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意

2011.08.31

今天只是先 随意 写一下！因为 时间有限。我也不会多说的！ 从昨天到了日本！ 虽然大家都很累！  但心里 都是很高兴的！  我到了自己的房间之后 感到很温馨  早上起来 听到小孩
的嬉笑声！心里很温暖！

程　忻的日记



高中生活！

2011.09.07

呵呵！今天已经是第3天了！一回家爸爸妈妈 就会问我！有没有交上朋友！呵呵 我感觉在学校里还有家里！大家对我都很好，要说是朋友的话！那就是全班了！但像在中国这样的
挚友   那肯定还有花上一段时间嘞！但我很期待！在学校 同学们会教我很多东西！我第一上课时 我以为 会跟中国上课一样那么严格！但恰恰相反！大家都很随便的！这让我很惊
讶！我现在很努力的去接近她们  想和她们成为好朋友！大家很好 所以这并不是很难的！其实去上课时！我还挺开心的！这3天下了！我感觉大家没咋学习！因为这个学校活动有很
多的！大家现在都在忙着运动会！

其实我还想说的是！为什么我在运动方面这么有名的学校里 却学习英语！！！整天都要上英语课！我很努力！但还是不会！！！

呵呵    这几天我还没有校服！所以我走哪 大家都好像在赏稀有动物一样！呵呵 不过我想着马上就会过去的吧！就像上次给大家演讲的那两个姐姐说的一样！刚开始大家都很稀罕！
但之后就要你去靠近别人了！

程　忻的日记



运动会！

2011.09.10

哈哈哈！  今天我跟那家的姐姐！一起去了 某个学校的运动会！虽然很热热热热！但还是很有趣！  看着各种的部门的比赛很搞笑！尤其是拳击部的跑步的样子！3个人边跑边打！让
我的心突然触动了一下！  人虽然不帅！但动作绝对帅！让我突然又想进拳击部了！哈哈哈！大家虽然都很热  但很认真开心的，唉  不过 我去了那个学校之后！第一个想法就是！我
的学校真的理家很远啊！

程　忻的日记



出玩

2011.09.15

呵呵  因本人太懒！上周发生的事情 现在写！ 别建议啊！  上个周末 我们一家人出去玩了！！！我们在鹿儿岛，我们先去给我办外国人证！哈哈哈这个很麻烦啊！！！哈哈哈  不过
家人都陪着我！！我很开心，然后我们去了樱花岛！是个火山哦！！！唉，，，我去了之后 这个火山啊 是异常的兴奋！！！鹿儿岛是一个很漂亮美丽的地方！我虽然刚开始想去的
地方不是这里 但看到这里的风景时！我心里就很自然的兴奋起来了！这里的海师那么漂亮纯净！真的很想下去游泳啊~

我第一次这么近的距离看 火山喷发！感觉很壮观！！！中午的时候 这座山！上面是全黑的！呵呵 我们干净的车 还没到跟前 那么近！车已经是黑的了！但我每次早上起来去上学的
时候！那时那座山就像是富士山一样！上面是白的很漂亮而且感觉很神秘！！！早上起来时偶尔会听到海豚的声音！你能想向出那时一种什么感觉嘛？

那个火山的地下有一个免费的泡脚的泡脚浴！水非常干净很暖和  我想冬天来这里 泡着脚！看着风景然后在跟别人聊聊天！在吃吃那里的小吃！哈哈哈！小天堂啊！

我们去玩海边了之后 回去的时候 居然看到了一群海豚！家里人说平常看到一个两个就很不错了！呵呵 说这次能看到一群！真的很幸运！我很惊讶！这群海豚难道都不害怕人类嘛！
居然这么近的！而且还是成批的！呵呵 爸爸妈妈 都说 我是幸运星！哈哈哈！

那天是非常高兴的！呵呵 所以就理所应当滴就很累！没有及时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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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的班级！！！

2011.09.15

哈哈哈！！！没想到！居然会有比我们班还疯的班级！  我在的这样班级真的很高兴！我自己 认为 我们班的就够疯了！呵呵 没想到 这个班 还比我在中国的班还自由！上课可以随便
下座位！呵呵 现在大家都在忙 运动会 所以老师们 没有多长时间讲课！上课的时候 大家都很随便！这里上课发言时 不用举手！呵呵 坐在后面的那个女生上课的时候老是在大家安静
的时候 说吃一句让大家爆笑的话！呵呵 老师给我们讲鬼故事！虽然不怎么恐怖！但效果很好！呵呵 这时！有位同学说了 老师你能不能认真的给我们讲一个啊 你那样 还没我好嘞！
呵呵！有次老师让最后的那个女生别睡了！让我看到多不好的！呵呵 她很淡定的说了一句！忻也睡嘞 所以没关系！我们都是一样滴！我爆冷了！呵呵 昨天上微机课的时候！我们班
长因睡眠不足倒在地上了！额！真的是把人吓死了！但今天 班长不记得了！老师说昨天给班长的母亲打电话时 他母亲居然大笑！说 老师没事的  他那是睡眠不足！我们班爆笑了！
因为老师的表情！有几次我后面的同学居然笑倒在地！在日本 大家笑的时候好像都喜欢拍手！我喜欢上社会课！老师很搞笑！这里的老师 都很开得起玩笑！这位老师 给我们学那些
女人或者出过丑的老师的样子！其实大家都知道 只是老师学的样子真的是变了味了！在这班很开心！除了这个班女生都有男朋友！唉，，，我只能嫉妒羡慕恨啦！唉，，，今天老
师上课说  放假的时候  可以去约会啊 可以去旅游啊！我这时 很自然的 很大声的说出！约会啊！！！！！为啥啊！！！  好 大家全都笑了 这时有位好心的女生说 忻别伤心！全班都
有！我不知道这是在劝还是在气我！后面她又加了一句 不过很遗憾的就是内田老师还没有男朋友 所以没关系！还有人陪你！还伤心了！额额额 我笑了 在全部的笑声中 老师很困扰
的问 约会怎么了嘛？

呵呵 喜欢这样班！所以是学英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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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会！

2011.09.23

呵呵 今天本来是休息的时候！不过是因为开运动会  可以就不计较啦！上午大家都很忙！还有棒球部的表演很酷啊！我今天都快有死的念头了！在最重要的时候！照相机居然居然居
然居然没电了！棒球部的女生们一个比一个刷！呵呵 唉，，，，，，，在着学校我只能看女生了！我要是出问题了谁负责啊！哈哈哈！其实 我看到了棒球部才知道日本真的是先辈
很可怕啊！现在见到穿红衣服的人！我就不想下去了！还得鞠躬还有问好！虽然我不咋鞠躬。下午很有趣啊！我们很激烈的在喊叫！大家在费劲的努力的在跑步！因学校的表演多过
比赛！不过每一个都很有特色！让我最记忆犹新的是！棒球部，太古部！啦啦队！小学生！还有很可爱的幼稚园的同学们！一个一个的笑脸！是多么可爱啊！我参加了集体跳舞！虽
然大家的参赛都是在我来之前就觉得好的！呵呵 不过我还是参加了拔河比赛！哈哈哈哈 我们堂堂正正的输了

然后我们全校开始跳着大家都不会的舞蹈！哈哈哈！让我最惊讶的就是最好老师们的比赛！  虽然没咋看懂是啥意思  不过我们班主任作为年纪代表！总共有4个！是比赛跑步！一个
是拿手机照相一个是打电话 还有一个是被两个男老师抬着最后一个是坐在地上吃着饭团和着茶！哈哈哈 最后一声枪响时！老师们让下自己手上的东西终于真真正正跑啦！然后那个
领导！的颁奖仪式！也很搞笑！本校 每个年级都有拉拉队一样的加油队！然后大家的代表上去做这搞笑的表情！还有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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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

2011.09.23

我现在很讨厌做车了！每天早上5点起床！虽然我没有按时起过！然后6点出家门！然后就开始我的2个多小时的路程了！然后感觉现在还是没有交到那种一直在一起的朋友!不知道为
什么  就是没什么该说的！电脑跟别的班的话！我感觉还比较能聊的来！唉。。。。我的梦想中剑道部！我每周只有2个小时！我这就很知足了！因为我每天就是一下课就赶快去坐
车！我来这块一个月了！我还有去买过东西嘞！除了100元店！那也是第一天的时候！因家太远了！想跟同学出去玩！路费最起码2000日元！我现在已经可以很好再公交车上睡觉
了！每次醒来的时候不是到达学校或者家！那是我的脑子很疼因为睡姿因为因车的摇晃，，，我只能用两个手板正了！哈哈哈！我的短期旅游啊！就只有没有了  我只能和高二的在
一起上那听不懂的英语了！

哈哈哈哈！不过我还是舍不得这边的家！难道就不能换个方法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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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

2011.10.02

这周天我们一家人去了京都！时间很短暂 但见到了另外两个阿姨大家对我都很好！很善良！第一天虽然参加了三阿姨的丈夫一周年葬礼！去的那天晚上看到阿姨笑的时候就有点悲
伤 没想到是这个！但看到那个叔叔的照片真的可以感到是个非常善良的人！这位未曾见面的叔叔是个警察！我们参加完之后！去的是金阁寺！额额额真的是很壮观！虽说只是表面
是黄金但能给人一种逼人的压迫感！呵呵 俗称就是皇室的感觉！哈哈哈！其实我是想象的 但壮观是真的！我有种想住下去的冲动！

晚上在阿姨家附近有一个小的欧码磁力！哈哈哈！吃的有很多哦！还有在漫画上看到的那些小游戏！很多哦！很兴奋！就是不能自己随便去看!家人害怕我走丢了！

第二天去了北野天满宫！在那里我不得不许了一个！希望我的英语很很顺利的，，，，呵呵 其实最开心的就是清水寺了！人很多啊！买了很多的护身符！但都是家人的！在清水寺
里各个国家的游客！去看了好多家特产店！

我没有华丽的语言！也不想要  呵呵 看也看出来了！所以我只是表达出现在心里所想！呵呵 就是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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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

2011.10.15

晕！啥都不说了！就在刚才我用了那么长的时间写的日记不在了！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吧！我们学校在前不久！先个松阳比赛了！是16对2决定的优胜！我第一次看棒球比赛！很激
动虽然不知道规则但看着分数我也很激动！唉~~~~我那么长的日记啊！！！！呵呵 ，，，，，，，，，，，，，，，，，，，，，，，，，，，，，，，，，，

郁闷！  呵呵 过了一天我们学校要参加了鹿儿岛的总决赛！和鹿儿岛城西对决！今天我真的很努力的加油了！还有我们的足球部也很努力加油了！我的嗓子就在那天，，，，，我就
在那天肌肉抽筋了！我们的加油不光是嗓子啊！激动时还要跳还要蹦！呵呵！真的很高兴！而且真的很激动这回的对方学校也很厉害！所以得分时我们也很激动啊！当对方得分时别
提我有多气了！哈哈哈 不过我现在还是很郁闷我的刚写的日记啊！那么认真写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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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

2011.10.15

呵呵 我很喜欢这个家庭！就是每天太早了回来的太晚了！为啥我不是电车嘞~~~唉，，，，，，，呵呵 我这个妈妈很搞笑！其实错误差不多是妈妈一个人犯~然后自己说自己是笨
蛋~其实有时这边的爸爸妈妈一起做饭时就可以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妈妈老犯错然后被爸爸说！有次开水不小蹦的了爸爸的身上很烫！爸爸说你在干嘛嘞！把我吓了一跳！然后妈妈
很无辜的说  咦！烫到了？哦对不起啊我没想到这会这么厉害啊！哈哈哈！   额  爸爸然后笑着看着我说 你妈妈刚才想杀死我！  妈妈笑了就那么点水死不了的！放心放心啦！然后饭
后喝茶时爸爸不小心把茶梗倒进去了 妈妈说忻看这是你爸爸的复仇！

我犯错的时候！一般的妈妈不会去取笑吧！我家的妈妈跟个没事的人一样笑我 但最开心的就是最好自己也烦了同样的错！我和妈妈的对话是这家的笑题！有天早上妈妈不小心说了
一句脏话！我记住了！晚上回来给妈妈说！妈妈那个表情啊 很搞笑的说咦~~~忻你怎么可以这样呢！这样的话也能说出来啊 我很郁闷的说！那是妈妈说的！妈妈说咦~我怎么可能
说出那样的话呢！

我从中国带来一个绒娃娃！这位妈妈擅自的自己就取了名字！而去每次对哪名字还有反应！当自己反应过来的时候我每次都会大声的说不是**是**！就像银魂里的桂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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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1.07

呵呵~我不知道我多长时间没有写日记了~~最近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哦~~但俺滴我表达能力有限 所以就多多包涵啦

在那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我去了学校  家里人都在家里睡觉我去了学校~~妈妈安慰我说~没事的作为奖励 中文会给那么发面包的~！~唉，，，，我只想说我对昂不感兴趣~我对睡
懒觉感兴趣啊！我去了之后就是对那些孩子们说  我们学校怎么怎么~就是宣传~我就光荣的作为留学生被介绍了~然后我去发言！虽然是当时想的！但很成功吧！老师说很后悔没有
多给我留点时间！说不高兴我这么有趣  哈哈哈 ！有点自恋了~最后老师开玩笑的说了一句 最后会给大家留点时间想跟这位留学生照相的同学们~随便找！呵呵然后我急急忙忙的去
赶着坐车！我问老师我是多少号车~是106记住啊！是106啊！   我看了有看 坐上去了！虽然感觉有些怪 我一直在等那个高速公路~最后我很无奈的给妈妈打电话说！哦~妈妈我坐
错车了~怎么办~很麻烦啊 就这样一直坐着吧~！妈妈爆笑~然后问我有没有你们学校的人~我说有！然后我就很晕的跟那个我见都没见过的人说  你能不能接一下电话~但以为那个
女孩知道我的名字~~然后我又及其很不好意思的向那女孩借了1000~我那天想我没有自由时间~所以很意外的没带钱包！！！然后她教我在那下 然后杂坐车回去~~我那天一天都在
座车！

回到家！妈妈劝我说~~没事的~这叫做兜风~~~随处转转啊~我也很配合的说~对啊回来时还以为的发现了帅哥嘞~~唉，，，，，，，，，其实我感觉我和这妈妈真的很和得来
啊！她是我的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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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心~

2011.11.30

嘻嘻~~这回又湿多久没有写日记了~呵呵 今天收到心连心的短信~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居然上网了就写一篇吧~哈哈哈！最近大家都在考试吧~我当然也是喽~其实是废话~今
天是最痛苦的一天！数学我根本没有看~因为我全压在语文上了~晕！！！我因前晚上没有睡觉~也许那晚上喝了茶之后 跟这的妈妈说的太激烈了~晚上失眠了！那个痛苦啊啊~最后
我实在闲着无聊学习哩！！！早上起来时把这妈妈吓着了~我说我没睡~~这真的是妈妈嘛~我晕 笑的那个叫开心啊 说我终于想通了~想要好好学习啦~我在这的妈妈眼里是有多不爱
学习啊~~~     呵呵 不过我都复习了~然后考试卷子看了之后 都是我复习过滴！！哈哈哈哈！

        我哭死了！！！！我一个兴奋一个紧张!忘了~然后看着那些翻译 那就一个痛苦啊！！今天看到了 中间研修时~~我郁闷了！这的妈妈绝对是把她滴开心建立在我滴痛苦之上~
笑了那叫开心啊啊~

最近有开心的事情发生哦哦~~想知道不？呵呵 忘滴差不多哩~~抱歉啊！！我会负起责任！下次发生好玩的事~~马上就写！！哈哈哈（自己都不信）

最近在车上跟那个我很喜欢的人坐在一起~每天都很开心！我们又玩又笑~呵呵有时对别人来说也许会很烦~~我说一句话要给她解释3遍最后我深情的看着她~~她笑了说 行了我知
道了~反正你就是要说我是笨蛋呗~~是笨蛋也没办法啊!你也一样啊！要不咋能这么聊得来嘞！呵呵 那女孩真的很有趣~虽然从别人的眼里就是我子啊欺负她 ~其实大家要知道要理
解我 你们见到那个孩子之后就知道我是无辜滴~上次那家姐姐来跑到我们这来说真的对不起啊~我们家忻忻这么吵~是不是不想离她啊 没事滴  你说出来就好了！我瞪大了眼睛问为
啥啊！那个姐姐很正经的说  因为每次都是你在说话啊！晕 那是因为我干什么都是堂堂正正滴！就算做坏事也要堂堂正正滴！！呵呵 其实在别人眼里我和那个女生说的话就对不到
一起！！

 哈哈哈哈  还有那个女生很可爱哦   （傻滴可爱）

有次我把我的侄女照片给傍边的人看 我先问可爱吧！比那个一直唱那个什么什么歌的那个女孩可爱的多吧~（就是现在很红滴 我不怎么喜欢的那个小女生~可惜名字不知道，呵呵）
恩恩 大家都这样认可了~~我很高兴的又说  不愧是俺滴侄女啊 跟我一样~~哈哈哈哈哈  那俩人还没反应过来~（心里肯定想着人脑子~~）呵呵 这时我看上的那个女孩很不留情的
给我脑子一拳~~哈哈哈 说别太自恋了~~哈哈哈  不过是事实哦！

我现在就是条件不好！那我也使条件变好！因为我喜欢这个家！还有学校里的朋友们！！条件不是问题是那颗心~

我内心在一直祈祷我的梦想能实现！还有我家里人得知我的梦想之后！直到现在还动不动就损我！尤其是那个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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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2011.12.02

呵呵~本来想说昨天的事~~不过先说一下刚才滴事吧！呵呵  刚才看了一下小白的视频~我看之后 想象了一下~笑了！假如是我们家 不过这么和平滴~啊啊~我给妈妈一说 她看着我
说  对啊！我和平了你也不可能和平滴！哈哈哈！！我给妈妈说了之后~我拉起了妈妈的手深情的说妈妈~我最喜欢妈妈了！我只有妈妈一个人~~哈哈哈  妈妈一脸嫌弃的表情的说呵
呵 你这样说  你也得不到什么哦~我晕！哈哈哈！！   然后话题变的贼快嘞 ~忻快给妈妈我捶捶背！嗖的一下！我装死了！躺在了地上！！弟弟说快点该你哩妈妈说忻死了~我笑了
准备走了！妈妈 开始喊了  说啊啊啊  真过分啊 连捶背都不~妈妈 我这一周辛苦的给你们做饭嘞啊啊啊 妈妈我好累~~啊啊啊 忻好过分啊  妈妈 我都要哭了！我只能说  好好好好好
好！！我知道了 妈妈 行了  别说了！  我现在就去！现在看着鲁邦~然后这的姐弟两开始说 啊你上次还没给我捶背嘞~~啊啊啊  受不了了  ！！然后就坐在妈妈的前面开始捶背！！
妈妈看了我一眼  就开始用斜眼瞟那个弟弟！！我说老妈啊  你有啥就说出来呗！！你用眼神我也不知道啊！！呵呵 妈妈说 那个弟弟 ！喂~~你就这样坐在你妈妈的脚上啊~很疼！
能下去不！！我晕 是那事的话  早点说不就好了！！呵呵 今天爸爸还是回来的很晚啊~~

啊啊啊  昨天考完试之后跟同学去了海边~~~！啊！我果然就是水之神啊！！哈哈哈哈！！开玩笑滴！嘻嘻  那个女孩开始只是去哪里看看滴~~我见到海了 很开心！就当成脱了袜
子和鞋！就下海了！！！（穿着衣服！）  然后我还大海战斗了！！！哈哈哈哈  很厉害啊！我尽全力了！！！恩大海战斗  ~~恩恩 我很壮烈的光荣的 湿透了！！呵呵 不过很开心！
看着大海 大声的喊了出来！！把自己心里所想！马上心里就很轻松了！一直在海边唱着自己现场分明的歌 变和大海说着话！！哈哈哈 大海也很给面子哦！我说你快把我带走吧！！
呵呵 有好几次真被带走了！因为浪越来越大了！！但我还是一直跟大海战斗着~·呵呵 有没有觉的我很英雄呢 嘻嘻！！！回去给妈妈说了  妈妈说忻你没事！我说没事啊  ！妈妈 就
没事变了 啊啊啊  小忻~啊好臭~啊 忻！好脏啊  快去洗澡！！！额额额 我受伤了！！居然被妈妈说了！！还有有一点注意一下就是我不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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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该杂说！

2011.12.24

唉！！！！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今天的事情啊！！在晚上11点之前我是很高兴的！但现在应该很！！！难受！被狠狠的打击了！！！

     今天爸爸回来的早 所以我们就出去看夜景了！就是那个整个街道都是彩灯！呵呵很漂亮哦 ！在车上的时候！！大家有说有笑的！！突然前面有电车开过~这时妈妈很激动的对我
说！忻忻 快看！   我说什么什么？   快看那是电车耶！！额***我晕了！   我很郁闷的说妈妈呀~下次见到真的很稀奇的东西在给我说好嘛~还有反应别那么大啊~   这时妈妈很失望
的说咦~~~忻忻 你杂不激动嘞~~电车耶！    我又笑了！ 我为啥要激动嘞~~

    然后过了一会~这时又大声的说  快看~忻~~因为这里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也有点期待的说在哪啥啊！呵呵 忻快看是红灯耶！我彻底的郁闷了！我就很大声的说  老妈啊！你是不是
在把我当傻子嘞 耍我嘞啊！！哈哈哈哈 我们在车里都笑了！然后这的弟弟也开始了 到了飞机场之后也说忻快看是~~~~~是飞机场耶！

到了目的地之后虽然很冷但很漂亮我照了很照片哦！

回去之后去百元店~然后回到了家里哦

哈哈哈哈 我的悲剧啊开始了！

爸爸说忻看着你吃过没~我笑了 日本很中国这么近都差不多 这个我当然吃过啊~所以我拿起来就吃了！呵呵！！！~应该是柚子吧！我吃了一半！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是无农药滴！！哈哈哈哈是啊 是无农药滴！这也就是说！我发现了虫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然后那半个我已经吃了！这让我~~~~~所以我的心情刚才是天堂现在
呢  哈哈哈哈 那还用说嘛 当然是地狱啦！！！

然后我郁闷的拿着照相机看刚才照的相！！！！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刚才是打击的话！现在也很打击！应该我已手冻红为条件照的相！全都是花的！！！！！没一张是好
好的！！！我的天啊！！！今天是好还是坏 我也不知道啊！呵呵 郁闷

程　忻的日记



呵呵 圣诞节~

2011.12.25

今天是圣诞节~~昨天做了一个蛋糕哦哦是巧克力滴~~今天感觉有些懒 所以就少些一些哦  哈哈哈 别建议啊~开始时我和那个姐姐就一直站在那里不知道干嘛~因为妈妈放了两个盘
子 那是在那个盘子里弄呢 完全不知道~~呵呵 妈妈过来就说  杂还没开始了  快开始啊~我们异口同声的说  因为不知道在哪里弄啊  妈妈谁让你放这么多的盘子啊~~

    呵呵 不过样子还不错哟~~呵呵  然后晚上出去吃晚饭的时候 我们回来吃蛋糕时感觉真的贼幸福呢~~哈哈哈哈！厉害啊

   今天是奶油滴  比昨晚的还好看哦  而且好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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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

2012.01.03

呵呵 大家好啊 其实有时大家给我留言俺很高兴滴 但主要我不会回~哈哈哈！   想回！

    这几天很不错哦  哈哈哈  很以为的收到了压岁钱哦哦  呵呵！  在京都的那个阿姨来之前 这的妈妈很勤快的把家收拾了~再某一天！我一如既往的很勤快的 帮妈妈的忙！然后我发
现了一个问题~这位亲爱的妈妈在某些方面很天才 打扫的时候能把自己给打到然后我和那个姐姐说了同一句话  不想跟这样的妈妈一起打扫因为反而会很麻烦~哈哈哈哈！

    我学会了 大家要记住做错事~要用可以胜过太阳的笑脸 笑一下就好了！因为其他人回被**我就是每次被这位妈妈的那样的笑脸蒙混过关滴~呵呵~

    妈妈在另一个房间里弄了一个新的被褥~很软很舒服~所以我就跑到上面打滚了~~这的妈妈笑着说  你在干嘛呢  我说贼舒服嘞！妈妈说  哦是嘛  说着跟我一样也再被褥上打滚
了！我晕我当时有些愣住了！额额额这就是我的妈妈  我也该差不多接受了吧！我笑了 妈妈 你干嘛呢  你到那边去！！额额  没想到 专门到我这边来了！！唉 我认了 呵呵 是啊  到这
个家的时候就应该这样了~呵呵 这其实就是妈妈 没才呵护我的时候给我说了 忻你就放弃 哈哈哈哈  你到这个家里来的时候就应该放弃了 哈哈哈！！呵呵 我是该那样了  这的妈妈比
我还傻啊~哈哈哈哈还有呵护是欺负哦

   在2楼弟弟 在上课这的妈妈在底下用吸尘器打扫~声音太大了  我想 这弟弟 上完课肯定要说  所以给妈妈说  还是一会在打扫吧 现在打扫弟弟肯定会说上课时那么吵滴~我和姐姐都
这样认为~呵呵 其实这应该是妈妈会想的吧！妈妈说好滴！然后又装成很无辜的样子说~唉  妈妈我好可怜啊 分明很认真的在打扫卫生居然被忻这样说  啊啊啊  妈妈我可怜啊！  我
再次晕！我默默走了 走到了门口！ 程忻还击的时候！！呵呵我用快哭的声音说（呵呵 自己是这样认为的）真是的 妈妈的事我以后在不管了 我分明为了妈妈着想但妈妈居然这样说
我 忻我好伤心！那我消失就好了嘛！说完慢慢的合上了门！呵呵 妈妈这那边愣住了 说难道是傻子嘛！额额额额额额额  我的反击居然被妈妈说成了傻子 我跌入谷底！

     收拾东西的时候 找到了这的姐姐的初中校服~姐姐说好怀念啊  我说贼好看嘞~~妈妈说  我能不能穿上啊~呵呵 接下来 我和姐姐就愣到那里~看着那位很瘦瘦滴妈妈穿校服！额
额额  我嫉妒啊 说妈妈你多大了  算了你先胖上十几斤在说！ 还有我大声的说~姐姐 快看 这个人是谁 我不认识啊  脑子一点有问题~妈妈 快看这个人看到有问题耶  快看耶~  ~说完
我们就不回头走了 顺便带上了门！妈妈这那边喊 那么不能这样啊 啥意思啊

  呵呵 今天我们吃了蛋糕~呵呵吃完一个时很乖的就洗了 没想到还有第二个~我又擦了~才知道这个是用手可以抓滴！我说为啥不早点给我说啊  妈妈笑说 我早就说了啊 只是你没听
啊~额 好吧！吃完了之后爸爸问我喝这个饮料不！我说喝啊 然后杯子在那边的桌子上~我嫌麻烦就趴在桌子上~  然后妈妈很善解人意的说~剪刀石头布吧！我瞬间有精神了好剪刀石
头布~好我输了 因为每次都是剪刀输 没想到今天妈妈好了 之后省去~我连输了3次！额 最起码赢一回啊 我无奈的去拿了 早知道就乖乖的自己去了 然后喝了之后我说这贼像红茶的味
道嘞！大家爆笑 忻啊 这就是红茶好不好 那么大写着嘞~额 就个这笑了我好久！

   我在写这个日记的时候听着歌~突然很兴奋就抱着电脑专门跑到大家的面前唱歌~然后大家居然无视我！额额额   我大声抗议的说  为啥无视啊 杂不说句话嘞！！我下哩很大的决心
才做这么傻的事情~呵呵（其实没有 就是一时兴起啦）看我现在脸已经通红了好不好！妈妈说突然这样 我们也不知道该杂反应啊 原谅我们吧 哈哈哈哈 其实 她们已经笑的不停了 我
郁闷的坐回原位了！

   今年家里规定了我不能说 麻烦死了！  妈妈不能说 笨蛋嘛~  爸爸不能说  难道不是笨蛋嘛！谁说 就罚金10元！额额  所以我这几天很坚持了！每次想说的时候就说  妈妈你知道的
我的禁句！呵呵妈妈还说为了要专门买一个大的存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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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部

2012.01.27

今天俺们的学校上报纸哩   吼吼吼吼   是棒球部耶！！很厉害滴！  也上电视了  虽然时间短~但我终于知道俺们校长是谁了！~~  呵呵  要去参加全国大赛了   呵呵  好了 回报完毕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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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

2012.04.02

哈哈哈 这回是真的好久不见啊~！俺们学校最近去参加了 甲子园比赛了~我那个叫做开心啊  我那个叫做疯狂啊（是给加油的时候~）第一回~俺们是赢了  ！我的嗓子也亚了！不过
我也慢慢的了解了这比赛的规则了！哈哈哈  心里那叫一个高兴啊！然后我和家里他一起又去了京都！哄哄~~~玩哦~昨晚才回来滴！去了好多的寺庙~~我最喜欢的就是清水寺还有
一个我不记的名字了  哈哈哈 因为我不擅长记名字~就是里面的佛胡大嘞！还有外面有胡的鹿嘞~我还喂吃的了嘞！不过吓着我了~我还没来得及拆开就有一群围在我身边~咬我的衣
服~不过很好玩！！我这回去京都是恨下心买了很多东西不过多事写小东西~~这的阿姨人贼好嘞~不过就是天气不咋好 ！！又是下雨又是下雪的~冻死我了~总结一哈！这次很很开
心！很高兴@除了俺们学校最好输了这个啊！！我可是很拼命的加油了！就算我做在家长组里 我还是厚这脸皮 那声音就做鹤立鸡群啊！！！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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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滴生活~

2012.04.10

呵呵~其实在一个多月之前~俺班的同学们~都去了外国交流一个月~只有我和班里另一个同学了~我就光荣跟高2的一起上课~与其说是上课 可以说是俺那叫一个`~~~哈哈哈  不用
我说了吧~嘻嘻  每天昏昏郁郁滴去学校~在班里听完老师说完今天又什么重要的事情  然后和高2的班的留学生一起去日语班上课~现在她已经很习惯我了~所以我每次在老师那种样
子  她回很自然的把我头拉下来说老师你别跟这瓜子建议啊~晕~我马上开始反抗对老师说~老师我不是吧   哈哈哈 我就知道我这么聪明滴  杂可能是呢  对不对老师啊  ~不过一般都
是老师都跟她在同一战线啊~

   我每次去日语班的时候  都会带上我的命根子~哈哈哈   不说哦！然后一有空就看看！那上课叫做一个恰意啊！不过课还是好好上着滴 ~哈哈哈  没办法~我恰意从小就练就一身 一
心2用之道哦~嘻嘻~在日语班~我上课那很随意滴~所以我身边总有一个“好”前辈！说不我 就“打”我然后我是很爽快滴人吧~呵呵  跟我喜欢的老师说话就没有那么多的在意所
以每次有时说的不好了那位很“善解人意”滴前辈就以用力把我头按下来说老师别跟她建议啊~我只想说 老师除了笑杂可能跟我建议嘞~不过就这样了  我都习惯了  所以算了~我原
谅他了~哈哈哈  不过我有时会联合那高2 滴一起欺负他~我会教那个高2 的前辈说一些大家都知道滴中国话哦  哈哈哈 大家都知道哦~嘻嘻  我和那个前辈那叫一个默契啊~把他气滴
啊！哈哈！老师一见我就说来了啊~~好咱们现在就马上开始考试喽  小忻快做下来~哈哈这绝对是故意滴~不过我会删招哦~我直接正大光明的拿书看喽~老师小忻啊~你干嘛呢~我
大大笑脸展开了说我在拷贝啊~看看老师绝对不会错哦！哈哈！老师你又没有给我说啊~所以呢我只能为给老师你减少一下负担所以呢我就委屈一下自己的心 就拷贝一下喽~老师笑
着看我说~小心点哦~！但大家别看我这样我可是每次做好自己该做滴 我才这样跟老师开玩笑滴哦！嘻嘻  除了我不喜欢的那些哦！我也会为老师出气滴哦！有次在班里那个越南人
给老师说她没有在意其他2个越南人的女生这2个人水平不行~所以根本就跟不上！还有我那位善解人意的前辈~回答的太快了！哈哈这句话一出~我那位前辈啊！别提那脸色了 其实
俺们日语班在搞内乱嘞！嘻嘻！我就跟郁闷了~再我宝贵的课堂上给我们漂漂老师来这一下 老师也说了很久他就是死叫着不放！就嫌老师没有好好考虑那2个！还有这位善解人意的
前辈回答太快不给别人思考的时间！我本来不想理这样的无理取闹~我无所谓！想管但我始终不是真正的日语班！不方便跟他吵！但我看了一个时间！我就开口了：可以了吧！她2
不回答杂能说别人回答的快~他是看老师站那里没有人里她所以才回答的~现在说他那就算错说出来啊  啥都不说老师又不是神！我才神 但我不是老师 所以我不会管她2~老师上课很
认真但没有人回答那你我也不见的回答啊还有那些问题简单的跟个啥一样！还有这些幼稚的问题你难道不觉得应该在下课之后说嘛！对我来说这可是很珍贵的日语时间！你叫这样浪
费提前给我说一下~我先谢谢你啊 因为我可以看小说了！还是正大光明滴了~你现在还想在上课说这些无聊的问题嘛~那我就拜托你了~谢谢（我说这句话是很认真的！因为他24岁
~还有在杂说是前辈所以我很是很沈肯的拜托滴哦）所以大家也笑了！

    嘻嘻 我喜欢日语老师  还有我最喜欢滴胖胖滴体育老师~有次我和高2 的一起来日语班上课~但一个人都没有在~我就去办公室找~然后看到了！俺喜欢的胖胖的老师了！我就屁颠
屁颠的跳过去~很男性话叫了一声老师早上好！老师哦！小忻啊~来来~我给你上上课~我要进去啊 老师说进来说啥啊   哈哈哈  老师失礼了！   我看真老师那叫一个恰意啊~喝着咖
啡吃着小吃！我的眼睛就看着那点心啊！老师笑了说这点心啊~~~~。。。。。别看了  不给！别想啊！我就很大声的说了一句小气~我还不要嘞~老师们都笑了~那个前辈啊就赶快
给我道歉~老师就夸她说小忻你看她比你有礼貌多了！多学习啊！我就很正大光明的说了`~我真的变的那么有礼貌了  那就不是我了~虽然我可以但不想~因为我不咋喜欢~不过老师
喜欢的话我就勉强一下自己吧~不过那要看老师给不给好处了~！我就说老师见到我很高兴吧~我就知道你贼高兴嘞我都看出来了~！老师很无奈的说你整天都在想啥嘞~ 嘻嘻  我就
大笑我忘了我在办公室里了 哈哈 ~不过我经常来 老师们见怪不怪了~连这个办公室的主任们啊 都不说我~前提是我不过了大家都说我很能说啊~哈哈哈  其实我知道是啥意思 哦~

  然后~我们走了  去找日语班的同学们~没照到这是俺亲俺的老师又在一次出现在我面前~问找到了没~我跳过去~说没有哦~怎么哩老师~！这是老师2话不说拿出电话开始打了~我
这是“受宠若惊”啊~说老师不用了我们去找补用专门打一次电话！哈哈哈 这时我心里这叫一个感动啊！但老师直接来了一句我不打你还不直接在学校里面疯了~早去逃课了吧！额
额额额额额额额受打击了！我就说老师我就这样滴学生啊！老师笑笑直接默认哩！额 冤枉啊！我这么认真的在找！！！郁闷！嘻嘻今天就先到这里！我还有很多事要写哦！大家想
看了！就说一声哦  不想看也说一声啊 要不我杂知道你到底想不想 想看呢~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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