是在每一张照片有多大似乎……

那就一次发完吧！

好耀眼

远目~

我的征程是……星之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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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去吃可丽饼的萌妹纸……崩了……真人明明要可爱得多……

 

这台做工……

其实一般啦这样看不错

果然我最爱的还是GOODSMILE的Q版造型！

橱窗展示

大型

 



……真想去看那个似乎已经被拆了的巨大的……

仰望

 



寒假想出去旅游

2011.12.23

位置还没决定…………

先说一声……

不过也只是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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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去看——太平洋

2012.01.06

关键词——下午，晴天，太平洋

风很大

正值一月

从机场回来的路上

我们去了太平洋

………………

一边吃冰淇林

一边被海风吹得狼哭鬼嚎，

买了一小盒太平洋贝壳

。

果然，去看海和去看太平洋，说法不同意境就不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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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报告以及想要问的事

2012.01.26

新年忙得不可开交

去了图书馆

到神社买护身符，抽签

——大吉

不过反过来想大凶才是运气好吧

数量一定很少【也许还没有

做了樱花馒头

生豆沙好好吃

妹妹的生日和大家一起做蛋糕

生奶油很难抹平

就想起来原来蛋糕店里的转盘，于是一只手托着下面转一只手用餐刀的侧面抹

想要问老师的事情是——

2月4号的中间研修，往返的交通方式是自己决定，自己买票吗？

以上

祝大家新年快乐哟~

劉　丹茘的日记



5分钟前电视机里的刘谦桑-皿-

2012.03.13

=皿=

5分钟前

寄宿家庭的电视机里正在播送世界各地魔术师的魔术

于是刘谦他突然出现了

他一脸淡定地说——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了

他公然把手伸进自动贩卖机里抓了一个路飞出来

……

不，不对。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对于这个神身上发生的任何无视空间法则的事情【伪】

我已经深深地……懒得惊叹了

而让我最在意的是——

这个神他说日语说的太溜以至于我虽然认出了脸但是在他的名字出现之前都不敢确定是本人啊！

在此之前对他的印象只有春晚和珍视明眼药水的广告来着……O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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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七组

2012.04.11

就在这一周，高二的新学期终于开始了。

在教科书全部翻新的同时，我还是没能忍住把文具盒等全部翻新的冲动，在下课后三倍速地冲向了文具店。

新学期有两项选择科目，物理/生物，地理/日本史。

作为一个生物废我果断地选择了物理，

作为一个日本战国史骨灰粉我同样果断地选择了日本史。

德川老乌龟，信长公，猴子（秃子？）秀吉，光秀……我爱你们每一个啊！深深地……

新学期换到了新的班级，当然也因此交到了许多新的朋友。

现在每一天在学校的时间都过得很开心。

剩下3个月的时间，也要继续努力！

那么——请一起向着夕阳挥洒青春的热血与泪水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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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e/Zero第二季开播

2012.04.11

Fate/Zero第二季放送开始！

放送当天眼巴巴地守着网站激动地睡不着觉……的和我一样的傻孩子至少有那么几万人的样子……

Fate/Zero 讲述的是七名魔术师召唤英灵（可以理解为英雄的灵魂，具体定义较为复杂）进行圣杯战争（争夺圣杯即万能的许愿机的战争）的故事。

其本身为一galgame Fate stay night的前传

有虚渊玄的小说版。

是的，读过的人已经看到了绝望的终极……

七位英灵分别是saber（剑之骑士） ，lancer（枪之骑士） ，archer（弓之骑士） ，rader（骑兵） ，caster（魔术师） ，assassin（暗杀者），berserker（狂战士）。

而其中我爱的人们如枪兵lancer，亚瑟王saber，征服王rider……他们的便当正在加热中（再过不久就会一个一个的死去）

总之向大家强烈推荐这部动画哦，第二季每周六更新。目前到了14话的未远川血战，画面特效十分地烧钱……

PS——老李请和我联文推荐俺相信你的文笔比我好得多。

PPS——lancer请抛弃那对男女和我结婚吧！saber请抛弃那个男人和我结婚吧！吉尔伽美什请……请你自由地…【殴打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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