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达了日本

2011.08.31

诸位，早上好—

昨天到达日本，在北京时发困,不过，到了日本，心情很激动。(笑)

日本真的很漂亮。

今后也请多关照—

我会努力哟 (笑)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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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广岛了~

2011.09.04

昨天和村木老师坐新干线来了广岛WW

路途都是下雨什么的 但是到了广岛看到了很美的夕阳~幸运吧~虽然离别的时候哭了 但是老师一直在我身边对我说别哭 你还会经历更多的事情

恩 所以说我会加油的~

到了寄宿家庭，见到姐姐 都是喜欢银魂的 所以一起看了银魂 高兴啊啊啊~

不过现在最让我惊讶的是家周围的坡，今天去了文具店和图书馆，回家的时候就像爬上了一座大山= =但是风景很美哦~

明天下午去学校

总之各种加油咯，各位也要好好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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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散步

2011.09.05

今天早上很早就听到旁边家庭主妇的声音，6点多就起来了 ww

姐姐今天走路去学校 我和寄宿家庭的妈妈一起从很高的坡上走下来去送她 不过府中町的人很友好啊 见面都很亲切地打招呼 看到很多上学的小学生 提着那么重的东西爬那么高的坡
（……） 很厉害~

今天广岛天气很好~台风什么的还是离得很远 = =

妈妈说在家的三个月就可以把身体锻炼得很好= =每天要推着自行车爬很高的坡 一定可以减肥之类的~

据说府中还可以看到黄鼠狼之类的~很期待~

明天就要去学校了 准确地说今天就要去学校认识老师 很紧张 但是很期待~据说大家都很喜欢动漫 一定要交很多朋友啊~

Ps：昨天去吃了回转寿司 好吃~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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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2011.09.06

今天是学校的第一天 因为和我一个班的澳大利亚的转学生不认识路= =所以早上就一起和姐姐骑自行车去上学了 遇到的很多人对我们说いってらっしゃい 感觉好好~

今天被法国人表扬日语说得好= =的确他说出来的全是法国调的日语（……）

班上的同学也很亲切 貌似我周围那一圈成绩都很好，都成了好朋友了咩~

数学老师也是讲着讲着就跑下来问我听懂了吗，很亲切的呢，今天的课大部分听懂了呵呵呵。。。不知道明天怎么样= =

不过今天最让我惊讶的就是安芸府的体操，虽然跟着他们做 但是大家突然在地上翻了一个滚 我就傻在那儿了= =老师在旁边很淡定地对我说：“这个也要做哦。”然后就指了指有
沙子的操场，体育祭的时候我们要在上面翻滚，啊啊啊~不要啊~

我对她们说我觉得体操很点怪，结果全部过来跟我击掌了= =

回来的时候也是和澳大利亚的同学一起回来的，因为他不认识路所以就站在温泉门口等寄宿家庭的人来接他，大家都是很有趣的人呢，然后就和姐姐去买了JUMP，因为饿了，顺便
吃了吃超市的试吃食品，不过很好吃^ ^

明天也要和陡坡战斗，总之各种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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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周末啦~

2011.09.09

也算在学校呆了4天了

这几天都是和澳大利亚的TOM君一起回家的，虽然坡还是很累 但是发现自己瘦啦~~~减肥会成功吧

交到了好多朋友啊啊~部活动认识了一个画画画得很好的学姐，一直在说我的名字发音很帅，另一个一年级的还请我吃葡萄 看着我把葡萄皮一起吃下去了，一般不吃葡萄皮的她们也
一起吃下去了==

今天下午被安排了上海外留学的英语课 Erin说什么我没听懂 但是交到了都喜欢银魂的学姐~还有喜欢黑塔利亚的学姐~太高兴了

RUKA听说我没吃过广岛烧，所以说周末一起去她祖父家去吃，感动了好久TAT 班上的山本也每天用中文写纸条给我 大家都是很好的人咩~

那天上了国语B 天哪 我觉得比文言文还难= =很多字的读音跟写的不一样，老师居然一个顿也没打就念出来了 太厉害了= =

现在说日语都会说广岛方言了，英语什么的还是要加油~

PS：大家好像对我们的体操很感兴趣==真的会翻滚然后躺在地上做，下个星期一还要和TOM君一起去学==每次翻了头都会痛

下星期也要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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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这些的

2011.09.13

刚好上学一周了

每天都会受到很多人的纸条（貌似同学们很喜欢写纸条呢……）也和朋友们交换了手机的联系方式，周末和村木老师还有姐姐和TOM一起去漫画图书馆，超级期待的~

最近英语方面也缓和下来了，其实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难，再说电子词典也复活了，没问题的吧。。

那天在QQ上和好朋友聊天，我问她：“你想我吗。”

她说：“想，几乎每天都想。”

当时看到这句话就哭了，今天上数学课的时候，偶尔看到新干线，我很想要是能见面就好了

生活也渐渐习惯了，虽然爬坡什么的还是很累= =但是也准备给成外校刊写写文章之类的。

今天和大家做了体操，虽然只学了一半，但还是和大家一起做完了，翻滚什么的也习惯了（……）

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刷着牙就哭起来，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数学课的时候也默默地把头埋下去。莫名其妙的= =

但是上午一过我又回来啦。和HIMEKO一起吃便当。一起做体操，明天还要在朝会上做自我介绍。下午还和HIMEKO一起画画~

总之加油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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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的漫画图书馆~

2011.09.17

期待了一个星期，今天终于去了漫画图书馆啦~

早上村木老师大老远地开车过来接我们，真的很谢谢，下次也还要一起去和平公园呢！

我一进去就愣住了，漫画超级多，比我想象的多多了，我知道的漫画都有，还有八十年代的漫画，最新的同人漫画，阿童木的珍藏版，一列一列的书架上全是漫画，当然还有最爱的
银魂~

四五岁的小孩到七八十岁的老爷爷，大家都在看，一般是一摞一摞地借出。好爱这里~

但是图书馆貌似不能照相，所以很遗憾地没照= =不过下次还想去，还想看更多更多的漫画。

虽然今天广岛下雨了，但是心情超级好，回来的时候还看到一只猫猫，然后TOM就用日语唱：大好き～大好き～，很可爱的猫猫^ ^

在车上看到运动场，好像今天有棒球比赛，我来广岛的时候，正好比赛完了，广岛队输了（……）

这周是三连休，下周开始就是体育祭啦，安芸府体操也刚刚学会。加油~

漫画图书馆，下次还想去！

漫画图书馆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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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广岛

2011.09.21

今天看新闻，台风虽然严重,但广岛傍晚就晴了，夕阳超漂亮!!学校在山上，所以能看到闪闪发光的海，昨天在学校看到了广岛的夜景，特别漂亮。

白天很冷，风也很大。有时裙子很危险==

骑自行车时

上星期国语汉字考试,因为不知道很多发音，所以分数很低，但周末好好复习了，取得了很好的分数，高兴～～～

今后也为了取得好的分数而好好努力～

明天是体育节的练习，而且，也是我的生日。。。。

周末想自己骑自行车，去哪里玩。

今天的夕阳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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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F 生日

2011.09.24

这篇日志晚发了。。在等吉迫老师给我发照片来着~

9月22号是我的生日 因为和户口本上不一样，以为大家都不知道呢。。

那天早上在走廊里，美术部的学姐就跑来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并且送给我一包特别特别漂亮的糖，还是我最喜欢的蓝色呢~当时一直在说谢谢

后来我们班一女生出来把我拉到外面，她说咱俩说会儿话吧。说了一会儿后，ASU就过来给我打招呼，后来一进教室，大家就把我围住，一起唱生日快乐歌，黑板上也画满了画，大
大地写着：雪媛生日快乐，还有班上每个人的名字。

当时感动死了啊啊啊，差点哭了= =

后来早上班会的时候，吉迫老师和大家又唱了一遍生日快乐，森同学还用中文说：“祝你生日快乐。”

晚上每个人都给我发了短信。

这是在安芸府度过的第一个也是最后的生日，但是这次特别特别地开心，遇见安芸府的大家真的太好了。我们是永远永远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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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途

2011.09.26

那天出去玩了 虽然和TOM两个外国人一起做巴士出去的，虽然迷路了

我慢慢地回家，那天是个很好的天气，心情很好地给每个人打招呼，秋天的风很凉爽，颜色变得明朗起来 。

穿过很深的小巷，天还是一样得蓝，耳边是霜月遥安静的歌声

自行车安静地放在家门口，下面种着一些花，即使是政府的房子，大家还是种着许多花，过着美好安宁的生活。

这时候一个老奶奶出来了，我向她笑了一下。

李　雪媛的日记



走着走着，就到了小学前，每天早上路过这里时，管理员都会很亲切地给我打招呼。

接着，路过一家人家，看到窗台上是七个小矮人，想起以前妈妈说她最喜欢“爱生气”

走上这个长长的楼梯，就离家很近了，登上这个长长的楼梯，就可以看到广岛。

下次，我还会不会迷路呢



 

然后就看到了一幅很美的风景画

想起了初中时大家都爱用的本子

花是大家的宝贝，热爱生活的人们~

然后就看到了我很喜欢的东西，好可爱对吧

我住在一个小区，大家都很亲切，早上会打招呼，晚上会和家人一起散步

但是，坡是不是多了点呢 哈哈



我就这样回了家，路过了许多地方，看到了许多我喜欢的东西

每个人的心中都盛开了一朵花，有大有小，我心中的花又是什么颜色呢 



越来越快乐了、、

2011.09.30

原本老师说我和TOM要参加全部考试，虽然当时我听到后觉得很崩溃，但是理科B的老师很体贴地考虑我们读不懂题，给老师说我们可以不参加理科B的考试，好吧虽然题我读得
懂，但是不会答。。

然后我就选了数学和国语A，英语必须参加，加油吧。。。。

国语B的话如果全考汉文我倒是可以参加，关键是它还要考日本古典啊，我完全不懂= =我能把它们读出来就算很不错的了。。

最近体育课开始学剑道了，老师经常跑过来，一会儿问我他的名字用中文怎么说，一会儿问我以前学校的体育课干嘛，还叫我教他太极拳，虽然我也不会= =

不过剑道真的很有趣，很期待而且很喜欢~

中午和朋友一起吃便当，一起笑一起开玩笑，和同学写写纸条啊，还和中国女孩用中文写，嘿嘿

下个星期就要搬家了，还要准备考试，好忙。。

谢谢丸山老师，特地来广岛，添麻烦了我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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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出游~

2011.10.03

这星期终于见到魏萱啦~~~~

早上起了个早，吃面包的时候还特地用蛋黄酱画了个人脸

骑车到百货商店门口再坐巴士去 纸屋町西，虽然我在地下街转了好几圈，不过终究还是上来了。。好喜欢广岛的路面电车！

上了就是车站，然后就看到魏萱在对面。。当时一个激动~

然后就去了animate，虽然里面东西贵得要死，= =

买了银魂的垫板，和定春的手机链~

然后去了PARCO，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进了一家很可爱的店，最后买了一把牙刷= =不过里面东西好可爱~

还有限定手办店，瞬间我和魏萱就激动了

李　雪媛的日记



嘿嘿，这个大家都懂的

我们都爱EVA 嘿嘿·

一起去了无印良品，买了一只笔，嘿嘿

最后本来说去BOOK OFF但是不记得路。。。所以就去了SOGO，里面好大= =第一层全是卖点心的，和前几天学生会会长做给我的点心一模一样，颜色什么的好可爱啊啊啊。

上楼后就看到一个超级可爱的杯子，现在是我的新宠~



 

虽然回来的时候我坐巴士又把钱投错了，就吐了一大堆零钱给我。不过也学习了= =上次直接把500日元投进去。。下次我保证这种白痴事情绝对不会发生了 ==

今天好高兴~约好下次还要一起玩~

说了好多中文心情愉快了 笑



深夜的日记。。

2011.10.07

深夜，我顶着两只熊猫眼，左右都是英语书，休息时写下了这篇日记。大家都考完试了，我才考完第一天，那天看到交流中心的短信说考试辛苦了，其实我还没
考。。。。。。。。。

星期二的时候搬家了，在学校看到丸山老师站在办公室里，当时就觉得像看到自己的亲人一样，那天聊了很多，感觉老师就像我姐姐一样，走的时候心里还有点不舍。。。

住家是一个很漂亮的家，家人也很亲切，有弟弟和妹妹。都好可爱~~~~

虽然我第一次坐电车上学就直接做到新干线车站去了，不过还好问了工作人员又成功回来了= = ，回学校后经过国际科准备室，很多老师都出来问我：“今天早上没事吧，听说做错
电车了呢，迟到了吗？”当时觉得简直是一大败笔= =不过也有经验了。。

不过发现自己格外喜欢电车，又像回到了二次元的感觉~

 

这几天我的生活里充满了马里奥。。下午和弟弟一起玩马里奥的游戏，虽然我每次都输= =但是看到他那么开心我也很开心~以至于昨天晚上做梦我都梦到马里奥= =

那天收到了deng从长崎寄过来的明信片，还提到了长崎的KASUTERA，那天晚上住家爸爸从长崎出差回来，就带了KASUTERA，真的好好吃！太美味了~不过自我觉得价格不
菲。。

 

日本寄明信片和信都很快，所以我们准备以后经常写信~

 

今天说了一句　どうしたん，结果妈妈说那是广岛方言，后来一想确实语调和原来学的不一样，我周围大家都这么说。。。现在说 わからない　都说わからん　其他的动词还有什
么知らん　おらん

 

之后相信会说的更好。

 

之前一直以为来日本了学习会比中国轻松一点。。。不过国际科英语好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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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继续去背单词去



聚会

2011.10.10

昨天下午很惊悚地发现我睡午觉一睡就睡了两个小时，不过把我这几天的熊猫眼全部消灭了

4点过一点我们就去了旁边的古川家，是一栋木制的房子，非常非常漂亮。一进门一只胖得像球一样的狗就飞奔出来，当时我就想到我在成都家里胖得不能再胖的鹦鹉

这是最近的照片

弟弟和妹妹都很怕狗，我就像找到同类一样，边叫着：“Baby"一边跑过去跟它玩，以至于差点把我的初吻都献出去了= =

然后大家一起玩UNO，虽然以前没玩过不过现在挺喜欢玩的

一起吃饭时，狗狗又过来了

看着我不顾形象地啃着这块肉，狗狗也差点扑我身上来了= =

然后大家一起玩Wii，我相信我来日本一年我的游戏水品一定会大大地提高，不光是马里奥

休息时和古川姐妹还有弟弟妹妹一起去遛狗，发现晚上遛狗的人很多，也发现了日本遛狗的习惯，狗狗拉便便时要马上拿个塑料袋兜着，小便后要用水冲干净，不过现在成都也会拿
着塑料袋兜着。。

回家了，狗狗也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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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累了

下次还想去聚会~~饭也很好吃，邻居们也很亲切，狗狗也很可爱~

今天和古川姐姐去大学祭，超级期待~



大学文教祭

2011.10.10

今天和邻居家姐姐去了她们大学的文教祭，虽然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车，从广岛这头坐到那头，不过姐姐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一直聊了很多很多。

去买了炸鸡还有 章鱼小丸子？之类的东西，很好吃并且吃得很饱 TVT 并且说一句卖东西的姐姐都长得好可爱~

坐在台阶上休息的时候，姐姐给老师打电话，然后老师就下来给我们买了东西吃~那老师长得好像我以前的物理老师= =

很好吃，很甜~

后来去吃冰淇淋，真的好可爱~~并且很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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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看了舞蹈表演，大家就准备回去了，认识了姐姐的朋友瑞基，特别特别有趣，还有KIMUKIMU，美女一个~

去车站的时候是走路去的，大学外面的岸很漂亮

虽然觉得我今天基本是吃过来的，不过和瑞基约好了29号再去大学祭，并且那个大学还是住家妈妈的大学~

回来后又去和邻居家的狗玩了一会儿，文贺姐姐也把漫画借给我了。

总之是很开心的一天



终于发现了。。。

2011.10.13

来学校一个多月了，我终于发觉了一点不同了= =

每次和学姐打招呼我都摇手还边说 YAHO~那天和朋友去买面包，遇到美术部的学姐我马上就摇手，朋友马上就鞠躬并且说 学姐中午好

那时候旁边很多人就看着我了= =

那时候我终于内心悄悄地说：“终于发觉了，终于发觉了。。。。。。”

终于发觉了为什么大家一看就知道我是留学生。。

买完面包接着遇到三年级的学姐，我的爪子又伸出来了，我又摇了，朋友又毕恭毕敬地鞠躬了。。。

发觉了是好事。。但是我改不过来啊啊QAQ

李　雪媛的日记



野炊

2011.10.16

标题是自己翻译的。。。。按照中文意思应该是这个吧ww

今天一大早就去旁边姐姐家还了漫画，送给她成都带来的熊猫书签，后面有英文解释，她拿着就马上说：“読めんよ！！”不愧是。。。

又借了一摞漫画。。这个星期晚上又不寂寞了TVT

10点半从家里出发，目的地是广岛森林公园，到了之后发现真的好漂亮。

东西收拾好后，就向坡上的野炊地进发~

途中看到很有趣的桥，虽然以前看到比这个更长更长的

到了之后，住家爸爸公司的男职工们就开始准备东西，烤肉之类的，女生就去玩啦~~~TVT

看到好多小朋友，虽然我是最大的一个，不，我在这中间应该不算少年儿童之类的，我就坐旁边充当个照相的吧。。= =

李　雪媛的日记



小朋友爬上去就坐着滑下来，裤子就像要破了一样= =嘿嘿

准备好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吃了，这时候我俨然加入了男生队伍。。坐在男职工中间开始吃烤肉，但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很合适= =

谈话中我说我喜欢看 银魂 ，有个叔叔也说他很喜欢，接着就开始介绍成都啊，给他们看照片啊之类的，大家都好亲切ww

我的底料是 辛口，算辣的吧，不过怎么吃进去是甜的？！这里和四川的辣的程度完全不一样，辣的东西我怎么觉得一点都不辣。。= =

这时候他们拿出一条鱼我瞬间惊悚了

没见过vv

酒足饭饱之后就去了山上的公园，我还是俨然加入了家长队伍，和两位妈妈坐在一起，其中一位说的是浓厚的广岛腔，不过还算听的懂，我太佩服她的吐槽能力了，真的很有趣，下
次还想见她~

总结~今天吃得好饱（……）



遇到很多很有趣很亲切的人，也给大家介绍了我生活的状况、成都是一座怎样的城市，有位叔叔听了说他很想去成都VV嘿嘿

来日本之后很多时候是在和大人打交道，觉得自己也变得成熟起来，很多时候能够很冷静的思考问题，我身边的人都很亲切很温柔，学校的老师也是，现在渐渐习惯了，相信回去的
时候这也是一笔财富~

以上，得出结论~下次还想去野炊~ 还想和大家一起说话~



朋友

2011.10.19

今天收到邓寄过来的明信片了，最后说道其实他有时候挺孤单的。

每次晚上打开电脑看来日研修的图片，就会觉得周围静得可怕。又想起了以前在学校里和大家欢欢笑笑的日子。

最近易同学状态不好，接着大家就在人人网上发心情鼓励她，当然我也发了。恩，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相信我们都会度过一个快乐、有意义的留学生活

那天晚上做梦梦见刘了，梦见她从静冈坐新干线到广岛，我们一起去ANIMATE，一起去吃东西，一起干了很多事情。

然后我就醒了。

总之不管怎么说，希望易 早日回到原来的状态，振作起来，拿出我们的坚强。

也希望邓能够快快乐乐地过下去

 

我们32个人是永远的朋友，大家一起加油

李　雪媛的日记



出游~

2011.10.22

这周又跟亲爱的魏萱出去玩了~~~见到了真是倍儿亲~

去了离我这边不远的ソレイユ，相当于购物中心吧。我感觉她现在越来越像日本人了，上面穿毛衣开衫下面穿膝盖以上的短裤，以至于我感觉自己都脱离世俗了= =

最先相中了一个饼干

名字叫黑猫 我们瞬间被萌到了~最后一个是被魏萱硬生生地撇成两半来吃的= =不忍心啊啊

然后就去店里随便逛逛 不忍心看物价= =我们都觉得自从来日本我们的价值观都变了= =

后来肚子饿了，就去吃饭。。后来魏萱去买了东西，不过一看表已经五点多了。。。

一头扎进去逛了3个多小时 = =

得出结论：我们真的越来越像女生了，可以接受大红大粉的东西。。以前的我确实很男性化这点我承认= =

后来出来的时候看到了雨后的夕阳~

这时候感觉到世界的美好。。

以及感觉到秋天来了~

李　雪媛的日记



来张魏萱~

通报一下，她现在很好，期中化学还考了超级高的分数- -约好了下次还要出去玩~

 

回来的电车上在听西野加奈的歌

じゃあねっていってからまた、

五分もたってないのに

すぐに会いたくてもう一度、

もしもふたりで帰る同じだったら。。。。

又想起了魏萱，虽然回去的方向不同，但现在友谊越来越深了，想到在广岛还有另一个人跟你一起在奋斗着，就会越来越有动力。

希望其他的同学也要加油~

下次如果刘子嫣也能来就好了。。笑

生活还在继续 我们也要加油

最后来张家门前的夜景

 



岛根

2011.10.24

（刚才一不小心把写的都删了，伤心啊啊啊啊= =）

 

周日和寄宿家庭一起去了岛根县，挖红薯？（不怎么清楚中文翻译。。）いもほり

虽然在下雨，但是大家还是穿着雨衣踏进了田地里。

来张劳动照~

有的红薯比萝卜还大，还是生平第一次看见。。而且颜色也跟我以前吃的不一样，不过很好吃~

之后就一起去了温泉，岛根的风景真的很好~再加上刚下了雨，山上也飘着云，还看到了淡淡的彩虹~

来一张

到了温泉后，是一栋木制房子，从外面的温泉还可以看山里的风景，有时候那一片是阳光，我又想起中国大家用的韩国本子的封面，真的好美~

不过不方便照相哈。。。

接着去了一家很有感觉的小店，吃了披萨和咖喱，店里轻松地爵士乐觉得很惬意。

李　雪媛的日记



是不是很有食欲感~

酒足饭饱之后去了手工制作店

这些都是店员亲手做的哦~好厉害。。

做蜡烛的材料，这些小装饰一小个就250日元。。多贵的蜡烛= =

决定和妹妹一起做~我做的是摇摇星，妹妹做的是很有森林风的门牌。



材料准备

制作中，看我那浓黑的头发（扯远了== ）

我也是心灵手巧的主儿~（臭美吧。。。）好喜欢~回国的时候要好好保存！

 



店门口的花园，觉得好像走进了欧洲花园一样~

之后去吃了冰欺凌~自家养的奶牛的牛奶。好好吃~

回来的路上，虽然一半的路程都睡着了。。

这次旅行让我想起了以前一到长假爸爸就开车带着我们出去玩，那时候的我也是在路上舒服的睡觉，舒服的听音乐，东照照西照照之类的。

感觉很温暖，感觉像回家了一样，感觉又像以前一样和爸爸妈妈出去自驾游一样。

这次很高兴，永远也不会忘记今天看见的风景。

最后来一张 一花一世界





日常非日常

2011.10.31

今天挤上学校的公交车，意外的遇到了美术部的朋友，更加意外地发现我们回家的电车基本一样。。

然后就一起向车站走去，这时候后面跑来挪威的留学生，匆匆忙忙地打了招呼向车站跑去。我们又继续慢慢地走。

这时候发现电车来了。。。。。

我：あああ、電車来た━(ﾟ∀ﾟ)━!。。。

栞：そうね。

我：だから先のノルウェーの子一生懸命走ったよね。。。。（这时候我们还是慢悠悠地走。。）

栞：まあ、走ろうか。

我：走ろう。

我们两个就开始以不是常人的速度飞奔啊啊，发型什么的早就不管了，我觉得我们这速度肯定能在体育祭上为我们红组得第一名。。。。

 

栞：俺は絶対間に合わないああああ！！！！

传说中少女就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听见哨声了，不过总算进车站了，这时候我往右边的门跑，她往我左边的门冲进去，就这么活生生地撞上了。。。就在门即将关上的时候，我发现她在外面。。。。。

嘴里幽幽地飘出一句话：俺は帰るのはこの電車じゃなかった。

我在原地愣了好久。。。

可怜的栞，跟我狂奔那么久= =

 

有一天上家庭课，老师比较激情，这时候一阵狂风吹过我的书就开始乱翻。。我和旁边的葵就开始笑，这时候家庭老师就开始一脸迷茫地找刚刚谁在笑

这时候我抬头，她看到我了，就眯着眼睛，把她的牙齿露出来，嘴咧的很开，朝我笑了= =

当时我笑得更厉害了= =

 

最近交了很多很多朋友，我的手机上一个使用者的朋友那天突然给我发短信问我在干什么。。是冲绳向阳高中的，不过短信发了很多之后也成朋友了~~好高兴~

这星期也要交很多朋友

 

李　雪媛的日记



生日快乐

2011.11.05

昨天是爸爸的生日 我的真爸。。。= =

不管怎么说还是祝爸爸生日快乐~~~那天我给村木老师看爸爸在餐厅里叫我给他照的相，老师说好像香港明星

好洋气！！

 

明天是爸爸生日~~寄宿家庭的爸爸~

觉得爸爸好贤惠！这几天妈妈腰闪了都是爸爸做的饭，洗的碗， 还帮弟弟刷牙。。男人的好榜样！

以前暑假每天早上真爸就会问我同样一个问题：“今天早上吃面吧。。。”

住家爸爸很温柔很贤惠！幸福死了~

那天早上我给一堆妹子说，今天是我爸生日，她们全都问一个问题：真爸？

不管怎么说。两个都是我爸~

 

生日快乐~~~

好我睡觉去了~

李　雪媛的日记



问题。。，

2011.11.13

为什么心连心网站的日记上传不起照片了？！

昨天马鼎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老师帮帮我们啊。。

李　雪媛的日记



来看看我这多姿多彩的一周。。

2011.11.21

刚刚趴在铺着毛毯的地板上写作业（太冷了。。），就开始摇，传说中安全的广岛地震了，又为我这多姿多彩的一周添上一笔。。

今天在一年级面前做了自我介绍，老师插USB的时候就开始冷场。。我就用中文自我介绍了一遍，而且平舌音还没发出来我就快喷了。。不过还好淡定住了。。

大家看到成外就开始发出一阵一阵的惊叹，当时就觉得很自豪，我的学校确实很漂亮啊啊啊~~~

来一张~

明天是茶道部的品茶会。

后面是志愿者活动会议

大后天是在国际科三年级学生面前再做一次自我介绍

大大后天是国际科意见发表会，荣幸当选留学生代表了= =

大大大。。。。（我都不想说了= =）

总之，我这一周超级忙 但是又让我超级期待

会继续加油的~

李　雪媛的日记



又痛苦又快乐的茶道。。。

2011.11.26

星期二被茶道部邀请去体验茶道，在那之前刘丹荔就给我说过很痛，我今天真的切身体验到了= =

进门的时候就这个跪着进来，进来后看见老师穿着和服坐在最后边微笑着看着我们，用日本女性的温柔腔调说了一大段话（带着假牙，我啥也没听懂= =）

在这间隙透和TOM偷着小乐一下。。

 

首先是学生会会长来做的，虽然不是茶道部的，但是也学过茶道

李　雪媛的日记



虽然失败了一次，不过后来做得很成功，听老师的讲解中发现茶道真的好难。做得位子、工具摆放的位置都有讲究

趁这间隙，我们吃了点心，不过好甜= =

先是TOM喝的茶，喝茶的时候要跪着、正式的姿势来喝，所以TOM说他脚疼了。。。。

 

我也喝了。有点小苦，但是很好喝，烫得我眼泪都要出来了。。



茶碗~~（我的方向对么。。）

 

和第二杯的时候TOM又说他脚疼了

 

后来是自己体验

老师教的很简单，但是还是觉得好难QAQ 放的位置，握工具的姿势，茶碗的方向等等等等，还要我拌茶的时候好久都没搅出泡沫来，会长做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不是手！那是机器
啊！！速度快的当时我就愣在那儿了。。。。

后来脚疼得站起来都成螃蟹的走法了。。



差不错完的时候，会长教我出去的礼仪，也是跪着出去，门槛的时候狠狠地磕了一下，我一下子就扑出去了

いたー！！！∑(＞д＜) !! 鬼哭狼嚎地倒地上了。。

但总觉得做茶道的时候心就很容易静下来ww

做好一个日本传统女性不容易，做好一个会茶道的日本传统女性更不容易！！！

来一张学校看出去的夜景~



一张照片与之后的连锁反应

2011.12.01

自从在facebook上和有贺老师加为好友后。。我便悄悄保存了一张图。。上面有后井老师还有诸田老师还有有贺老师。在温泉的拍的（我错了，真错了）

然后那天去幼儿园，坐我旁边的男家长真的长得好有型啊。太帅了~~然后当时我就想：

他和有贺老师，哪个长得更帅呢~

我觉得是老师更帅一点啦 笑

果然幼儿园的小朋友太可爱了。。

 

看了照片的那个晚上，就梦见我在心连心的微机室里，有贺老师穿着那件蓝色的衬衫还有尖头皮鞋

李、何かわからないところある？

漫长的黑夜中我惊醒了= =

 

后井老师 越南怎么样呢？是不是美女很多啊~~

 

很期待中间研修，我很想大家！！！

李　雪媛的日记



Love AKF

2011.12.02

今天像平常一样爬着安芸府前面的坡，遇到了风季

“雪~早上好~Mua~”

“风季早上好~Mua~"

自从我教了风季这个词后，她每次看到我都会做这个飞吻的动作

“学校快乐吗？”

“恩！很快乐”

“太好了呢。”

风季还是用着她很冷静的声音，我最喜欢她的声音了，每次在我面前吐槽的时候都会特别特别地开心

今天她开始中文了，她问我们班的另一个中国女孩Mui

“Mui,你去死怎么说。”

“漂亮”

然后风季就真的用蹩脚的中文对Mui说“漂亮！”然后我们听到的都是

“不要脸。。”我们当时就笑喷了

不过最后她还是学会了这句话= =

和风季一起回去，在车站等车的时候

“话说你是多久回中国？”

“明年七月。”

“啊。。”她看了看另一个方向

“ゆき、もう帰らんでいいよ。（雪，别回去了吧）”

还是一点点冷静的声音，远处踏切的声音响起来了

“ありがとう　風季（谢谢你 风季）”

“忘れないね。（不要忘记哦.）”

我点着头

每天过着普通的生活，尽管我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

但是有风季一样的朋友

真的 来到安芸府是我一生的幸运

李　雪媛的日记





点亮寒冬的礼物

2011.12.07

昨天收到了妈妈寄给我的东西。两个送给弟弟妹妹的熊猫中间，夹了一个蓝色的小口袋。

住家妈妈看到就说：“啊，施华洛世奇呢。”

没错！我的礼物到了~~~~在5月之前我妈就说过如果可以去日本就送我一条。（拖了好久--）

看到没有！我在很努力地复习英语啊啊！！！

趁着今天下午阳光好我来几张~~

闪亮了我这个冬季的礼物啊~~无比兴奋中，虽然还在考试期间= =

妈妈还给我送了成都的牛肉干

李　雪媛的日记



同学们，如果在中间研修之前我忍住不吃的话 我一定会带给你们吃的~虽然可能性不是很大。。

还有辣辣的豆腐干，吃得身体暖暖的~

当然还有几本中国的教科书= =我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

温暖和点亮寒冬的礼物。

妈妈我爱你~~



程程掉梦里了 我也掉梦里了

2011.12.12

星期六晚上和寄宿家庭还有马来西亚的留学生一起去去看了イルミネーション

真应了程程同学说的那句话 我们掉梦里了

我好喜欢这个！！就是把我和它照下来看不见我。。。

送个爱心给各位~

还有灰姑娘的南瓜车

李　雪媛的日记



这个也好漂亮。。

我们都被这个城堡震撼了，抓着相机一阵猛拍，太漂亮了！！

我们要每天精精神神地过下去~

据说仙台也有这个哟~



好喜欢这个，以一棵很高的树为背景，最尖端是一个星星，马来西亚的留学生用中文给我说 她好喜欢这个·

船~我也很喜欢这个~

站近来一张~是不是觉得很漂亮呢~



红叶哦~虽然现在也有红叶~

说到红叶我想起星期天住家爸爸去宫岛买了将近40个もみじ饅頭，不过我很喜欢！很好吃~~

我一向跟我妈一样文字不够图片凑。不过这次照的相我最喜欢啦~

谢谢寄宿家庭带我们来看这么漂亮的夜景，真的掉梦里了~



作为一个四川人

2011.12.18

作为一个四川人，一个在成都外国语学校食堂吃到麻婆豆腐都会辣得不行的四川人

到这里我成了吃辣最强的人。。

吃饺子的时候放一把辣椒再放一点辣油

吃锅料理的时候放一勺红红的豆瓣酱

吃親子どんぶり的时候放一把辣椒粉

我就觉得我自己满足了。。。

今天吃锅料理住家爸爸跟着我一起豆瓣酱。

我放一勺豆瓣酱：“好好吃！！！！”

住家爸爸吃了一口辣的汗水留下来了

妈妈：“你看爸爸辣得汗水流下来了。”

爸爸：“不是啦，因为锅料理很热嘛，所以出汗了。”

。。。。。

我记得暑假跟着奶奶学做菜。炒莲花白的时候奶奶突然在旁边往里放了一大把辣辣的青海椒

当时我一下辣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很感谢寄宿家庭给我买了豆瓣酱，妈妈还强忍着辣味给我在豆腐里放辣椒

作为一个四川人，我还是强烈喜欢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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また明日

2011.12.23

晚上把空调调到适当的24度，点开播放列表 最后一首是JUJU的《また明日》

总是能让我想起一些事，亲人、朋友、成都

一

那一天天气很晴朗，初冬的阳光撒在桌子上。刚吃完便当，微微睡意。

就这样慢慢地走进老师办公室。

“好久不见呢。”

“是的，好久不见。”

“坐。”

聊了一些日常话。

“丸山老师要走了。”

“唉？”

老师很平静地解释了这个日语单词。

“不是真的吧?!” 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真的。”

……

“失礼了。”

门关上了，只是觉得眼前很耀眼，三年级的学长打打闹闹的拐进社会教室。

二

3月，还是一个初中三年级的学生，第一次看到了老师的名字。

“哇。好帅气的名字。”旁边的朋友一眼发现了

“就是呢。感觉很有神力。”我笑了

我没想到会在5月在北京与她相见，但是还记得老师总是笑呵呵地对着我说话

“我来自横滨。”我现在还记得她当时的表情

 

“面试很轻松呢。”完了我们都这么说。

 

三

第一次给她发了邮件，第二天早上回了，我还兴奋了好久。都没发现其实我日语打错了

第二次又发了。

还有第三次。。。第四次。。

有时候夜里总会把她的邮件再来看一次，一遍又一遍，每次都那么认真地鼓励我，每次看着看着我就觉得第二天我应该好好地努力奋斗下去，好好地克服所有的困难，这样我就可以
下次给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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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到了

是啊，现在 有好多好多我做到了

好多好多我跨过去了

我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她、一直鼓励我。

四

适当的晴天，我慢慢走上楼。拿起美术教材

我要做一个抽象物体。

先是一张脸，右边的眼睛是花，耳朵是叶子

我想把她画成直发

想着想着眼睛就模糊了

赶紧擦干净。我还是把她画成短发了

“很好啊。”美术老师写上了 合格

 

五

曲子完了

房间也是恰到好处的温度

那篇关于 昂山素姬的英语课文也完成了

冬至已经来了，据说明天会下雪

“我还是会继续鼓励你，为你加油。”我总是想着这句话就哭。

为了自己，为了她，为了好多好多人 我会好好加油 把我自己选的路走下去。

不再是那个会躲着哭的人了，人生终有一别，即使我接受不了，即使会哭很久很久

但是还是会笑着祝福她

谢谢你，丸山老师



那些正月里的食物

2012.01.02

大家新年快乐！在日本过的第一个新年怎么样呢~

很遗憾我不能吃生鱼片，不过日本正月里的食物还是有很多很特别，以及很好吃的东西

今天早上一起来发现下雪了~

然后和住家妈妈准备了一下下午的饭团（虽然我捏的全是圆的，最后还是自己吃了。。）

然后就去了超市买食物

想起以前经常在成都伊势丹买寿司当早饭吃

我看到那么多生鱼片以及5980日元的价格我心惊胆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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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好精致的样子不过价格太。。

看起来很好吃的大螃蟹~

以前关于这东西我们讨论过，住家妈妈说世界上第一个发现它可以吃的人实在是太伟大了，不过为了照这张像我还是鼓起勇气，虽然我觉得看起来还在动，真的很恶心。不过好不好
吃呢？

走过这里很香~



兔年已经过去啦

大家龙年快乐~

 



开学一周心情各种复杂

2012.01.15

开学一周了。

始业式那天早上给了风季一个大大的拥抱（我们俩前一天晚上就预约好了的。。）

这学期有很多事情呢。澳大利亚的TOM在下星期也要回国了，所以我们在周六的时候为他举办了送别会，虽说去卡拉ok。但是TOM的嗓音真的太好了。。大家都拿出手机为他录
音，我们觉得他简直可以去开演唱会了。。

在回来的电车上，风季把录音拿出来用很小的声音听，结果周围的人变得超级安静，全部都盯着我们

只能说TOM的嗓音太好了。

基本都是男生在唱，唱的很认真其实我觉得有点吵。。第一首歌是中国男生唱的，名字叫《黄金魂》，歌果然跟名字一样霸气。。音量也相当霸气。。

平时很文静的男生那天穿了一件黑色的风衣，脖子上挂了一条白围巾，真的让我们觉得像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结果他唱了很多摇滚的歌。。

把缩在角落里玩FACETIME的我和风季都惊吓到了。。

 

后来女生们出去吃饭，除了我和风季，其他人全穿了高跟鞋，短裙子，化了妆，本来我和魏萱寒假出去玩的时候就说一起穿裙子和厚袜子，结果那天早上下大雪，我不得不在地下通
道等她，结果发现两人都穿着厚厚的裤子来了。。

我们是要温度不要风度=V=

然后大家去看了鞋子，果然全看的是高跟鞋。有一个女生穿了那双鞋就跟我一样高了。。。

在古着店里尖叫着：“好可爱~~好可爱~~”一连买了很多衣服。。

这时候的我和风季正在为TOM看礼物。。。

 

 

最后男生们在卡拉ok从中午12点一连唱到晚上7点。看来大家果然是喜欢唱卡拉ok呢~

虽然我不怎么喜欢卡拉ok，准确的说是很吵的音乐。。下次和班上女生约好了一起去，那时候就不会那么吵了吧=V=

 

下星期TOM就回国了。。想想这几个月他真的帮了我很多。。上海外留学课的时候是不是问我：“你懂了吗？”（虽然基本没懂。。）然后他就会很耐心地给我讲刚刚外教说了什
么。接下来要干什么，托他的福现在英语没那么难了。。

他还曾经说过：“李是我的BEST友人。”当时听了好感动QAQ

虽然很不舍，但是他说回澳大利亚的时候要开始学中文。

我也要认真学英语！

期待着将来在哪里见面。

上期末英语考砸了，被分到另一个小班去，是国际科主任的班，本来觉得很期待。结果一开学，班上一个女生就说这个班的“笨蛋班级”并且还说她也是。

所以说从现在起我要证明给她看，我不是笨蛋。下学期我一定会回到原来的班级的。。

说到做到，现在我就去背英语单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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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人的卡拉ok------再见。TOM

2012.01.18

今天只上了半天课，风季、梦纬、TOM还有我，四个人去了卡拉ok

在广岛站~下一秒钟旁边电线杆上的鸽子就拉了一坨屎在TOM的脖子处，我和风季跳着连忙找纸，旁边的阿姨一边笑着一边把纸递过来，排队的人像看猴戏一样看着这三个蹦来蹦去
的人。。

一连唱了三个小时，不过一听到TOM的歌，三个女生就很陶醉的样子，真的太满足太美好了=V=~

梦纬正在憋着自己唱美声，风季也很认真很陶醉地为她指挥，旁边两人早就笑到快到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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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一边很认真地唱一边很认真地看着我的镜头，好可爱~~~~

他说他今天很开心，本来说很想回去的，但是现在很不想回去，觉得很难过

明天是他的最后一天，也许我们会哭，但是我们也会珍藏好这份回忆。

能和大家在日本相遇，真的很好

TOM，再见，I'll miss uuuuuu！！

 



幸福就是。。。

2012.01.27

幸福就是，在大年三十那天住家邀请几个中国人大家一起包饺子。

幸福就是。。。在那之前，我的好朋友们躲在我房间里搞怪

我们只是在吃薯片WW

然后大家一起包了饺子，从皮做起，有一个中国人来自北方，所以包饺子特别擅长，我看她撵皮的时候我简直目瞪口呆了O-O

我和两个日本朋友还是住家妹妹和妹妹的朋友一起做了饺子皮，我又想起我以前过春节的时候包的饺子太难看，以至于最后奶奶只能叫我撵皮了QAQ

大家一起做饺子~

这次的饺子是水煮饺子，我们一起吃了好多WW，最后还给TOM用了SKYPE联系，新年各种满足啊~

大家热热闹闹地过完了大年三十，朋友们也感觉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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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就是这样ww！

虽然第二天有50页范围的单词考试

 

但是我满足了！！！



一次又一次的分别中成长

2012.02.01

今天是挪威留学生安娜上学的最后一天。

我们一起度过了5个月。一起上日语课，一起吵，一起去AFS的派对。

连续的三个星期，三个留学生接着回国。

今天早上安娜在全校面前做的演讲，才说了第一句就忍不住哭起来，全校都很安静，只有体育馆外面的雨声淅淅沥沥的。

当时一个人站在一年级生后面，也开始偷偷哭起来。其他一年级的学生根本不懂这种感受。

因为要去中间研修，信息课老师放学后叫我把发表的作业做完，做完后我便去2年级国际科班上，大家都在和安娜告别，讲台上放着安娜从挪威带来的心形木雕，她说在挪威，要离
别的时候，人们就会放一颗红色的心形木雕在这里，表示我曾经的心属于这里。

当时觉得好浪漫ww

然后就被2年级的学姐拉去照相，搞得像给我开送别会似的。

最后得到了安娜给我的挪威巧克力，红色的包装纸，是心的形状。

 

回来的巴士上听着一首很缓和的歌。夕阳打在车厢里。

经历了很多离别，但是，我们正在渐渐成长着。

当我们再也不害怕离别的时候，那么，我们就长大，成熟了。

安娜，再见！一定会再次见面的。

我永远记得她笑咪咪地给我说加油的样子。

我会继续加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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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一家人

2012.02.09

中间研修完了。笑声、泪水、快乐、悲伤。我们就这样过去了。

见到面很开心，就说个不停

和大家一起去了农业体验，累了，但是也很快乐。

还记得和丁梦一起睡觉，夜里挤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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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办了板报，差点来不及

一起去海边

一起拍被海风吹乱的头发

一起奔跑，一起搞怪



永远忘不了她们在机场送我们时的表情。

用四川话在巴士上大吼刘的名字，吼完就哭了出来，在机场一接到这个电话，易帆就叫我要好好的。

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好好地走下去，还有半年，大家都要加油。

我们像个大家庭一样。

大家都要注意身体，大家都要好好的。

 

 



马拉松大会终于完了

2012.02.12

在接近跑了两个月的马拉松之后，终于迎来了马拉松大会

以前在中国跑个800米都累我喘气，现在跑两公里都完全没问题。12月穿着短袖短裤在雪里狂奔，冒着寒冷去山上试跑。各种艰辛之后我们终于成功迎来了马拉松大会

今天早上住家妈妈做了很好吃很丰盛的早餐，她还建议我作为准备运动要不要骑车去上学

我说算了，学校的坡很累的

结果发现周末没有巴士，我还得走去上去

真的是很充足的准备运动。。。最后没时间狂奔上去的。。

终于开始跑后，到四分之一路程是我还是209个人中的155名 后来到上坡下坡的转折点时，看到村木老师在吼：“雪媛加油！”

于是就那会儿我从155名到了76名。。

跑到终点时大家都说我很努力很厉害，我也还是对自己的成绩挺满意的

这样比起来800米算什么！！

马拉松之后吃了乌冬，我腰疼腿疼脚疼。。

但是马拉松大会终于完了，再也不用跑啦~~~~~

今天好好泡个热水脚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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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充满女性化的情人节ww

2012.02.14

 

在日本的第一个情人节不得不让我做了巧克力，本来想买巧克力送的，结果全班女生都要做，于是乎邀请了风季，昨天两个人做了巧克力。

做之前我们的目标都是要做可以大量生产的巧克力。虽然我把名字忘了，但是是放了核桃的点心，非常得好吃。

 

两个从来没做过点心的女生开做咯

鸡蛋小麦粉大量放入~

但是第一次溶巧克力的时候失败了，第二次也没有做好的时候，住家妈妈赶紧叫来邻居的阿姨，不愧是做点心的高手，一来，一用劲，就把快凝固的巧克力弄得非常柔软。

于是她瞬间成了我和风季的偶像ww

好不容易做好了巧克力。我和妹妹用巧克力笔画了花纹。耗时好久的巧克力终于完成了，让我非常非常地开心

毕竟这是我第一个充满女性化的情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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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点丑。。

包好了~ww

今天收到好多巧克力，我也觉得之后一个月我绝对不会吃巧克力了。。。在3月14日再回礼吧~

 

又幸福又甜蜜的情人节ww





心情沉重的和平公园之行

2012.02.19

星期六一早起来就开始激动，我来广岛半年了，第一次去了解和平公园，今天准备和村木老师和历史探访部的各位去和平公园

大家都知道广岛是遭遇过原子弹轰炸的城市。

先来到了爆心地，据说原子弹是在这栋楼上方几百米爆炸的

然后来到了原爆ドーム，很惊叹在距离爆心地那么近的位置，这栋建筑物仍然屹立不倒。

接下来向和平公园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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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来到了这栋建筑物

据说这里有一个人幸存下来，当时是去地下取东西，结果刚好发生了爆炸，后来自己怎么出来的不记得了，但是据说当时炭黑的尸体从楼梯飞下来。。

戴上安全帽来到地下



后来来到了挂千纸鹤的地方，老师们是不是很熟悉~

看到了很多很多人对和平的祈愿

来到和平公园前面的长椅上，居然找到了风季的名字。。据说是当时祈了愿的人的名字会被刻在上面

资料馆前面的核试验钟

8点15分，广岛就从一个繁华的军事中心变成了一片废墟

看着原子弹落下后人们的惨状，破烂的衣服，没水没食物，一瞬间夺去了很多很多人的生命

进入了资料馆的深处



水をください 请给我水

出现了这句话，当时很多人喝下了核辐射的黑色雨，在接下来的几天纷纷死去

看到这里心情变得很沉重

这是祯子折的千纸鹤

据说有14万人在原子弹爆炸中死去。

真的和平比什么都好

 

广岛依然美丽

 

PS：心情沉重地出来之后，村木老师说要请我们一人两个甜甜圈，一下又激动起来啦~~~



我的炸友

2012.02.19

我和deng真的是当之无愧的最佳炸友

初中同班三年，来日本之前我给他说我来去广岛，这时候他很沉闷地给我说：“哥去长崎。。”

“炸友！”我们异口同声地给互相取了名字

来到日本，也互相寄了明信片

每次都在小小的明信片上写满了字

很好看的明信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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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收到了这张

他说，要一辈子记住我们曾经从这下面走过

当时看了好感动，想必这时候我的炸友还在等我的明信片吧

半年了，互相鼓励到现在，初中三年也是很好很好的朋友。

他永远是那个小小的可爱的最亲的炸友！谢谢deng的明信片

我明天就给你寄-------！

炸友最高



三年--生日快乐

2012.02.22

晴天下午5点，天空中划过一道飞机云。

“真长。”

放学后，走廊上响起吹奏部的练习声，教室里，可以看见远处的濑户内海。

“真远。”

真长真远，就这样过了好久。

 

今天广岛下雨了呢。

一个人听着歌从车站出来。运货的列车从铁丝网的另一头经过。

半分钟没有听到任何歌词。列车走后缓缓响起来。

" 私の地に降り出す時雨　ばらばらとどうか降りやんで

季節は流れ流れ春　心はいつもいつも冬ね"

喜欢的面包店今天又有喜欢的奶酪面包

季节限定的食物永远吃不厌

 

就这样

收到了你的信。又是在海边的咖啡厅里写的。

“这个小乌龟是不是很迷你。”

我找了好久的尾巴

每次买明信片都要找找上面是不是写着：MADE IN JAPAN

“最近发现自己越来越像日本人了呢。”有一次这么写着。

“有什么事在QQ和FB上说就好了啊，还叫我写信给你。”但是你还是写了

李　雪媛的日记



 

无印良品的信封信纸，加上八十日元的小邮票，里面还有一只小乌龟。

三天寄到了。

 

川上女士，山崎先生。村木老师，森老师。

那些对我们好的人都互相告知。

“川上女士很关心我的成绩呢。”

“昨天森老师又送给了我好吃的。”

三年了，第一次专心致志地和你交流。

为了给你寄明信片，成了每周最大的任务（笑）

“我要hellokitty的邮票。”

上学路上在车站门口就可以寄出

“你也找个浪漫的地方给我写信嘛，让我体会一下广岛的浪漫。”

我就在房间里回了信。

 

我的房间是天下最浪漫最温暖的地方

明天就是你生日了，祝你生日快乐

寄一片蓝天，给你

 

                                            リ

                                   in Hiroshima

                              2.22：ネコの日





时间流逝，你被写进我的歌里

2012.02.28

又是一个平常的星期二，甚至有点倒春寒的感觉。

“早。”若无其事地和门边的同学打招呼。

“哦，YUKI，刚刚森老师来找过你呢。”两个同学提醒了我。

 

老师来得好早

森老师是寄宿家庭妈妈的恩师，以前经常受到一些小点心，自己也有回赠。

记忆力他总是穿着各种颜色的夹克，提着放碟机在走廊上慢悠悠走的英语老师。

 

自己回到座位，又开始攻克古文。

抄写，批改，然后又安静地整理资料。

 

离窗边近的座位很容易让人专心起来。

 

 

还是很不负责地在现代社会上学习了国语（老师已经两天没有讲任何题了）

 

“YUKI！”门边的女生又开始叫了。

森老师穿着淡色的夹克，笑咪咪地打开门。

 

“Do you know DOLLY  DAY in Japan?”他每次都用英语跟我说话。

“DOLLY  DAY？”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女儿节。”他用日语说了一遍。

“Yes,I knew！”

这时候他突然从衣服里拿出了一大包粉红色的糖塞进我怀里。

“Happy DOLLY  DAY!”说完便快速回去了。

那半句“谢谢”还没有说完。

森老师的背影让我一瞬间有一种自己爷爷的感觉。

 

不是很高大，但也算硬朗。

当离开一个人后，会遇见一个似曾相似，甚至跟让有你刻骨铭心记忆的人。

有人说了这句话

李　雪媛的日记



 

手里抱着一大包HELLO KITTY的糖。

窗户开着好冷。

心里却比什么都温暖。

 

回家的路上又开始不厌烦地听宇多田光的《Stay Gold》

想起自己以前坐在夜车上听这首歌，穿过成都繁华的街道，穿过那些川流不息的十字街口，然后驶向家里。

那些人那些事。

某个周末的清晨，一个平静的晚自习。

一朵要开的杜鹃花，一片要落的银杏叶。

一首和朋友唱过的歌

一个意外收到的礼物

一切一切 都被写进一首歌里

“听说我要回国了，森老师很伤心。”想起安娜拿出森老师送的最大盒的百奇给我看。

“虽然我不喜欢。”她笑了，“但是我会和家人一起吃。我要把它带回挪威。”

 

这里的记忆似乎太多了，以后当我回忆起来时这一切会熠熠生辉，相遇又离开的温暖，我终究会回去，匆匆收拾行李上路，走在广阔的大地上，如同一代又一代的候鸟。

可是风景是存在的，和我一起，见过似水年华，如梦光阴。

 

每个星光坠落的夜晚，我裹紧棉被沉沉地闭上眼睛

                                       ——七堇年



“我喜欢有田老师呢。虽然严格。”

“我喜欢前田老师，大大咧咧地又很帅气。”

“我也是我也是！”

“YUKI你呢？”

 

“当然是森老师啦。”

上学路上偶尔谈及的话题。

 

明天是4年一度的29日，森老师的生日。

 

时光流逝，你被写进我的歌里。看流水光阴，看花落花开，年复一年。



考试期间，赏梅去ww

2012.03.07

虽然学校发的日程表把这两天高中入试放假圈出来，告诫我们一定不要出去玩

天性好动的我再加上玩得好的魏萱。怎么能放过这人少又不堵车的两天！

早上还是乖乖地在中央图书馆学了一上午的WW

吃完中午饭后，我们便向缩景园进发！虽然原子弹爆炸摧毁了以前的缩景园，但是重修过后还是很漂亮的~

不过真的很“缩”

从这座房子看出去风景很好，可惜今天没有茶会 :(

后面的小湖~

李　雪媛的日记



还有湖里大得快成妖精的鲤鱼，最大那只还有胡须，吓得旁边的小孩直往妈妈怀里躲。

桥真的好小。。不愧是缩景园，这座桥的名字叫“跨虹桥。”那么霸气的名字，但是小得我简直不敢往上走。

悠悠转了一圈，终于到了梅林。很多画家都在画画

趁梅花还开得好时，请旁边一位帅大叔帮我们照了一张相ww

后来我被一位拿着高级相机的叔叔连闪了三张，绝对是衣服太红了。太红了。。



梅花很香，沁人心脾

梅花也快凋谢了，春天也快来了呢

趁四下无人，赶紧叫魏萱帮我照了几张很轻松的相~

刚刚这个位子还站着穿着华丽和服的新娘子呢。。笑



又开始激动地JUMP了~

花了一个多小时转完了缩景园，虽然很小，但是内容很好~

下次春天的时候，带上便当，来赏樱花~

 

考试。。加油吧



月香，加油

2012.03.12

寄给月香：

你，还好吗？

前几天收到你的短信，说是京都大学的入学考试落榜了。说你要复读一年，来年还要考京都大学。

“春假来不成广岛看你了。”最后就是这句话。

“我会努力去京都的。”回完短信后我便关了机，在寂静的夜晚沉沉睡去。

去年你参加心连心的短期交换生来到成外，寄宿家庭通过抽签的方式选出，后来我抽到了你的名字。

“京都。”当我看到这座我最想去的城市的名字时，心里暗流喜意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食堂里，你笑着给我说：“你是雪媛吗，我是月香。”朋友们都说你温文儒雅。

明明只有半天，我们去了好多地方，吃了成都的好多有名的小吃，一直说话，一直说到晚上12点。

当你翻开京都的画册时，寂静的夜里仿佛也穿越到那个曾经叫做 平安京的地方。

回去那天早上哭了好久，后来又因为一封邮件双方激动了很久。

我说我会去日本，回来见你。

你的短信还被我保存在手机里。

但是多久可以见到你呢，相见甚难。

只是又想起去年的你，站在樱花树下微微笑的照片，只是又想起去年的你，送给我樱花味的生八桥。

只是想起太多，都存在我的记忆力。

 

就像写者说的，我说人生啊，如果尝过一回痛快淋漓的风景，写过一篇杜鹃啼血的文章，与一个赏心悦目的人错肩，也就够了。

想去京都，想见你，仿佛又回到去年3月的那个初春。

加油，即使见不到面，我也还是会等你的好消息。

若没有别离，成长何所附丽

李　雪媛的日记



新部活 新心情~

2012.03.20

在一次体育课打了网球后，我便开始兴奋不已。

“我要参加网球部！！”

带着这个梦想我去在终业式那天找到了川口老师。

“那个。。老师，我想参加软式网球部。。”

“好哎。”老师眨巴这一双好看的眼睛，于是就这么冷场了。。

“春假。。可以参加吧。”

这时候老师才反应过来，叫来了网球部部长三口前辈。

 

今天是去部活的第一天，早上在校门口遇到前辈，做了自我介绍，果然运动部和美术部就是不一样，礼仪什么的真的很正式，以前在美术部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特别随便。。。和前辈
也是嘻嘻哈哈的。

不过很喜欢和大家一起叫出声音，一起跑步。

因为自己是初次打网球，4个前辈分为两组轮流教我，虽然今天是第一天但是我已经基本学会了打的方法。

果然软式网球就是好难。。拍子的方向稍稍不同球就会飞好远，不过前辈很认真地指导我，觉得超级感动

 

春假完了我也会有后辈，所以要好好练习啦~~~~

 

大爱软式网球部！春假加油 笑

 

PS：没想到魏萱和我一样进了软式网球部，偶然啊！！一起加油咯~

李　雪媛的日记



我也想成为这样的前辈

2012.03.22

作为初学softtennis的我，学姐们也没让我像普通后辈一样先去捡球之类的，而是分成几个小组，一个发球给我，一个站在后面指导我。

虽然MIKI学姐很严格，但是每次都说中要点，所以说2天之内我的进步非常大↖(^ω^)↗

部长是一直都在笑咪咪地鼓励我，KIMU学姐虽然看起来很文静，但是昨天一直在发球给我，KIMU学姐在比赛场上气场真的好强。。

每个学姐都很细心地指导自己，所以我也要加油咯，虽然现在累得手都拿不起笔，但是一定要在后辈进来的时候树立好榜样，像学姐一样关心他们。

今天的部活也要加油！

李　雪媛的日记



MR.T谢谢，还有再见

2012.03.28

我大概是永远不会忘记我来AKF的第一天。

晴朗的天气，学校还在上课。这时候我等来了殿重老师。

接着就是几分钟的英语，在佩服他的同时我也在为自己捏一把汗，因为我什么都没听懂。。。

“那个，老师，我会日语……”我那时候很没底气地说了一句，这时候他的眼睛就放光了。

从此以后我就记住他了，不仅是因为他的英语，还有他很帅气的名字，还有他对我一次又一次的帮助。

 

演讲比赛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地帮我修改稿子，还要求我查好意思发邮件过去，虽然没拿到最好的，但是他在最后还是鼓励了我。

他很少对我笑但是我觉得他很温柔。

 

把我拉去听级别很高的海外留学研究，回去我对妈妈说我根本听不懂时。

“他是太希望你有更大的进步，”妈妈这样说了。

和Tom躲在最后一行，在英语报纸上写写画画，度过一个又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有时候还会逃去上国语课。

其实现在想起来，我要是认认真真上他的课该多好。

考试时在国际科准备室自习，拿着托福模拟考试书和Tom在那里死记硬背，这时候他偷笑着对我说：

“我好想把这本书丢掉，把MR.T也丢掉吧。”他指了指窗外。

这个就成了只有我们两个知道的秘密。

我想大概殿重老师调走之后都不会知道曾经我们这样说过。

对，今天知道他要调走的消息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好多好多他的场景，看见他坐在体育馆的大舞台上，和其他10多名老师即将被调走。

我现在还是不敢相信一直陪伴国际科成长的殿重老师被调走的消息。

 

如果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好想再上一节他的课，听他打着音乐节拍教我们背单词。

好想用英语跟他说再见。

好想在有发表的时候听到他的赞赏和鼓励。

 

崭新的学期要到了，MR.T：谢谢七个月的照顾，也许我不能习惯国际科没有MR.T的生活，但是还有4个月还是要努力下去。

 

谢谢，还有再见:)

李　雪媛的日记





To Nagasaki! (No.1)

2012.03.31

春假的期待终于来了，和寄宿家庭去了长崎~~~

住家爸爸每个月都要去长崎，并且大家都很想见到DENG同学~所以计划好了2日一泊的自驾游。

早上5点，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了，先去的是福冈的space world ，就是一个很大的游乐园。

一进园内就看到了一个很刺激的过山车，几乎是直直地冲上去再冲下来。我和妹妹还有爸爸先去坐，虽然我全程都是把眼睛闭住的，但是坠落的感觉非常刺激！

上面那个过山车据说途中有3个关键词，我和妹妹还有爸爸连续坐了两次，也只找到两个，下面的那个过山车非常快，但是感觉很棒！

总之今天又开心又激动~

李　雪媛的日记



最后大家一起坐了摩天轮，据说在最高点许个愿会成真（我知道那是假的）但是还是悄悄许了一个愿 笑

出来之后我们便向长崎进发了，路上睡着了，但是一醒来看到广阔的大海，住家爸爸给我说到长崎了，瞬间激动起来，扑面而来温暖的海风感觉就像2月份去宫崎一样。

温泉宾馆在岛原，晚饭吃了很多好吃的日本料理，和妹妹还有妈妈去泡了温泉，旅途的劳累也减轻不少。

第二天就是去见DENG的呢~

下回继续~



To Nagasaki！（No.2)

2012.04.04

今天终于有时间写旅行的第二天了，部活真的好忙~但是很充实:)

早上起来是个好天气，慢慢去吃了早饭，我们便向长崎市进发了。

接了DENG之后，我们便去了企鹅水族馆~

虽然有点臭。。但是企鹅真的很可爱~

和DENG来一张~看看还是那么袖珍~

李　雪媛的日记



世界各地的企鹅周边！

 

 

 

接着我们去了中华街，很小，很有中国味，我和DENG吃了担担面，但作为两个四川人。。担担面的家乡来的人。。。一点也不辣，但是还是好好吃！

（话说长崎真的坡好多 笑）

后来大家一起去了グラバー園 是一座很美的西式庄园，住过几名有名的外国人和日本人。



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庄园，可以看到长崎的全景，而且还有怒放的樱花

屋内也是非常别致的

还有有名的心形的石头！据说有两块哦~

据说找到后会有好事哦`~

完了一天之后我们也该回广岛了，能够再起见到DENG非常高兴也非常幸运，以后回国了我们也是永远永远的朋友！



想起了宫崎的青岛神社我们三个也写了这样的祈愿牌。

剩下的4个月，大家都要加油啊~

最后一个假期，我觉得过得非常充实，换了新的部活，变得忙起来，还有这次意义非凡的旅行。

快乐时光很短，所以我也要珍惜好剩下在日本的时间，尝试更多的事~

 



新学期总是要以新生活开始的

2012.04.10

今天开始是新高二的生活啦。

昏昏噩噩地考完试（其实考得还不错啦）早上一去，一看古典的分科班我就傻了。

颤抖着、激动着，我居然分到了全年级最好的老师的班！！看来我上期末的努力是没有白费的ww

下午打扫卫生的时候国语老师点民，点到我之后。

“啊，李，你是不是用水性笔答题的。全年级就你没用铅笔我还以为你忘带了呢。答错了怎么办。”

“恩。。。。。我是为了培养自信。。”我结结巴巴地想出了这个理由。

（多用铅笔对眼睛不好哦~）

放学后部活，天气很闷热，当我看到自己打反手球得到的“NICE”是正手的两倍时，我真的是哭笑不得。。。

“雪……你的反手球真的打得很好，”MIKI前辈笑了笑，“正手球。。你还是再去练练吧。。你绝对又把我昨天的话忘了。。”

“扭腰！！软式网球是要好好扭腰的！！”她在我身后提醒着。

扭腰扭腰扭腰，我的生活现在又多了这个烦恼= =

后来部长和优里学姐陪我练球，为了纠正我打球的拍子，优里学姐编了很多个口令。

“一二——三！”

“李雪——媛！”

“小笼——包！”

“北京烤——鸭”

“披头——士”

最后三个人笑成一团，就开始下大雨。

冒雨骑车回家，我青春了一把但是太狼狈了。。

总之，开学的第一天各种新奇，在日本的最后一个学期了，部活也要好好加油~↖(^ω^)↗

李　雪媛的日记



fate/zero

2012.04.13

（看来后井老师没有理解老刘的那篇日志啊 笑）

Fate/zero是我和刘最近迷上的一部动画，讲述的是7名魔术师召唤出各个时代的英雄的英灵进行争夺圣杯的战争。

每天早上一去学校

“YUKI！FATE/ZERO看到哪里了？”朋友们就会首先问这个问题。

“昨晚看到13集了。”

“啊啊，就那个最后女主角……”

现在记住了saber archer lancer rider等等不常用的英语单词。看了这部动画也深深感受到了每个英雄之间的气概与精神，即使是要互相拼杀，但是还是保持了应有的风度。

和朋友会因为中间哪个人物而从早上开始疯狂。放学做完部活之后，做完作业，做好预习，看上一集FATE。

四月。我圆满了ww

Ps:今天离回家还有99天了呢，大家剩下的时间要加油哦 笑ww

李　雪媛的日记



　成为前辈的第一天

2012.04.23

各位好久不见WW

今天起部活就进入了新成员，放学后照例去更衣室，我还是大大咧咧地进去和她们打闹，这时候背后突然窜出两个一年级的，很恭敬地给我敬礼。

原来我已经是前辈了，笑WW

按照惯例，一年级主要是由我们二年级的进行指教，我们便两个人一组。

其他两组两把尖刀剪烂了我的布。（划拳输了= =）

于是我就带着后辈先跑学校一圈，等她们跑完三圈后，我们就知道她们做仰卧起坐，俯卧撑等等。

她们很努力地做着，我和朋友坐在旁边，聊天聊得非常起劲，就差在我们面前摆盘瓜子了，整整聊了半个小时。。。。

后来学妹们挥了一下拍，就被部长叫去捡球去了。

回家后妈妈给我说，按照惯例，后辈要先捡球，基本上到了第二学期才会有机会碰球。

我瞬间觉得我太幸运了。。刚入部的时候也没有被叫去捡球，跑步，而是学姐分成组来教我，并且在第二天的时候就让我打球。

看来作为一个学姐还是继续加油啊↖(^ω^)↗在指导后辈的同时自己也要多多改进！

李　雪媛的日记



尾道------寻猫之旅

2012.05.07

黄金周最后一天，在广岛市中心人挤人的时候，魏萱和我计划了一次小旅行，去尾道市。

早上坐着JR，阳光懒散地洒下来，和魏萱边聊天边看窗外的风景，山阳本线是从山里穿过去，也别有一番风景

 

中途转一次车，一个半小时后，我们便到了尾道，下车时天气有些不好。

住家爸爸推荐了一家名叫“朱华园”的餐厅，虽然尾道拉面很有名，但是这家貌似是中华料理的店门口依然拍着很长的队。

我们下车后先是穿越一条购物街，随处可见尾道的小街

店面都有种昭和时代的感觉，和繁华的广岛市中心又是不同的面貌

李　雪媛的日记



满满足足地吃完饭，我们便向山上进发。

先是来到了神社，据说这是尾道最古老的神社，这棵

树有900年的树龄哦~

沿着神社旁边上去，便是我非常想去的猫の細道

真的窄得像猫走的路。



一路上去，便到了千光寺，可以看到尾道全景。

很多岛屿，还是很漂亮的哦ww

吃了一个冰淇淋后，我们便做缆车下山。

由于时间过早，我们一致决定沿着古寺探访路线，看着路牌，穿过窄窄的坡道，去！找！猫！

因为尾道盛产海鲜，所以猫很多，我们想在这样的小路里一定有很多猫

随处可见的陡坡。



我们一共找到了7只猫（还有一只在房顶上。。照不到。。）如果你亲临现场，一定可以看到寂静的小路里，两个疯子边兴奋地尖叫边拿着相机追着猫跑。。。

不过那天的猫很少哎

接下来 是我们一起找到的猫石



据说摸三下头会有好运哦！

 

走在尾道的小街上，随处可见关于猫的标志，也体会到了尾道人对猫的喜爱

找到了真猫，也找到了很多“假猫”

最后我们走进的是一家 招财猫博物馆，一个老奶奶的家，自己收藏的数千只招财猫被陈列出来，人不多。

我在摆在窗前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感受。



我想要是在下雨的时候，一定又是一番感受。

差不多5点的时候，我们打算坐吴线回去，虽然会很绕。

看着夕阳，又会想起尾道那些小路上。

偶尔一只猫懒散地穿过去，或是在下雨的时候，淅淅沥沥地冲刷着那些年代久远的猫石，就像当初它们在海边未被人拾起的时候。

感觉像穿越时空，尾道就是这样的感觉。



我要写篇日记表示一下我此刻非常激动的心情

2012.05.26

好吧我的题目长了。。

下周就是广岛很著名的祭祀とうかさん，朋友们都要穿着浴衣去。

向住家妈妈说明我想要借用一下她的浴衣时，妈妈今天就带着我去看了浴衣。

自己挑了一个樱花图案的浴衣，虽然可能有点短（谁叫我长那么高呢。。），不过真的好高兴啊啊啊啊！！！！！

下周五就穿着它去参加祭典咯，很期待·~~~~

 

妈妈谢谢你哦~~爱你~会好好保管这套衣服的。

李　雪媛的日记



とうかさん------广岛夏天的序幕

2012.06.03

住家妈妈说没有とうかさん，广岛的夏天就不能算开始。

其实是一个盛大的祭典，大家一起穿着浴衣参加，早在5月的时候就和朋友们约好去参加6月1日（初日）的祭典，住家妈妈和送了我一套很可爱的浴衣。

在专门为人穿浴衣的地方，大家一起换上了浴衣，来自加拿大的留学生伊利莎白此时非常兴奋激动。。。。

走在市中心，有很多女孩子都穿着各种各样的浴衣，我们也是到处吃吃看看，冰镇菠萝真的好好吃~笑

传统的捞金鱼

李　雪媛的日记



路边有各种好吃的小店，顺便把晚饭解决了ww

 

夜幕渐渐降临，附近的稻荷神社点起了百盏红灯，大家一起进了神社。



抽到吉 了 住家爸爸说其实吉比大吉好ww

这时候街中间开始跳起了舞蹈，人太多没挤进去。。。

当我换上正常鞋子的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我的鞋子是多么的柔软。。。木屐很可爱但是真的好硬。。走起路来也比平时文静点了 笑

とうかさん非常热闹，也是来日本之后参加过的最好玩的祭典，夏天已经开始了，我们也快回国了，剩下的日子过好每一天咯。

6月真的很忙很开心ww



中国地区集合 IN仓敷

2012.06.09

早在5月在中国地区留学的朋友们就策划了一场小旅游，目的地是位于冈山县的仓敷。

除了在福山留学的朋友没有到，我们4个人（岛根、广岛、冈山）早上向仓敷进发WW

坐了2个多小时的JR 我和魏萱先到了车站。

正好赶上了10点整 车站面前巨大的钟楼的表演，非常精彩ww

大家到齐之后我们便去了著名的美观地区，其实就是古老的街道。

公交车有点跟广岛的不一样呢 笑

猫屋面前来一张WW

李　雪媛的日记



邹说他要喂天鹅 (关键那是鲤鱼食= =）就看见四个人被一群鸽子围着，不停地在往湖里丢食物。。

遇到一个很热心的老爷爷 指挥我们以各种背景拍了很多张。边拍边自言自语地说些什么完全没听清楚。。

很美的地方www



大家一起站在路边吃冰淇淋，聊了很多很多关于留学生活的事情，聊着聊着也是一笑而过，也许再多不开心的事情现在想起来也是笑笑算了。

天晴了，旁边的蜡烛馆非常可爱。

有一段小插曲

我们打算坐公交车去附近的IEON，看到一辆上面写着去IEON的公交车 我们便坐了上去。

走了很久。

邹：“我怎么觉得越来越不对劲。。。越来越偏离了。。”

我：“这不是去IEON的车吗。”

邹：“上面写的确实是啊。”

我：“会不会绕一大圈又会回去呢。”

魏：“你们看它上山了！”
冯：“还有隧洞哎。”

邹：“完了，出了隧洞会是什么！！！让我们一起祈祷吧。。”

这时候如果你在这辆公交车上，你就会看见最后一排四个人双手合十、双眼紧闭地很虔诚地在祈祷——山的那边是IEON MALL。。。。。

正当我们祈祷的时候，发现路边出现了IEON一个广告牌。

魏：“你们看，它指的方向是和我们相反的哎。”

。。。。。。。。。

四个人：“果然坐错了！！！！！！”

于是下了车狂奔对面的巴士站台，终于赶上了正确的公交车。。到了IEON。。

虽然时间有点紧迫。我们也玩得非常开心，体验了一番特殊的巴士之旅。。。

谈了很多很多事情，也渐渐到了离别的时候。



“东京见啦。”我记得我当时是这么说的。我们都要好好的。

恩，东京见之前，大家一定要好好加油哦，最后的一个月了，一定要更加努力！

回来的电车上和魏萱自拍了各种抽搐表情，不知不觉时间也过得很快。

夕阳，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离别的烧烤

2012.07.09

上星期日，host family举行了离别的烧烤宴会。

所以，我叫了班里一半以上的人到家里，因为和大家都关系很好。ww

大家聚集在家里的院子里，ww老师和爸爸烤肉，大家吃了很多哟

地学的老师 iwaji-ww

李　雪媛的日记



有小孩子，大家装鬼，捉迷藏，玩捉人，特别累,但特别快乐。

喜欢大家，关系太好了，不想离开わﾟ(ﾟ´Д｀ﾟ)ﾟ

大家也好象非常享受。

和好友～



打开风扇，一边吃西瓜一边闲聊着，笑着，时间过得真快。

森老师买了蛋糕，哭了对我说，「雪媛，要快乐呀」说完之后，我自己也开始哭了，老师拥抱了我。

真的真的，遇到森老师，AKF的老师都太好了。

大家玩宾果游戏，特别快乐。

host family，感谢感谢！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个离别会的，我与这些好人们一起度过了哟。

大家都很善良，我非常幸福。

从老师们那儿得到礼物，那个纸巾盒是森老师的夫人做的了哟！特别感动，与老师们约定在中国再见。

一定能再见哟，AKF的大家，host family和广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wa—到达家了哟(·V·)

2012.07.24

7月21日，因为北京的大雨，我们成都的四人到第二天凌晨2点才到了家。ﾟ(ﾟ´Д｀ﾟ)ﾟ

很辛苦，不过，回家还是很高兴。(*^ω^*)

一年时间，给大家添麻烦了！麻烦也添的太多了,不过，那个

是成长吧 (((o(*ﾟ▽ﾟ*)o)))

给host family添了很多麻烦

日中交流中心的老师也给了我很多关照。谢谢(=^0^=)

由很多很多回忆，也会觉得寂寞。

但是，这一年我不会忘记。我会牢记这一年中学到的东西，继续努力。＼(*⌒0⌒)♪

 

再见！(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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